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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ISBNnet）」，網址為：https://isbn.ncl.edu.tw。 

七、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推出「每日預

告書訊服務」，歡迎各界訂閱指教，網址：http://tp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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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特藏 

蔣經國竊國內幕  / 孫家麒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7 .-- 294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19)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15-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國民黨  005.2  

*緣起日本 : 蔣介石的青年時代  = 

Japanese influence : the young Chiang 

Kai-Shek / 黃自進, 蘇聖雄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

限公司, 11105 .-- 冊 .-- (民國史料 ; 66-

68) .-- ISBN 978-626-7157-04-6 (第 1 冊:

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57-

05-3 (第 2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57-06-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蔣中正 2.CST: 傳記 3.CST: 史

料  005.32  

目錄學；文獻學 

俞樾研究文獻目錄 / 彭喜雙, 陳東輝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學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5 .-- 3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988-8-4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清)俞樾 2.CST: 專題書目  

017.278  

孫詒讓研究文獻目錄 / 陳東輝, 王心

笛, 何蘇丹, 金文超編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經 學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2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988-9-1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清)孫詒讓 2.CST: 專題書目  

017.278  

防彈筆記法 : 如何寫出保護自己推

進目標的筆記 / 電腦玩物站長 Esor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09-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筆記法 2.CST: 工作效率  

019.2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日治時期臺灣圖書館的發展 / 林慶

弧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懸弧文創工

作室,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08-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圖書館事業 2.CST: 圖書館史 

3.CST: 臺灣  020.93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年報. 2021

年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2021 annual report / 柯皓仁總

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出版中心, 11105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24-87-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024.7  

國學 

孝道西遊 : 孝經翻譯與歐洲漢學的

源起 / 潘鳳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5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61-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跨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030.7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包山包海,有趣有料,很冷很冷的冷知

識 / 黃蓉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

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17) .-- ISBN 

978-986-392-458-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常識手冊  046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國立國父紀念館建館 50 週年典藏特

展專輯 / 龔錫家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11105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9-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國父紀念館 2.CST: 文物

典藏 3.CST: 藝術展覽  062.6  

普通論叢 

*主題專輯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

鄉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527-72-3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527-73-0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我的建國大綱/總統政見(附新潮流

最可能出賣台灣嗎?) / 蔡百銓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蔡百銓, 11106 .-

- 1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53-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我們的文學夢. 10 / 呂毓卿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上海商業儲蓄銀

行文教基金會, 11106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3129-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我們離世界有點遠 / 盧國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47-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改變世界的 67 場演說 : 品讀邱吉爾、

德雷莎修女、愛因斯坦、富蘭克林、

蔡元培、李開復等的人生精華 / 李

祐元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6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7145-

51-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城邦與帝國 : 兩種文明的選擇 / 韓非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2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18-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毒物專家看台灣與世界 / 杜祖健著 ; 

何源湖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玉山

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

315-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國家如何被搞砸? / 塔克.卡森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3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93-3-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2.CST: 時事評論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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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經 

經學史 / 安井小太郎等著 ; 連清吉, 

林慶彰合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54 面; 

23 公分 .-- (經學研究叢書. 經學史研

究叢刊 ; 0901Z01) .-- ISBN 978-986-

478-687-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經學史  090.9  

哲學類 

總論 

10 歲開始學哲學 / 喬丹.阿克波亞羅

(Jordan Akpojaro), 瑞秋 .佛斯 (Rachel 

Firth), 米娜.雷希(Minna Lacey)作 ; 尼

克.瑞德福(Nick Radford)繪 ; 黃靜雅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654-8 (精

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通俗作品  100  

小小哲學課 : 一天 10 分鐘 x150 堂日

常哲學課,從西方亞里斯多德的邏輯

法則到東方孫子兵法的致勝關鍵,穿

越 2500 年 93 位哲學家的小問題大思

辨 / 喬尼.湯姆森(Jonny Thomson)著 ; 

吳煒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Ithink ; RI7002) .-- 

ISBN 978-626-310-250-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通俗作品  100  

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可能之路 / 李

賢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

發行, 11105 .-- 392 面; 21 公分 .-- (中

國思想史研究叢書 ; 26) .-- ISBN 978-

986-350-604-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研究方法 

3.CST: 文集  120.7  

中國哲學史 / 周世輔著 .-- 三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6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6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史  120.9  

科學方法與周易新解 : 運用科學方

法破解周易謎團  / 翁樂天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27-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121.17  

老子道德經的智慧 / 曾彥魁譯解 .-- 

一版 .-- 臺中市 : 智翔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163-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注釋  121.311  

道德經 : 經文論術 / 太一和光混俗禪

師著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

台灣太和道學協會, 11106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32-2-8 (精

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注釋  121.311  

大地人物 : 理學人物之生活的體認 / 

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1 公

分 .-- (程兆熊作品集 ; 7) .-- ISBN 978-

626-7134-22-1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宋明理學 2.CST: 傳記 3.CST: 

中國  125.099  

西洋哲學 

柏拉圖 <<會飲篇>> : 論愛美與哲學

修養 / 柏拉圖(Plato)著 ; 朱光潛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17 公分 .-

- (掌中書 ; 10) .-- ISBN 978-626-317-

840-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古希臘哲學 

4.CST: 愛  141.4  

柏拉圖<<斐德羅篇>> : 論修辭術 / 柏

拉圖(Plato)著 ; 朱光潛譯 .-- 1 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17 公分 .-- (掌中書 ; 

11) .-- ISBN 978-626-317-849-6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古希臘哲學  

141.4  

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 尚-保羅.

沙特(Jean-Paul Sartre)著 ; 周煦良, 湯

永寬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86 面; 

23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70) .-- 

ISBN 978-626-317-858-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存在主義  143.46  

學問之增進 /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 ; 邵裴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96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文庫 ; 171) .-- ISBN 978-626-317-917-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培根(Bacon, Francis, 1561-

1626)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4.CST: 知識論  144.32  

意義與真理的探究  / 伯特蘭 .羅素

(Bertrand Russell)著 ; 賈可春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522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626-317-

891-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羅素(Russell, Bertrand, 1872-

197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4.71  

羅素傳 : 積極為人類和平奔走的思

想家 / 艾倫.伍德(Alan Wood)著 ; 林衡

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96-0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羅素(Russell, Bertrand, 1872-

1970) 2.CST: 傳記 3.CST: 英國  

144.71  

那些殺不死我的,都將使我更堅強 : 

絕美癲狂的世紀獨白,歷久彌新的尼

采哲學 / 劉燁, 郭仁航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225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76-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7.66  

危險的哲學家 : 斯賓諾莎的爭議之

作與 思想自由的起源 / 史蒂芬.納德

勒(Steven Nadler)作 ; 楊理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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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ink 哲學書系 ; RI7001) .-- ISBN 

978-626-310-244-6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斯賓諾莎(Spinoza, Benedictus 

de, 1632-1677)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宗教與哲學 4.CST: 宗教與政

治  149.13  

邏輯學 

圖解符號學 / 黃鼎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46-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符號學  156  

心理學 

10 歲開始學心理學  / 蘿拉.布萊恩

(Lara Bryan), 蘿西.霍爾(Rose Hall), 艾

迪.雷諾茲(Eddie Reynolds)作 ; 提姆.

布萊德福(Tim Bradford)繪 ; 黃靜雅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655-5 (精

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170  

伊雍 : 自性的現象學研究 / 卡爾.古斯

塔夫.榮格作 ; 周俊豪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7 .-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

787-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宗教 3.CST: 象

徵主義  170.181  

榮格論現代人的心靈問題 / 卡爾.榮

格(Carl Jung)著 ; 溫澤元, 林宏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7 .-- 448 面; 21 公

分 .-- (Discourse ; 114) .-- ISBN 978-

626-318-323-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榮格(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精神分析學  170.189  

榮格心理學辭典 / 安德魯.山繆斯, 芭

妮.梭特, 弗雷德.普勞特作 ; 鐘穎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52-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精神分析學 

3.CST: 詞典  170.41  

醫生說我可以去死沒關係 : 日本王

牌精神科醫師終極療癒秘訣 ,治好

1000 顆破碎的心! / 平光源著 ; 涂紋

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

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0720 種 )(Upward ; 

131) .-- ISBN 978-986-5596-8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生活指導  

172.9  

兒童輔導與諮商  / 黃月霞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63-2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心理輔導 

3.CST: 心理諮商  173.1  

為什麼我的孩子會這樣? : 掌握成長

訊號 X 教養三核心,精神健康教授解

答兒童心理、情緒、行為、社會性

難題 / 崔治鉉(최치현)著 ; 王品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92 面; 21 公

分 .-- (高 EQ 父母 ; 91) .-- ISBN 978-

626-7089-98-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親職教育  

173.1  

當孩子出現 : 法國父母最信任的育

兒專家教你如何跟孩子溝通 / 芳絲

華.多朵(Françoise Dolto)著 ; 單俐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雅緻文化有限公

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LP ; 

3) .-- ISBN 978-986-357-24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兒童發展 

3.CST: 親職教育  173.1  

我為何會這樣? / 王凱琳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Live & learn ; 102) .-- ISBN 978-626-

318-30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青少年心理 2.CST: 人格類型  

173.2  

幸福曲線 : 蓄積能量,找回由谷底反

彈的快樂,走出上揚的人生軌跡 / 強

納森.勞赫(Jonathan Rauch)作 ; 汪春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512-5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人心理學 2.CST: 幸福 

3.CST: 生活指導  173.3  

你所不知道的自戀狂 : 認識你身邊

的極端自戀者,保護自己讓自己不再

受傷 / 約瑟夫.布爾戈(Joseph Burgo)

著 ; 蔡文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6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45-37-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自戀 2.CST: 人格心理學  

173.741  

你很正常 ,你不是故意的! / 劉大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Evolution ; 

8) .-- ISBN 978-626-95388-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格心理學 2.CST: 人格特質  

173.75  

我還能變好嗎? : 自我心理學幫你好

好做自己 / 王軼楠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04 面; 

26 公分 .-- (心靈方舟 ; AHT4031) .-- 

ISBN 978-626-7095-50-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心理學  173.75  

superego 押著 id,但 id 不是省油的燈 : 

從佛洛伊德說的談他沒有說的 / 蔡

榮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薩所羅蘭

分析顧問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薩所羅蘭)精神分析的人

間條件 ; 4) .-- ISBN 978-626-95788-2-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精神分析學  175.7  

催眠療癒 : 啟動潛意識力量,擺脫負

面暗示,讓你夢想成真 / 大嶋信賴作 ; 

楊鈺儀, 簡毓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 ; A27) .-- ISBN 978-

986-5408-9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催眠療法 2.CST: 催眠術 

3.CST: 潛意識  175.8  

誰偷走了你的專注力? : 分心世代的

12 個課題,如何停止瞎忙,重拾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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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與創意 / 約翰.海利(Johann Hari)

著 ; 李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

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96 面; 21 公分 .-- (健康人生 ; 210) .-

- ISBN 978-626-95865-4-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注意力 2.CST: 成功法  

176.32  

用照片提升記憶力的科學訓練法  : 

腦科學證實有效!1 天只要 1 分鐘,無

論在哪都可以輕鬆進行 / 吉野邦昭

著 ; 許展寧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96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活 ; 500) .-- ISBN 978-

626-320-13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記憶  176.338  

逆思維 : 華頓商學院最具影響力的

教授,突破人生盲點的全局思考 / 亞

當 .格蘭特(Adam Grant)著 ; 簡秀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

公司,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平

安叢書 ; 第 724 種)(Upward ; 133) .-- 

ISBN 978-986-5596-93-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思考 2.CST: 思維方法  176.4  

創意思考金字塔  / 戴夫 .柏斯(Dave 

Birss)作 ; 洪世民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 (Act ; MA0053) .-- ISBN 978-626-

7156-02-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創意 2.CST: 創造性思考 

3.CST: 成功法  176.4  

期望效應 : 轉念之間改變人生 / 大衛.

羅布森(David Robson)著 ; 何玉方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7 .-- 36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56-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自信 3.CST: 自我

實現  176.47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隻害怕的小怪獸 / 

海倫.奧德斯基(Helen Odessky)著 ; 吳

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101) .-- ISBN 

978-986-507-879-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恐懼 2.CST: 失敗恐懼症 

3.CST: 自我肯定  176.5  

一整天沒跟人說話也 OK : 當「孤獨」

快要變成「孤毒」的時候,就來學貓

咪自得其樂,給自己送溫暖吧! / 鹿目

將至著 ; 楊詠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仲間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 (Soulmate ; 14) .-- ISBN 978-626-

95004-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寂寞 3.CST: 

生活指導  176.52  

失落、哀傷諮商與治療 : 客體角色

轉換模式 / 吳秀碧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82-3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悲傷 2.CST: 諮商 3.CST: 心理

治療  176.52  

高情商的刻意練習 : 精準掌握情緒

力與同理心,開啟理性腦聰明回話,做

自己更有好人緣  / 李尚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94-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人際傳播 

3.CST: 社交技巧  176.52  

從受歡迎到被需要 : 高情商決定你

的社交價值 / 張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3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人際關係 

3.CST: 社交技巧  176.52  

掌握 90%人心的大人暗黑心理學 / 涉

谷昌三作 ; 劉姍珊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159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28-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人際關係 

3.CST: 讀心術  177  

Online、面對面皆適用! : NHK 主播

親授 ,讓人情不自禁和你聊下去的

130 條溝通心法 / 阿隅和美著 ; 高詹

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27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溝通技巧 2.CST: 說話藝術  

177.1  

容易受傷不是你的錯 : 9 種有毒人格

的溝通術,減輕溝通的情緒勞務,立下

人際界限,隨時隨地肯定自我 / 五百

田達成著 ; 李貞慧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

長 ; 83) .-- ISBN 978-986-398-770-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人際關係 

3.CST: 溝通技巧  177.1  

駭進人心 : 社交工程專家教你掌握

溝通優勢,洞悉話術陷阱,提升說服力

與 影 響 力  / 克 里 斯 多 福 . 海 納 基

(Christopher Hadnagy), 賽斯.舒曼(Seth 

Schulman)著 ; 周玉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42-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傳播心理學 2.CST: 人際傳播 

3.CST: 成功法  177.1  

LOKI 惡作劇之神 : 洛基,和洛基以外

的 / 葛蘭.達金作 ; 甘鎮隴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6 .-- 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9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女人苦什麼? : 一位好萊塢華裔女演

員的告白 / 謝晏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05-3-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177.2  

止痛人生 / 吳明來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04 面; 23 公分 .-- (觀成

長 ; 44) .-- ISBN 978-626-335-523-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比起喜歡自己,我有更多討厭自己的

日子 : 深入凝視情緒、擁抱陌生自

我 的 111 個 接 納 練 習  / 邊 池 盈

(변지영)著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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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100) .-- ISBN 978-986-507-855-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用盡全力,是為了看見那片風景 / 晴

天娃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意識文

化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6166-70-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成功法  

177.2  

成功的哲學 / 方東野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3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自我暗示的心力學 : 潛能開發 X 吸

引力法則 X 七個心理測驗,正念力就

是你的超能力! / 王櫻博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29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30-5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放棄 / 蔡佳

璇, 葉品希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輕心靈 ; 5) .-- ISBN 

978-626-305-244-4 (平裝 ) NT$400 .-- 

ISBN 978-626-305-259-8 (平裝簽名版) 

NT$40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7.2  

抄寫勵志英語,換來百日奇蹟 / Leah 

Jean Kim 著 ; 樓艾苓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 232 面; 23 公分 .-- (Happy language ; 

164) .-- ISBN 978-986-136-62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英語 3.CST: 

語言學習  177.2  

那些學校忘了教你的事 : 艾倫.狄波

頓 21 堂人生哲學課,陪你梳理生活、

情緒、感情、工作,找回內心自由和

安全感 / 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

著 ; 許景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

分 .-- (心靈方舟 ; 39) .-- ISBN 978-626-

7095-42-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3.CST: 人際關係  177.2  

信念的力量 / 于珊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 新 潮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3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勇敢生活 / 比雅久和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34-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高績效人士的心智鍛鍊課 / 查利.恩

文(Charlie Unwin)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3-2-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從終點起跑,逆向工程帶你走向成功 : 

以業餘資格打敗世界冠軍,反向思考、

拆解目標、團隊合作,價值百萬英鎊

的終 點思維  / 丹尼爾 .比格 (Daniel 

Bigham)作 ;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3-46-

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探索並照顧自己的 21 天 / 張鈴珠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台中市永禾堂

中醫診所, 11108 .-- 1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212-0-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呼吸法 4.CST: 超覺靜坐  

177.2  

*逐光少年 : 從助學看見脫貧的力量 

/ 梁嫣親, 張翎慧, 姜小白, 吳珉珠, 李

明霂, 高玉美, 章麗玉, 黃玉櫻, 張麗

雲, 邱詩琁, 林淑白, 林秀蘭, 林淑真

作 ; 陳玫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5 .-- 

3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257-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通俗作品  

177.2  

創運思維 / 金度潤著 ; 游芯歆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17 面; 21 公分 .-- (我的檔案

夾 ; 61) .-- ISBN 978-986-06727-5-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短暫集中力學習法 : 一句英語都不

會說的少女,這樣成為美國律師 / 徐

東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

分 .-- (圓神文叢 ; 317) .-- ISBN 978-

986-133-82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學習方法  

177.2  

愛、健康與金錢的祕密 / 朗達.拜恩

(Rhonda Byrne)作 ; 許可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方

智好讀 ; 153) .-- ISBN 978-986-175-

689-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魯蛇的人生自救計畫 / 海星著 ; 劉珈

盈,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0 公分 .-- (touch ; 74) .-- ISBN 

978-626-7118-61-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涯規劃  

177.2  

機緣力 : 創造好運的技巧與科學 / 克

里斯汀.布胥(Christian Busch)著 ; 韓無

垢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1 公分 .-- (next ; 307) .-- ISBN 978-

626-335-54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講師寶典 : 成為好講師的五部曲 / 陳

亦純, 吳燕芳, 白傑, 吳佰鴻合著 .-- 臺

北市 : 誌成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3 公分 .-- (企管銷售 ; 52) .-- 

ISBN 978-626-96030-0-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巴黎女人的幸福哲學 = Happiness / 伊

內絲.法桑琪(Ines de la Fressange), 蘇

菲.嘉雪(Sophie Gachet), 奧爾加.塞庫

利克(Olga Sekulic)著 ; 姜盈謙, 韓書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14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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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分 .-- ISBN 978-986-459-416-0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友誼  177.3  

勇敢拒絕,練習說「不」 : 47 種高情

商溝通技巧,教你主動出擊、華麗翻

轉人生 / 澀谷昌三著 ; 鄭婷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Growth ; 114) .-- ISBN 978-626-95794-

7-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說話藝術 

3.CST: 溝通技巧  177.3  

強勢者的利用說明書 / 井上由美作 ;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1 公

分 .-- (Think ; 238) .-- ISBN 978-626-

7123-54-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溝通技巧  

177.3  

團體諮商 : 概念與實作 / 沈慶鴻, 郭

鳳鵑, 吳亭穎, 江文彬, 陳靜平, 王瑄, 

張天維, 王汝廷作 ; 沈慶鴻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376 面; 23 公分 .-- (輔

導諮商系列 ; 21132) .-- ISBN 978-986-

0744-9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團體諮商  178.4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本源光與愛的

連結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

赫企業有限公司, 11105 .-- 109 面; 26

公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3) .-- ISBN 

978-986-97010-2-0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自我實現  178.8  

羞辱創傷 : 最日常,卻最椎心的痛楚 / 

周慕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28) .-- ISBN 978-

986-406-296-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創傷 2.CST: 心理治療  

178.8  

結構式遊戲治療 : 接觸、遊戲與歷

程回顧 / 鄭如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85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遊戲治療  178.8  

遊戲的神奇力量 : 在家玩遊戲,讓 3

歲到 5 歲的孩子健康快樂的長大 / 張

馨文, 李文瑋, 陳端梅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哈佛人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財

團 法 人 陳 重 光 文 教 基 金 會 發 行 , 

11105 .-- 216 面; 19X20 公分 .-- ISBN 

978-986-5807-10-8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遊戲治療 2.CST: 兒童遊戲 

3.CST: 親職教育  178.8  

美學 

美學 : 打開未知的美感體驗 / 本斯.納

內(Bence Nanay)著 ; 蔡宜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49-

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美學  180  

中國設計美學史 : 先秦時期至隋唐

五代 : 王權社會 x 南北分化 x 胡漢融

合,從史前的審美意識到設計美學觀

異域化 / 彭聖芳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2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40-4 (平裝) NT$299 普

遍級  

1.CST: 中國美學史 2.CST: 設計  

180.92  

倫理學 

一個人的完成 / 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 160 面; 21 公分 .-- (程兆熊作品集 ; 

6) .-- ISBN 978-626-7134-20-7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凡事往好處想的遊戲 / 林達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

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26-44-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小故事看人生 : 寫給你的 150 道心靈

雞湯 / 顧鴻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紅螞

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12 面; 

23 公分 .-- (樂生活 ; 54) .-- ISBN 978-

957-9036-42-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立志把生活過成喜歡的樣子 / 謝雪

文(雪兒 CHER)圖.文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482-1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我的心裡學 / 李文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心靈

拓展系列 ; D221) .-- ISBN 978-957-

693-969-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拆掉思維裡的牆 : 改變心智模式,過

你想要的人生 / 古典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人

生顧問 ; 415) .-- ISBN 978-626-335-

473-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空心人 : 擁抱渴望被愛的靈魂 / 許皓

宜, 凌柏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叢書 ; 

YLNB28) .-- ISBN 978-957-32-9581-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人生最重要的整理,離世清單 : 三階

段守護你的財富,留給家人永恆的遺

愛,而不是遺憾或遺恨 / 艾比.施奈德

曼 (Abby Schneiderman), 亞 當 . 賽 佛

(Adam Seifer), 吉 恩 . 紐 曼 (Gene 

Newman)著 ; 朱家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80-96-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生涯規劃 2.CST: 資產管理  

192.1  

心靈百字箴  = Proverbs of gathering 

wisdom / 顏永進, 張慶勳著 .-- 一版 .-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7-41-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修身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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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探險. 三, 創造夢 / Nancy Ashley

著 ; 曾志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賽

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內在探索 ; 27) .-- ISBN 

978-986-0707-68-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靈修  192.1  

心靈樹語之召喚快樂 / 鄭栗兒著 .-- 

初版 .-- [基隆市] : 鄭麗娥, 11107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07-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從今以後,不再讓人隨意對待 : 深度

清理有毒的人際關係,獻給每一個心

累的你 / 金在植著 ; 陳彥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19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719 種)(Upward ; 130) .-- ISBN 

978-986-5596-87-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人際關係  192.1  

善生有幸 : 改變人生的 108 道力量 / 

陳亦純作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42-04-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奧修談<<心經>> : 發現自己的內在

真實,自己的佛陀 / 奧修 OSHO 著 ; 謙

達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奧修靈性智慧 ; 16) .-- 

ISBN 978-626-310-241-5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佛教  192.1  

當你又忙又累,必須人間清醒 / 李尚

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

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6-44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成功法  192.1  

禪生活微理論. 第五輯 / 向立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841-8-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薩滿神聖藝術 : 祝福、療癒、能量,

七十二幅滋養生命的靈性畫 / 費絲.

諾頓(Faith Nolton)著 ; 馬勵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6 .-- 152 面; 21X21

公分 .-- (眾生 ; JP0138X) .-- ISBN 978-

626-96138-3-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心靈療法  192.1  

靈性之旅 : 點燈 / 玅濟編著 .-- 新北

市 : 道家法淨山太清修善院, 11105 .-

- 3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8690-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陽光少年 = Sunny youth / 大雄, 李燕

平, 黎建南, 朵拉作 .-- 新北市 : 稻田

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949-98-3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青少年教育  

192.13  

30 秒打動人心說話術 : 38 招瞬間攻

心祕技,教你暢所欲言,成功說服所有

人。 / 梁金梅, 黃正昌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38-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口才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功過格精編 .-- 臺中市 : 法藏文化出

版社出版 :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藏佛

教會發行, 11106 .-- 96 面; 21 公分 .-- 

(法藏文化系列叢書 ; 31) .-- ISBN 978-

626-95152-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勸善  192.91  

宗教類 

總論 

世界宗教博物館年報. 2021 =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bulletin. 2021 / 馬幼

娟主編 .-- 新北市 : 世界宗教博物館, 

11105 .-- 9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7431-6-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宗教博物館 2.CST: 期刊  

206.8  

宗教學 

宗教環境學與臺灣大眾信仰變遷新

視野 / 張珣, 江燦騰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元 華 文 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711-264-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宗教人類學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210.1307  

*搞什麼鬼 : 鬼是鬼靈魂是靈魂為您

揭露鬼的真相 / 易文堯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易文堯, 11105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94-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靈魂 2.CST: 鬼靈  216.9  

佛教 

佛法三百問 / 藍傳盛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29-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問題集  220.22  

華嚴蓮社創建七十週年特刊. 伍, 公

益 慈 善  =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

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

北市華嚴蓮社, 11106 .-- 2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353-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蓮社 2.CST: 佛教團體  

220.6  

華嚴蓮社創建七十週年特刊. 參, 教

育  =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

蓮社, 11106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53-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蓮社 2.CST: 佛教團體  

220.6  

華嚴蓮社創建七十週年特刊. 陸, 年

鑑  =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

蓮社, 11106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53-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蓮社 2.CST: 佛教團體  

220.6  

華嚴蓮社創建七十週年特刊. 壹, 沿

革誌 =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7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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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

蓮社, 11106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53-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蓮社 2.CST: 佛教團體  

220.6  

華嚴蓮社創建七十週年特刊. 貳, 弘

法  =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

蓮社, 11106 .-- 1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53-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蓮社 2.CST: 佛教團體  

220.6  

華嚴蓮社創建七十週年特刊. 肆, 文

化  =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

蓮社, 11106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53-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蓮社 2.CST: 佛教團體  

220.6  

佛法的反思 : 菩提比丘論文集 / 菩提

比丘(Bhikkhu Bodhi)著 ; 雷叔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400 面; 22 公

分 .-- (善知識系列 ; JB0153) .-- ISBN 

978-626-96138-4-7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220.7  

聖嚴研究. 第十五輯 / 聖嚴教育基金

會學術研究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8 .-- 4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98-961-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釋聖嚴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佛教哲學 4.CST: 文集  

220.9208  

佛說阿彌陀經 .-- 一版二刷 .-- 臺南

市 : 和裕出版社, 11105 .-- 72 面; 26 公

分 .-- (法藏叢書 ; C110-1) .-- ISBN 

978-986-06942-8-4 (經 摺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4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講義 / 圓瑛法師

著作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限公司, 11107 .-- 41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37) .-- ISBN 978-626-

7134-17-7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4  

月燈三昧經 /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

耶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佛教台灣大慈恩譯經基金會, 11106 .-

- 4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3-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8  

般舟三昧經二譯合刊 / (後漢)月氏三

藏支婁迦讖,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教

台灣大慈恩譯經基金會, 11106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73-2-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8  

金剛經 : 人生經歷無數,喜樂一如當

初 = The Diamond Sutra / 章成, M.FAN

傳訊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321-6 (精

裝) NT$450 .-- ISBN 978-626-318-322-

3 (精裝典藏版) NT$120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金剛經白話直解 / 詹金益著述 .-- 三

版 .-- 新北市 : 宏道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232-92-2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解開金剛經的密碼 : 從金剛經探討

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的關係 / 心定

和尚作 .-- 高雄市 : 釋心定, 11105 .-- 

423 面; 24 公分 .-- (大乘佛教學術叢

書 ; TCBT-D001) .-- ISBN 978-626-01-

0098-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CST: 研究考訂  

221.44  

法華敲門 : 家家有人應(入) / 釋道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94 面; 24 公

分 .-- (新原人文學 ; 60) .-- ISBN 978-

626-96158-0-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  

法華敲門 : 家家有人應(示) / 釋道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68 面; 24 公

分 .-- (新原人文學 ; 60) .-- ISBN 978-

626-95982-8-1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  

法華敲門 : 家家有人應(悟) / 釋道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4 公

分 .-- (新原人文學 ; 60) .-- ISBN 978-

626-95982-9-8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  

法華敲門 : 家家有人應(開) / 釋道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76 面; 24 公

分 .-- (新原人文學 ; 60) .-- ISBN 978-

626-95982-7-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  

维摩诘经实证 : 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 

吕真观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38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維摩詰經實證: 不

可思議解脫法門  .-- ISBN 978-626-

7151-2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21  

佛藏經講義. 第十八輯 / 平實導師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5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5-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33  

金光明經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

社出版 : 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

基金會發行, 11105 .-- 3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9121-9-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42  

解深密經二譯合刊 / (大唐)三藏法師

玄奘奉詔譯 ;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

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

教台灣大慈恩譯經基金會, 11106 .-- 

34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73-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61  

我們一起讀阿含 : 中阿含部 / 周勳男

譯述 .-- 台灣初版 .-- 臺北市 : 老古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66-7 (上

冊: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阿含部 2.CST: 佛教修持  

221.81  

法句譬喻經淺說 / 修印法師講授 .-- 

初版 .-- 臺中市 : 金剛山般若學院, 

11105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472-5-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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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本緣部  221.86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研究 / 林光

明(Tony K. Lin), 林怡馨(Josephine Lin)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嘉豐出版社, 

11106 .-- 300 面; 21 公分 .-- (光明文

集 ; 20) .-- ISBN 978-986-99578-2-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  

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脈疏 / (明)京都西

湖沙門交光真鑑著述 .-- 1 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 (Sunny 文庫 ; 242-243) .-- ISBN 978-

626-7134-25-2 (上冊:平裝) NT$850 .-- 

ISBN 978-626-7134-26-9 (下冊: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直解 / 孫仲霞著作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 71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239) .-- ISBN 978-626-7134-19-1 (平裝) 

NT$108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圖解楞嚴經新表解 : 悟、修、證、

助定門 / 鄭水吉, 廖泳雰, 劉秀姗編 ; 

葉志强繪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

教育基金會, 11106 .-- 4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509-5-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大乘起信論義記別記研究 / 藍傳盛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7 .-- 5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17-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大乘論 2.CST: 研究考訂  

222.14  

學佛指南 : 憨山大師之<<大乘起信

論直解>> / (明)憨山德清直解 ; 林中

華白話文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林

中華,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7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乘論 2.CST: 佛教修持  

222.14  

朝暮課誦本 / 懺雲[輯錄] .-- 南投縣埔

里鎮 : 蓮音學苑, 11105 .-- 15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130-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諷誦  224.3  

經典研習讀誦程序修行早晚課總集

本 / 梵慧, 覺世講解 .-- 初版 .-- 新竹

市 : 林岳正, 11105 .-- 201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115-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佛教諷誦 2.CST: 佛教修持  

224.3  

中國古代文人寶藏  : 散意不渙  = 

Treasures form Chinese literati aesthetic : 

literati landscape / 許志平作 .-- 初版 .-

- 臺 北 市  : 藏 新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52 面; 32 公分 .-- ISBN 978-

986-97579-3-5 (精裝) NT$4000 普遍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佛像  224.6  

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 : 生命的

成長與奉獻 : 二 0 一三年十二月廿二

日於台灣台南 / 陳明安講 ; 人乘佛教

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 初版 .-- 

臺 南 市  : 人 乘 佛 教 書 籍 出 版 社 , 

11105 .-- 96 面; 21 公分 .-- (陳明安老

師青年講座) .-- ISBN 978-986-5705-

5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CST: 佛教修持  

225.4  

華嚴小語 : 夕熏浸月 / 迂園道一(東

海沙門.釋道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96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3-

2) .-- ISBN 978-626-95982-6-7 (精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修持  

225.4  

華嚴小語 : 縷染雜新 / 迂園道一(東

海沙門.釋道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80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3-

1) .-- ISBN 978-626-95982-5-0 (精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修持  

225.4  

祈禱的力量  /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 施郁芬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善知

識 ; JB0042X) .-- ISBN 978-626-96138-

5-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祈禱  225.7  

喜悅的心 : 南傳大師讚念長老的法

語開示 / 大仁法師口譯 ; 觀音子編

校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

金會, 11105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09-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就在今生 / 班迪達尊者(Sayādaw U 

Pandita)著 ; 奧智達比丘(U Aggacitta)

英譯 .-- 二版 .-- 南投縣國姓鄉 : 社團

法人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11105 .-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126-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禪式生活 / 釋繼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鼓文化, 11108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98-96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禪定  225.7  

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 / 書玉律師著

作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107 .-- 21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38) .-- ISBN 978-626-

7134-18-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戒律  

225.71  

禪習舍之回.戒 / 迂園道一(東海沙門.

釋道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0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2-1) .-- 

ISBN 978-626-95982-2-9 ( 精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禪定 3.CST: 

靜坐  225.72  

禪習舍之契.曙 / 迂園道一(東海沙門.

釋道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56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2-3) .-- 

ISBN 978-626-95982-4-3 ( 精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禪定 3.CST: 

靜坐  225.72  

禪習舍之參.同 / 迂園道一(東海沙門.

釋道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2-2) .-- 

ISBN 978-626-95982-3-6 ( 精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禪定 3.CST: 

靜坐  225.72  

校長的博雅新視界 / 釋惠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63-

7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西方發願文注 阿彌陀經釋要合刊 / 

(明)蓮池大師文 ; (清)沙彌實賢注 ;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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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果著述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書 ; A-198) .-- ISBN 

978-626-95526-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55  

修行解脫之道 : 念佛開示. 十六 / 悟

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

定香精舍, 11106 .-- 17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6007-4-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55  

修行解脫之道 : 拜願開示. 十六 / 悟

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

定香精舍, 11106 .-- 154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6007-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55  

禪門(大字版) / 聖嚴法師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8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8-962-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大印俱生契合 : 介紹除無明暗本慧

相莊嚴 / 勝者直貢巴覺巴吉天頌恭

(Drikung Kyopa Jigten Sumgön)原著 ; 

兼那.直貢林巴謝拉迥涅作 ; 劉哲安

(Khenpo K. Tamphel)翻譯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47

面; 22 公分 .-- (樂繽紛 ; 51) .-- ISBN 

978-957-9036-4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  

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 / 宗

喀巴大師著作 ; 能海法師翻譯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9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40) .-- ISBN 978-626-7134-21-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妙善語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作 ; 洛桑

蔣千譯  .-- 臺北市  : 雪域出版社 , 

11106 .-- 395 面; 15 公分 .-- (達賴喇嘛

文集 ; 20) .-- ISBN 978-986-06477-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空性禪修五次第. 1, 無我 / 施心慧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05 .-- 259 面; 22 公分 .-

- (有情分享書 ; 4) .-- ISBN 978-626-

95498-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 / 達賴

喇 嘛 (Dalai Lama), 戴 斯 蒙 . 屠 圖

(Desmond Tutu), 道格拉斯.亞伯拉姆

(Douglas Abrams)著 ; 韓絜光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心

靈成長 ; 85) .-- ISBN 978-986-398-778-

9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3.CST: 快樂  226.965  

*法融心生活 / 持明仁增塔欽仁波切

講述 .-- 二版 .-- 新北市 : 持明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85147-8-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說法  

226.96615  

宗喀巴大師應化因緣集 / 修慧法師

編述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41) .-- ISBN 978-626-

7134-2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宗喀巴 2.CST: 藏傳佛教 

3.CST: 佛教傳記  226.969  

果倉巴傳暨道歌全集 / 醒濟拓甫, 禔

大石傑作 ; 胡方天中譯 .-- 初版 .-- 新

竹縣寶山鄉 : 聆雅數位文化有限公

司, 11105 .-- 4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450-9-4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果倉巴 2.CST: 藏傳佛教 

3.CST: 佛教傳記  226.969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 / 路易斯.蘭卡斯

特(Lewis R. Lancaster)著 ; 李苑嫣譯 .-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57-631-9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佛教史 2.CST: 歷史地理學  

228  

臺灣佛教通史 / 釋堅如主修 ; 顏尚文

總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彌陀文教基金會, 11106 .-- 冊 .-- ISBN 

978-986-88535-2-2 ( 全 套 : 精 裝 ) 

NT$20000 普遍級  

1.CST: 佛教史 2.CST: 臺灣  228.33  

釋迦牟尼佛及釋迦族探微 / 釋懷善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4-4-7 (平裝) NT$159 普遍級  

1.CST: 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560-480 B.C.) 2.CST: 佛教傳記  

229.1  

千手觀音 / 洪啟嵩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1024 面; 21 公分 .-- (觀音傳十萬史

詩系列 ; 2) .-- ISBN 978-626-95127-3-7 

(精裝) NT$1080 普遍級  

1.CST: 觀世音菩薩 2.CST: 佛教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229.2  

提婆達多 / 藍吉富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

332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提婆達多 2.CST: 佛教傳記 

3.CST: 印度  229.2  

大地邊緣人物 : 禪門人物的風姿與

領悟 / 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程兆熊作品集 ; 8) .-- ISBN 

978-626-7134-23-8 (平裝) NT$240 普

遍級  

1.CST: 佛教傳記  229.3  

善導大師 : 阿彌陀佛化身 / 許清原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

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7-59-

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唐)釋善導 2.CST: 僧伽 

3.CST: 佛教傳記  229.34  

佛陀的兒子 : 南傳大師讚念長老的

少年故事 / Kamala Tiyavanich 原著 ; 

蔡澤生中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

陀教育基金會, 11105 .-- 1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509-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讚念(Jumnien, Ajahn 1936- ) 

2.CST: 佛教傳記  229.682  

道教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全卷 / 陳柏勳作 .-

- 初 版  .-- 高 雄 市  : 高 雄 關 帝 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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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164-2-6 (精裝) 普遍級  

1.CST: 道藏  231  

養壽怡生 : 東亞道文化養生的多元

視野 / 謝世雄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8 面; 21 公分 .-- (華人文化主體性

研究叢書 ; B3009) .-- ISBN 978-957-

17-333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CST: 養生 3.CST: 

東亞  235  

基督教 

基督教倫理學 = Christian ethics / 林鴻

信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

版社, 11107 .-- 6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98-95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宗教倫理  

240.16  

使徒性婦女 : 國度使徒性婦女的恢

復計畫 / 琳達.海得勒(Linda Heidler),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合著 ; 

李素娓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和撒

那文化事業基金會, 11105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81702-7-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研究 2.CST: 女性 3.CST: 

價值觀  241.01  

聖經的 16 堂人生學 : 跟著上帝學習

人生智慧、職場定律、屬天眼光和

成長超越,活出更豐盛蒙福的生命 / 

吳獻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 基 督 教 宇 宙 光 全 人 關 懷 機 構 ,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27-609-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聖經研究 2.CST: 人生哲學 

3.CST: 靈修  241.01  

原住民!妳名叫「迦南人」 : 在原住

民歷史經驗裡探討聖經滅絕迦南人

的詮釋議題 / Walis Ukan 著 .-- 花蓮

縣壽豐鄉 : 張秋雄,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44-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解釋學  241.016  

解讀猶太曆與十二支派 : 對齊神的

時間,進入賜福的循環 / TOD 大衛會

幕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和撒那文化事業基金會, 11105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1702-8-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注釋  241.03  

基督测不透的丰富 : 圣经中的外约

但 =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 

Biblical Transjordan at a glance / 陈希曾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活道出版社, 

11105 .-- 168 面; 24 公分 .-- (聖經地理

叢書) .-- 正體題名:基督測不透的豐

富: 聖經中的外約但 .-- ISBN 978-986-

06086-5-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聖地 2.CST: 朝聖 3.CST: 中東  

241.092  

細讀申命記 / 盧俊義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信福出版社, 11107 .-

- 冊 .-- ISBN 978-986-5762-84-1 (上冊:

精裝) NT$350 .-- ISBN 978-986-5762-

85-8 (下冊: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申命記 2.CST: 聖經研究  

241.215  

我們起來建造吧! : 尼希米記靈修信

息 = Let us start rebuilding.(Nehemiah 

2:18) / 劉群茂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67-1-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尼希米記 2.CST: 聖經研究  

241.293  

耶穌作王,什麼意思? : 跟著賴特重讀

四福音 / 賴特(N. T. Wright)著 ; 鄭淳

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

版社,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94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四福音 2.CST: 注釋  241.6  

保罗生平和书信. 第 1 册, 早期生活

与第一次宣教旅行(学生本)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古芝华

译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6 .-- 199 面; 30 公分 .-

- 正體題名:保羅生平和書信. 第 1 冊, 

早期生活與第一次宣教旅行 (學生

本) .-- ISBN 978-626-96201-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保羅(Paul, the Apostle, Saint) 

2.CST: 保羅書信 3.CST: 聖經研究  

241.707  

保罗生平和书信. 第 2 册, 第二次宣

教旅行(学生本)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 李古芝华译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中 華 天 牧 差 傳 門 訓 協 會 , 

11106 .-- 92 面; 30 公分 .-- 正體題名:

保羅生平和書信第 2 册: 第二次宣教

旅行(學生本) .-- ISBN 978-626-96201-

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保羅(Paul, the Apostle, Saint) 

2.CST: 保羅書信 3.CST: 聖經研究  

241.707  

保罗生平和书信. 第 3 册, 第三次宣

教旅行 : 监禁与受死(学生本)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古芝华

译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6 .-- 130 面; 30 公分 .-

- 正體題名:保羅生平和書信. 第 3 冊, 

第三次宣教旅行: 監禁與受死(學生

本) .-- ISBN 978-626-96201-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保羅(Paul, the Apostle, Saint) 

2.CST: 保羅書信 3.CST: 聖經研究  

241.707  

保羅生平和書信. 第 1 冊, 早期生活

與 第 一 次 宣 教 旅 行 ( 組 長 手 冊 )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古

芝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

差傳門訓協會, 11105 .-- 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9-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保羅(Paul, the Apostle, Saint) 

2.CST: 保羅書信 3.CST: 聖經研究  

241.707  

保羅生平和書信. 第 1 冊, 早期生活

與第一次宣教旅行(學生本)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古芝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5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149-1-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保羅(Paul, the Apostle, Saint) 

2.CST: 保羅書信 3.CST: 聖經研究  

241.707  

保羅生平和書信. 第 2 冊, 第二次宣

教旅行(學生本)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古芝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協會 , 

11105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149-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保羅(Paul, the Apostle, Saint) 

2.CST: 保羅書信 3.CST: 聖經研究  

241.707  

保羅生平和書信. 第 3 冊, 第三次宣

教旅行 : 監禁與受死(學生本)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古芝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5 .-- 130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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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96149-5-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保羅(Paul, the Apostle, Saint) 

2.CST: 保羅書信 3.CST: 聖經研究  

241.707  

以 弗 所 书 ( 学 生 本 )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古芝华

译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 正體題名 :以弗所 書 (學 生本 ) .-- 

ISBN 978-626-96149-8-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以弗所書 2.CST: 聖經研究  

241.74  

以 弗 所 書 ( 學 生 本 )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古芝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149-7-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以弗所書 2.CST: 聖經研究  

241.74  

啟示錄演義 / 吳安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7-341-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啟示錄 2.CST: 注釋  241.8  

啟示錄靈拾 / 何照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靈拾系列 ; 19)(研經叢

書) .-- ISBN 978-986-277-34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啟示錄 2.CST: 聖經研究  

241.8  

21 世紀使命門徒 : 開啟多元又創新

的門徒世代 = Missional discipleship : 

unleashing a diverse and innovative 

generation of disciples / 董家驊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98-94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神學 3.CST: 教

牧學  242  

政治神學 : 關於拆卸神聖權力的思

考 = Political theology : a reflection on 

desacralizing power / 陳家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

司發行,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古今之辯系列叢書 ; 3) .-- ISBN 978-

986-6131-7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基督徒 3.CST: 政

治思想  242  

新人類密碼 : 阿乙莎帶你回歸本源,

完成身體晶化,創造五次元新文明 / 

譚瑞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系列 ; 196) .-- ISBN 

978-986-175-687-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聖靈 2.CST: 靈修  242.15  

我心裡的光 : 基督徒默禱的練習 / 文

之光(Laurence Freeman)著 ; 普世基督

徒默禱團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星

火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3

公分 .-- (Search ; 14) .-- ISBN 978-986-

98715-6-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祈禱  244.3  

聖母德敘禱文注 / 翟金誠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翟金誠, 11105 .-- 15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66-

4 (精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聖母瑪利亞 2.CST: 天主教 

3.CST: 祈禱 4.CST: 注釋  244.3  

會幕的傳承 / 黃基甸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靈修叢

書) .-- ISBN 978-626-95936-3-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宗教建築  

244.69  

155 個遇見神的美好時刻 / 楊恩祈

繪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15X15

公分 .-- (信仰生活叢書) .-- ISBN 978-

626-95936-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通

俗作品  244.9  

同工造就手冊 / 謝豐慶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愛鄰舍書屋, 11106 .-- 96 面; 

21 公分 .-- (一對一門徒造就陪讀手

冊 系 列 ) .-- ISBN 978-986-98078-3-8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44.9  

信心成蔭 : 9 位芥菜籽破土而出的生

命故事 = The stories of mustard seed / 

江中明, 夏忠堅, 游婉琪, 楊淑清, 鄭

佩雯作 ; 胡善慧總編輯 .-- 初版 .-- 新

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 , 

11106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86022-4-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臺灣傳記  

244.9  

信心美果 = Fruits of faith / 劉秀慧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

督教士林錫安堂, 11106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85-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基督教 3.CST: 

信仰  244.9  

傷痛,如何治癒 : 上帝的治癒恩典,能

修復破碎的關係,醫治悲痛絕望的心 

/ 諾曼.萊特, 賴瑞.瑞納齊合著 ; 蕭寧

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

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

611-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治療  

244.92  

十二宗徒+1,再+1 : 從十二宗徒看自

己 / 金毓瑋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聞

道出版社,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045-0-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244.93  

追求美善屬天價值  : 新眼光讀經

2022 年 7~9 月 / 瑪亞.鄔茂, 林煜傑, 

吳志仁, 胡宏志, 王子豪, 葉志達, 黃

哲彥, 陳敬元, 劉俊逸, 黃士倩, 賴金

君, 陳良智, 邱淑貞, 陳柏志, 林辰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出版社出

版 :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

灣教會公報版發行,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99-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靜裡乾坤大 : 避靜實用手冊 / 高欲剛, 

張雷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

化事業, 11106 .-- 19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546-979-5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244.93  

醫治釋放 : 訓練初階 / 吳碧春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出版 : 

國度豐盛事工發行,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7-34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治療 

3.CST: 靈修  244.93  

禱告手冊 / 田幼婷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以 琳 書 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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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禱告叢

書 ; EP120) .-- ISBN 978-626-7136-2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93  

屬靈氣質與恩賜 / 吳碧春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出版 : 國

度豐盛事工發行,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7-34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與上帝同工 : 整全的聖經工作觀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古芝

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

傳門訓協會, 11105 .-- 12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9-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職場 3.CST: 靈

修  244.98  

与上帝同工 : 整全的圣经工作观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古芝

华译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

傳門訓協會, 11106 .-- 121 面; 30 公

分 .-- 正體題名:與上帝同工: 整全的

聖經工作觀 .-- ISBN 978-626-96149-9-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職場 3.CST: 靈

修  244.98  

青心吐義. II : 神殿中的青橄欖樹 / 青

心吐義筆耕小組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腓 利 門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生活叢

書) .-- ISBN 978-626-95936-1-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青

少年  244.982  

耶穌抵家 : 家庭祭壇實務分享 / 王怡

鈞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36-2-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家庭 3.CST: 實

際神學  244.99  

醫 治 手 冊  / 漢 特 夫 婦 (Charles & 

Frances Hunter)著 ; 何國強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 (醫

治叢書 ; EH006-1) .-- ISBN 978-626-

7136-2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信仰治療 2.CST: 基督教  

245.8  

歧視 or 障礙 : 身心障礙事工對教會

宣教之挑戰與省思 / 黃伯和主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恩惠文教基金會, 

11106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291-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社會神學 

3.CST: 身心障礙  247  

新婦教會與建造  / 鍾雪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577-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基督教  247  

恩典腳蹤 : 內地會帶領中國大學生

歸主行傳 / 黃錫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

懷機構, 11107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27-610-0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傳教史 3.CST: 

中國  248.2  

聖五傷畢奧神父傳 / C.伯納德.盧芬

(C.Bernard Ruffin)作 ; 朱怡康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6 .-- 544 面; 21 公

分 .-- (Soul 系列 ; 40) .-- ISBN 978-626-

95983-3-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畢奧(Pio, of Pietrelcina, Saint, 

1887-1968) 2.CST: 天主教傳記  

249.6  

伊斯蘭教 

*聆聽,先知穆罕默德的跫音 : 一部為

穆斯林而寫的先知傳記 / 麥爾彥.杜

艾伊伯(Mariem Dhouib)著  ; 林謂妤

譯 .-- ㄧ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5 .-- 688 面; 21 公分 .-- (認識伊斯

蘭 ; 5) .-- ISBN 978-626-7129-29-6 (平

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

632) 2.CST: 傳記 3.CST: 伊斯蘭教  

259.1  

其他宗教 

天根堂 30 週年紀念專輯 / 天帝教彰

化天根堂特刊編輯小組彙編 .-- 初

版 .-- 南投縣魚池鄉 : 財團法人天帝

教, 11106 .-- 4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508-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天帝教溪湖天根堂 

2.CST: 天帝教  271.9  

宇宙天國. 二部曲, 闇光宇宙 / 彌勒皇

佛作 ; 彌勒開慧神譯 .-- 臺北市 : 彌

勒 皇 教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3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96092-1-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修法儀軌 /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

(法務處)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草

屯鎮 : 真佛宗出版社, 11105 .-- 132 面; 

26 公分 .-- 漢語拼音版 .-- ISBN 978-

986-6149-07-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109 年度雲林縣列冊追蹤文物「六房

天上聖母儀仗組」調查研究計畫成

果報告書 / 徐雨村計畫主持 ; 曾永寛

共同主持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5 .-- 41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50-63-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歷史 3.CST: 

民俗文物 4.CST: 雲林縣  272.097  

圖解台灣行業神明圖鑑 : 台南體傳

統工藝 / 謝奇峰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3 公分 .-- (圖解台灣 ; 30) .-- ISBN 

978-626-320-143-9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神像 3.CST: 

臺灣  272.097  

辛丑年淡水三芝九庄輪祀保生大帝

祝壽慶典 / 陳奕愷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淡水三芝九庄輪祀保生

大帝文化協會, 11105 .-- 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5-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保生大帝 2.CST: 民間信仰  

272.72  

真我信箋 :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

者的道場生活紀實  / 蘇孋 .娜葛瑪

(Suri Nagamma)著 ; 蔡神鑫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有

限公司, 11107 .-- 640 面; 21 公分 .-- 

(真我 ; 9) .-- ISBN 978-626-96032-1-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拉瑪那(Ramana, Maharshi) 

2.CST: 印度教 3.CST: 靈修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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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 

神話最強王圖鑑 / 健部伸明監修 ; な

んばきび繪圖 ; 許郁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43-81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話 2.CST: 通俗作品  280  

術數；迷信 

紫藤心解(三合四化). 基礎篇 / 李樵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李煌棋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1-0138-

1 (上冊:精裝) NT$1300 .-- ISBN 978-

626-01-0139-8 (中冊:精裝) NT$1300 .-

- ISBN 978-626-01-0140-4 (下冊:精裝) 

NT$1300 .-- ISBN 978-626-01-0141-1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CST: 姓名學 

3.CST: 易占  290  

太陽回歸 : 解讀生命方向 / 宋偉祥, 

繆沛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瓜國

際有限公司, 11106 .-- 250 面; 21 公

分 .-- (韓良露生命占星學院 ; 20) .-- 

ISBN 978-626-96191-0-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解夢 : 01-49 號發財祕笈 / 奇來兒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奇來兒, 11107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01-0157-

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占夢 2.CST: 解夢  292.92  

古徑塔羅 : 八巫顧問團帶領深入魔

法塔羅的古老智慧,全彩精印解析牌

面元素與符號的占卜圖典 / 霍華德.

羅德威(Howard Rodway)著 ; 席薇雅.

根斯福特(Sylvia Gainsford)繪 ; 思逸

Seer 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豐富文

化,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4147-6-0 (精裝) NT$1380 普

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能量神諭卡 : 找到改變命運的方向,

實現美好的財富、愛情、職業、健

康、人生 / 珊卓.安.泰勒(Sandra Anne 

Taylor)著  ; 珍娜 .德拉葛蘿塔莉亞

(Jena DellaGrottaglia)繪 ; 鍾莉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 

11106 .-- 136 面; 19 公分 .-- (Change ; 

5) .-- ISBN 978-626-96012-3-3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療心卡. 2 : 42 把促進關係的心靈之

鑰 / 周詠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6 .-- 1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45-5 (平裝) 

NT$12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心靈療法  

292.96  

觸心畫語 : 色彩繪說話,帶你觸動內

在 / 柯蕙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

藍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6161-1-4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心靈療法  292.96  

快速學會飛星紫微斗數 / 張世賢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版有

限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發行, 11106 .-- 604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85) .-- ISBN 978-986-488-227-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陳弘老師教您生辰八字輕鬆學,簡單

邏輯斷命理 / 陳弘著 .-- 初版 .-- 新竹

縣竹北市 : 方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1-374-5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生辰八字 2.CST: 命書  

293.12  

學風水斷疾病,一本就上手 / 王信宜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

公司發行, 11106 .-- 392 面; 21 公分 .-

- (Easy quick ; 184) .-- ISBN 978-986-

488-226-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相宅  294.1  

月相魔法 / 麥可.賀克(Michael Herkes)

著 ; 范章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

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7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5-

28-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95  

與巫對談. II : 靈界解碼 / 蔡州隆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葳森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232 面; 22 公分 .-- (巫

文化系列叢書 ; 5302) .-- ISBN 978-

986-81111-8-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靈界 3.CST: 民

間信仰  296  

巫者之路 : 神與人的交界 / 蔡州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葳森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315 面; 22 公分 .-

- (巫文化系列叢書 ; 5301) .-- ISBN 

978-986-81111-7-2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扶乩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宗教文化  296.2  

自然科學類 

總論 

最有梗的自然教室 : 狸貓君與學校

沒教的自然課 / 上谷夫婦作 ; 李沛栩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4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0  

越簡單越強大 : 奧坎的剃刀如何釋

放科學並塑造宇宙 / 約翰喬伊.麥克

法登 (JonJoe McFadden) 著  ; 吳國慶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鷹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76-6-6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威廉(William, of Ockham, 

approximately 1285-approximately 

1349.) 2.CST: 科學 3.CST: 科學哲學 

4.CST: 歷史  300  

不可思議的科學實驗王. 5, 地球村 / 

韓雨江, 李宏蕾主編 .-- [新北市] : 啟

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3 公分 .-- (小創客 ; 18) .-- ISBN 978-

626-95934-1-5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漫畫  303.4  

科學實驗王. 第二部 / Story a.文 ; 洪

鍾賢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25 公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52-) .-- ISBN 978-957-658-839-6 (第 2

冊: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漫畫  303.4  

*超展開科學實驗室 / 許經夌, 施奇廷, 

陳翰諄作 ; 吳宇實繪 .-- 第一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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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05-23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超實用.科學用語圖鑑 : 物理、電、

化學、生物、地理、宇宙 6 大領域 

讓你一次搞懂 135 個基礎科學名詞 / 

水谷淳著 ; 小幡彩貴插畫 ; 陳蓁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有方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14 面; 21 公分 .-- (有方之

思 ; 5) .-- ISBN 978-986-99686-4-5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術語  304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社會責任報告

書. 2021 / 顏肇瑩總編輯 .-- 桃園市 : 

中山科學研究院, 111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0-27-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306.2  

3D 列印 : 3D 動物醫院的秘密 / 崔宰

訓文字 ; 李永鎬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5 公分 .-- (Weizmann 尖端科學 ; 

2) .-- ISBN 978-957-451-689-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印刷術 2.CST: 科學 3.CST: 漫

畫  307.9  

人工智能 : 來自未來的時間旅人 / 崔

宰訓文字 ; 李斗源圖 .-- 一版 .-- 新北

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160 面; 25 公分 .-- (Weizmann 尖端

科學 ; 8) .-- ISBN 978-957-451-695-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人工智慧 3.CST: 

漫畫  307.9  

大數據 : 名偵探福爾瑪羅,追查怪盜

杜基! / 權容贊文字 ; 李斗源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 11106 .-- 160 面 ; 25 公 分  .-- 

(Weizmann 尖端科學 ; 9) .-- ISBN 978-

957-451-696-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大數據 3.CST: 漫

畫  307.9  

世界大驚奇漫畫科普圖解百科 / 左

卷健男原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4-19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生物科技 : 追蹤!咩汪 DNA 事件 / 尹

相奭文字 ; 申政勳圖 .-- 一版 .-- 新北

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160 面; 25 公分 .-- (Weizmann 尖端

科學 ; 5) .-- ISBN 978-957-451-692-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生命科學 3.CST: 

漫畫  307.9  

夜行狩獵者 / 陳紹霖作 ; 黑墨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3 公

分 .-- (X 萬獸探險隊. III ; 2) .-- ISBN 

978-986-0761-54-2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物理學家帶你看懂科幻電影世界觀 : 

回到未來、星際大戰、天能......探索

時間與宇宙的奧祕! / 高水裕一著 ; 

王美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7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電影片 3.CST: 通

俗作品  307.9  

物聯網 : 拯救 IoT 機器人迪迪吧! / 權

容贊文字 ; 李斗源圖 .-- 一版 .-- 新北

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160 面; 25 公分 .-- (Weizmann 尖端

科學 ; 1) .-- ISBN 978-957-451-688-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物聯網 3.CST: 漫

畫  307.9  

偷偷放的屁為什麼大家都聞得到? / 

洪允熙作 ; 金美延繪 ; 曹雅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88-

8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無人機 : 挑戰!無人機競速 / 尹相奭

文字 ; 李永鎬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5 公分 .-- (Weizmann 尖端科學 ; 

7) .-- ISBN 978-957-451-694-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遙控飛機 2.CST: 科學 3.CST: 

漫畫  307.9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 : 來自宇宙的警

告 / 崔宰訓文字 ; 李永鎬圖 .-- 一版 .-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5 公分 .-- (Weizmann

尖端科學 ; 10) .-- ISBN 978-957-451-

69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科學 3.CST: 

漫畫  307.9  

電 動 車  : 新 阿 法 計 畫 (New Alpha 

Project) / 權容贊文字 ; 李永鎬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 11106 .-- 160 面 ; 25 公 分  .-- 

(Weizmann 尖端科學 ; 4) .-- ISBN 978-

957-451-691-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電動車 2.CST: 科學 3.CST: 漫

畫  307.9  

編碼 : 作戰名稱:拯救地球! / 崔宰訓

文字 ; 李斗源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5 公分 .-- (Weizmann 尖端科學 ; 

3) .-- ISBN 978-957-451-690-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編碼 3.CST: 漫畫  

307.9  

機器人 : 機器人博物館中發生的事 / 

崔宰訓文字 ; 李斗源圖 .-- 一版 .-- 新

北 市  : 新 苗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60 面; 25 公分 .-- (Weizmann

尖端科學 ; 6) .-- ISBN 978-957-451-

693-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機器人 2.CST: 科學 3.CST: 漫

畫  307.9  

爆笑科學王. 13, 精神的懸浮微粒大

冒險 / 辛泰勳著 ; 羅承暈繪 ; 林純慧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 

11107 .-- 192 面; 26 公分 .-- (知漫館 ; 

13) .-- ISBN 978-626-95493-9-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爆笑科學王. 14, 精神的病毒大冒險 / 

辛泰勳著 ; 羅承暈繪 ; 林純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1107 .-- 192

面; 26 公分 .-- (知漫館 ; 14) .-- ISBN 

978-626-96118-0-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神奇運轉的萬物 : 不可思議的世界 / 

項華編著 ; 樊煜欽繪圖 .-- 初版 .-- 新

北 市  : 風 車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萬物由來

科學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223-

747-2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8.9  

神奇運轉的萬物 : 科學萬萬沒想到 / 

項華編著 ; 樊煜欽繪圖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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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市  : 風 車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萬物由來

科學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223-

748-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8.9  

萬物由來科學繪本 / 項華編著 ; 樊煜

欽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60 面; 26 公

分 .-- (萬物由來科學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223-745-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8.9  

數學 

一點都不無聊!數學實驗遊樂場 / DK

作 ; 張容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11-9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科學實驗 3.CST: 

通俗作品  310  

超繪數學 : 小心畫上癮!無論多邊形、

超橢圓、畢氏定理、黃金比例還是

三角函數,都能透過著色找到規律、

療癒身心! / 德克 .赫勒布魯克(Dirk 

Huylebrouck)作 ; 施如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5 .-- 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9-411-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這樣學數學超有趣! : 圖形觀念一次

搞懂 / 崔英起著 ; 黃莞婷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58-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幾何  310.3  

溫柔數學史 : 從古埃及到超級電腦 / 

比爾.柏林霍夫, 佛南度.辜維亞著 ; 洪

萬生, 英家銘暨 HPM 團隊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916-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歷史  310.9  

線性代數 / 黃河清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3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線性代數  313.3  

微積分. Volume 1 / 蔡明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3-26-4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演算法生存指南 / 李耕銘, 張凱鈞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46-17-0 ( 平 裝 ) 

NT$690 普遍級  

1.CST: 演算法  318.1  

從骰子遊戲到 AlphaGo : 擲硬幣、AI

圍棋、俄羅斯輪盤,生活中處處機率,

處處有趣! / 張天蓉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28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361-2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機率論 2.CST: 通俗作品  

319.1  

時間序列分析 : 總體經濟與財務金

融之應用 / 陳旭昇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6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2-36-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理統計 2.CST: 總體經濟 

3.CST: 財務金融  319.5  

電腦資訊科學 

IC3 Digital Literacy Global Standard 6

計算機概論綜合能力國際認證應考

攻略 / 碁峰資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200-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 2.CST: 考試指南  312  

計算機組成原理 : 基礎知識揭密 / 北

極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3 公

分 .-- (博碩書號 ; MP22232) .-- ISBN 

978-626-333-147-1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電腦  312  

計算機概論 : 基礎科學、軟體與資

訊安全導向 / 北極星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110-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計算機概論 : 電腦必學基礎 / 李官陵, 

彭勝龍, 羅壽之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26-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電腦資訊科技應用設計寶典 / 林佳

生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6 .-- 

6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15-

52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Google Analytics 網站資料分析 : 網路

行銷與商務決策的利器 / 吳燦銘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14-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網路使用行為 2.CST: 資料探

勘 3.CST: 網路行銷  312.014  

資訊大歷史 / 吳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43-1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資訊科學 2.CST: 歷史  

312.09  

灰色關聯分析暨灰色權重模型 / 温

坤禮, 温惠筑著 .-- 第二版 .-- 彰化市 :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 11106 .-- 282 面; 

25 公分 .--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系列

叢書) .-- ISBN 978-986-97925-7-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系統論 2.CST: 系統分析 

3.CST: 演算法  312.121  

AWS 職場實戰手冊 : 企業架站、安

全防護、費用監控 / 中垣健志著 ; 王

心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65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17-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雲端運算  312.136  

網路概論與實務  / 楊豐瑞, 楊豐任

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6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18-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電腦網路  312.16  

超高效 Google 雲端應用 : 打造競爭

優勢的必勝工作術 / 胡昭民著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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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51-8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網際網路 2.CST: 搜尋引擎 

3.CST: 工作效率  312.1653  

Test-Driven Development 學習手冊  / 

Saleem Siddiqui 原著 ; 楊新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0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動手做 GitHub?現代人不能不知道的

協同合作平台 / 謝政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16-3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軟體架構 : 困難部分 / Neal Ford, Mark 

Richards, Pramod Sadalage, Zhamak 

Dehghani 著 ; 劉超群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0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西門子 SCL 應用實務 = Siemens SCL 

application practice / 彭錦銅, 丁一能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5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310-8-6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語言 2.CST: 自動控

制  312.3  

Visual Basic.NET 武功祕笈 / 孫惠民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6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76-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Visual Basic.NET 程式開發設計寶典 / 

孫惠民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1106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15-51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快速學會 Visual Basic.NET / 孫惠民

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1106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38-1-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務與進階

活用技術 / 胡昭民, ZCT 策劃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20-4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Java SE 17 基礎必修課 (適用 Java 

17~10,涵蓋 ITS Java 國際認證) / 蔡文

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0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Perl 學習手冊  / Randal L. Schwartz, 

brian d foy, Tom Phoenix 原著 ; 俞瑞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08-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Perl(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39  

Arduino 專題製作與應用. Python 連線

控制篇 / 陳明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46-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小專案大集合 : 提升功力的 81

個簡單有趣小程式 / Al Sweigart 著 ; 

江玠峰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4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3-148-8 ( 平 裝 ) 

NT$69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一步到位!Python 程式設計最強入門

教科書 / 陳惠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19-

2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用 Python 學程式設計運算思維(涵蓋

ITS Python 國際認證模擬試題) / 李啟

龍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5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8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第一次學 Python 就上手 / リブロワ

ークス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

20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數位與醫學的人工智慧影像處理技

術 : Python 實務 / 黃正達, 蔡旻嶧, 王

旭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17-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數位影像處理 3.CST: 影像醫學  

312.32P97  

一次學會 Google Office 必備工具 : 文

件 X 試算表 X 簡報 X 雲端硬碟 / 吳

燦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12-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文書處理 2.CST: 電腦程式 

3.CST: 套裝軟體  312.49  

Excel 全方位應用設計寶典 / 林國榮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6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21-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Flutter/Dart 跨平台 App 開發實務入門 

/ 孫宏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96-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行動資訊  312.52  

Kotlin Collection 全方位解析攻略 : 精

通原理及實戰,寫出流暢好維護的程

式 / 范聖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

書) .-- ISBN 978-626-333-113-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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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大話 Flutter 跨平台應用開發. 入門篇 : 

物聯網、邊緣計算、多載具應用,新

世代萬用技能 / 李秉鴻, 周廷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18-1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運算思維與 App Inventor 2 程式設計 : 

含 GTC 全民科技力認證(App Inventor 

2-結構化與模組化程式設計、演算

法程式設計、互動程式設計) / 簡良

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44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Linux 錦囊妙計 / Carla Schroder 著 ; 林

班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9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0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VMware vSphere 7.x 維運實戰管理祕

訣 / 顧武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99-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2.CST: 電腦軟體  

312.54  

從 Docker 動手邁入全新 DevOps 時

代 : 最完整 Kubernetes 全書 / 龔正, 吳

治輝, 閆健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10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11-8 (平裝) NT$1280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22 年

版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8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打字  312.72  

圖解資料結構 x 演算法 : 運用 C 語言 

/ 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19-8 (平

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資料結構 2.CST: C#(電腦程式

語言)  312.73  

Certiport ITS Databases 資料庫管理核

心能力國際認證應考攻略 / 黃信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6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186-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資料庫 2.CST: 資料庫管理系

統 3.CST: 考試指南  312.74  

Certiport ITS Network Security 網路安

全管理核心能力國際認證應考攻略 / 

陳維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20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安全 2.CST: 資訊技術 

3.CST: 考試指南  312.76  

Windows 駭客程式設計 : 勒索病毒. 

第二冊, 原理篇 / 北極星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111-2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2.CST: 電腦病毒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76  

Adobe Premiere Pro ACP 國際認證應

考攻略(適用 2020/2021) / 碁峰資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1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11-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多媒體 2.CST: 數位影像處理 

3.CST: 考試指南  312.8  

AfterEffects 視覺特效設計寶典 / 王國

衛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6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51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媒體 2.CST: 數位影像處理 

3.CST: 電腦動畫  312.8  

WFDuino 創客實戰設計寶典 / 林俊傑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6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18-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動畫設

計  312.8  

AI 元宇宙應用與商機 / 李國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李國憲, 11107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26-

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虛擬實境 

3.CST: 產業發展  312.83  

AI 策略 : 人與企業的數位轉型 / Alex 

Castrounis 原著 ; 王薌君, 盧建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3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1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資訊科技  

312.83  

深度學習 : 使用 TensorFlow 2.x / 莊啓

宏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2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AI 開發的機器學習系統設計模式 / 

澁井雄介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0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831  

PyTorch 深度學習 : 電腦視覺流行專

案親自動手 / 郭卡, 戴亮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12-5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1  

開發者傳授 PyTorch 秘笈 / 陳昭明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87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46-15-6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1  

電腦視覺機器學習實務 : 建立端到

端 的 影 像 機 器 學 習  / Valliappa 

Lakshmanan, Martin Görner, Ryan 

Gillard 原著 ; 楊新章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4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0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視覺 2.CST: 機器學習  

312.831  

天文學 

神奇運轉的萬物 : 宇宙的奇妙旅行 / 

項華編著 ; 樊煜欽繪圖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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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市  : 風 車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萬物由來

科學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223-

746-5 (精裝) 普遍級  

1.CST: 天文學 2.CST: 繪本  320  

近未來宇宙探索計畫 : 登陸月球 X

火星移居 X 太空旅行,人類星際活動

全圖解! / InfoVisual 研究所著 ; 陳識

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9-278-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太空科學 2.CST: 太空探測 

3.CST: 通俗作品  326  

暖化尚無定論 : 氣候科學告訴或沒

告訴我們的事,為什麼這很重要? / 史

蒂文.庫寧(Steven E. Koonin)著 ; 紀永

祥譯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3-38-

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地球暖化 2.CST: 全球氣候變

遷 3.CST: 氣候學  328.8018  

物理 

物理 : 趣味無窮的物理現象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經良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觀念

伽利略 ; 5) .-- ISBN 978-986-461-293-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330  

超弦理論 : 萬物都是由「弦」所構

成 / 日本 Newton Presss 作 ; 黃經良翻

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21 公

分 .-- (觀念伽利略 ; 8) .-- ISBN 978-

986-461-295-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理論物理學  331  

相對論 : 文科也能輕鬆入門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經良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觀念

伽利略 ; 6) .-- ISBN 978-986-461-290-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相對論 2.CST: 通俗作品  

331.2  

量子論 : 一探未來的科技趨勢 / 日本

Newton Presss 作 ; 黃經良翻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觀

念伽利略 ; 7) .-- ISBN 978-986-461-

294-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量子力學 2.CST: 通俗作品  

331.3  

世界第一簡單物理數學 / 馬場彩著 ; 

衛宮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

版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

分 .-- (科學視界 ; 269) .-- ISBN 978-

986-5408-96-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物理數學  331.5  

研究所講重點(電磁學與電磁波分類

題庫) / 李長綱編著 .-- 十五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282-8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電磁學 2.CST: 電磁波  338.1  

大人的宇宙學教室 : 透過微中子與

重力波解密宇宙起源 / 郡和範著 ; 陳

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27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中子 2.CST: 天體物理學  

339.415  

化學 

升二技.插大.私醫聯招.學士後(中)醫

普通化學. 下 / 方智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9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化學  340  

元 素 大 圖 鑑  = Visual book of the 

elements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陳朕

疆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4

公分 .-- (伽利略科學大圖鑑 ; 9) .-- 

ISBN 978-986-461-296-3 ( 平 裝 ) 

NT$630 普遍級  

1.CST: 元素 2.CST: 元素週期表  

348.21  

生醫材料 / 劉士榮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021-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醫材料  349.7  

地質學 

Minecraft 自然探險王!地球的秘密大

圖鑑 / 麥塊職人組合作 ; 林克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107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8-073-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線上遊戲  

350  

地球裡面什麼樣 / 王晶作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36 面; 

24X26 公分 .-- (知識圖鑑百科 ; 14) .-- 

ISBN 978-626-95729-3-9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50  

一起搶救大堡礁 : 為什麼一定要保

護地球 / 凱瑟琳.巴爾著 ; 尚.克勞德

繪 ; 鍾慧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07-

648-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珊瑚礁 2.CST: 海洋資源保育 

3.CST: 通俗作品 4.SHTB: 認知發展--

3-6 歲幼兒讀物  354.6  

礦物圖鑑事典 : 120 種主要礦物 x400

張高清圖片,專家教你用放大鏡和條

痕顏色鑑定礦物 / 松原聰作 ; 劉宸瑀,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6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礦物學  357  

生物學 

3 小時讀通生物 / 左卷健男, 左卷惠

美子作 ; 陳文涵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界 ; 260) .-- ISBN 

978-986-5408-97-8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360  

纏結的演化樹 : 分子生物學如何翻

新 了 演 化 論  / 大 衛 . 逵 曼 (David 

Quammen)著 ; 梅苃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558-3 (平裝) NT$570 普

遍級  

1.CST: 系統樹 2.CST: 演化論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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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動物  : 顯微鏡下的小宇宙  = 

Zooplankton : a dazzling microscopic 

world / 王凱霆, 羅文增作 ; 張至維主

編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02-6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浮游生物 2.CST: 海洋生物 

3.CST: 動物圖鑑  366.9  

水生生物學實驗  / 韓玉山, 陳立涵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5 .-- 2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50-602-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水文生物學 2.CST: 實驗  

366.9034  

國際常見走私海洋野生動物活體及

產製品識別手冊 / 海洋委員會海洋

保育署編著 .-- 第一版 .-- 高雄市 : 海

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11105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7-98-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海洋生物 2.CST: 野生動物保

育 3.CST: 手冊  366.98026  

濱海小學堂 : 潮間帶大探索 = Finding 

intertidal zone / 席平, 洪麗智, 陳彥宏, 

李承錄, 許之蓁, 鄭佳泓, 方佩芳, 陳

彥嘉作 .--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06-53-2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海洋生物 2.CST: 動物圖鑑 

3.CST: 臺灣  366.9891  

海洋漂流動物 : 碧波藍海下的精靈 = 

20 amazing ocean drifters / 邱郁文著 .-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1105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04-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海洋生物 2.CST: 浮游生物 

3.CST: 生物多樣性  366.9895  

生物機電工程概論 / 郭彥甫主編 .-- 

二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1106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

14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物機電工程  368.0164  

病毒 : 看不見的小東西改變了全世

界 / 素淵作 ; 洪成志繪 ; 陳靖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88-

8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濾過性病毒 2.CST: 通俗作品  

369.74  

植物學 

作物的故事 / 葉綠舒著 .-- 初版 .-- 花

蓮市 : 葉綠舒, 11106 .-- 9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80-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食用植物 2.CST: 通俗作品  

376.14  

植物靈藥 : 鴉片、咖啡因、麥司卡

林,如何成為我們的心靈渴望?又為

何成為毒品?對人類文化帶來什麼影

響? / 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著 ; 鍾

玉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0

面; 21 公分 .-- (生活文化 ; 73) .-- ISBN 

978-626-335-550-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藥用植物 2.CST: 鴉片 3.CST: 

咖啡因  376.15  

南沙太平島常見大型藻類圖鑑 = 80 

seaweeds of Taiping Island, Nansha 

Islands / 周立進, 劉少倫作 ; 張至維主

編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 

11106 .-- 2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05-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海藻 2.CST: 植物圖鑑 3.CST: 

南沙太平島  379.2025  

動物學 

白蟻女王為什麼孤單死去,毛毛蟲集

體被迷昏? : 松鼠大偵探帶路,揭開動

植物生存戰之謎 / 一日一種著.繪 ; 李

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知識館) .-- 

ISBN 978-626-7000-63-2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動物學 2.CST: 動物生態學 

3.CST: 通俗作品  380  

奇妙卻很實用!動物演化知識小百科 

/ 今泉忠明監修 ; 森松輝夫繪 ; 連雪

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出版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88-8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動物形態學 2.CST: 通俗作品  

381  

世界最美的動物圖鑑 : 微距 X 動態 X

深海攝影,用科學觀察 360+動物的特

徵及演化過程 / DK 作 ; 張雅億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10 .-- 336 面; 31 公分 .-

- ISBN 978-986-408-829-4 ( 精 裝 ) 

NT$1480 普遍級  

1.CST: 動物圖鑑 2.CST: 通俗作品  

385.9  

拯救海龜 / 強尼.馬克思(Jonny Marx)

作 ; 黎軒繪 ; 李欣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274-596-0 (精裝) 普遍級  

1.CST: 龜 2.CST: 野生動物保育 

3.CST: 繪本  388.791  

大恐龍小知識 / 葉家雯, 陳維瑩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12 面; 17X1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

06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 2.CST: 通俗作品  

388.794  

北橫公路的金絲蛇 : 山裡的絲絲 / 向

高世文.攝影 ; 謝欣宜, 劉聖秋繪圖 .-- 

新北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

護工程處, 11106 .-- 53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31-410-1 (精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NT$450 普遍級  

1.CST: 蛇 2.CST: 自然保育 3.CST: 生

態教育 4.CST: 繪本  388.796  

臺灣野鳥圖鑑. 水鳥篇 / 廖本興著 .-- 

增訂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7 .-- 352 面; 23 公分 .-- (台

灣自然圖鑑  ; 19) .-- ISBN 978-626-

320-140-8 (平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鳥 2.CST: 動物圖鑑 3.CST: 臺

灣  388.833025  

人類學 

人從哪裡來 : 人類六百萬年的演化

史 / 賴瑞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265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

場 ; 308) .-- ISBN 978-626-335-481-4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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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人類演化 2.CST: 歷史  391.6  

放空的科學 / 雷納.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 洪慧芳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52-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神經學 2.CST: 思維方法  

394.91  

了不起的人體 : 在你的體內展開一

場知識的冒險 / 山本健人作 ; 張佳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Happy body) .-- ISBN 978-986-136-

62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397  

解剖生理學 / 鄧志娟, 馮琮涵, 劉棋銘, 

吳惠敏, 唐善美, 許淑芬, 江若華, 黃

嘉惠, 汪蕙蘭, 李建興, 王子綾, 李維

真, 莊禮聰作 .-- 三版 .-- 新北市 : 新

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5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34-7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人體生理

學  397  

漫畫人體百科,從零開始的解剖生理

學 / 茨木保作 ; 王昕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 320 面; 21 公分 .-- (養生館 ; 52) .-- 

ISBN 978-626-95426-4-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2.CST: 通俗作品  

397  

應用科學類 

總論 

再生能源 : 尋找未來新動能 / 尼克.傑

利(Nick Jelley)著 ; 王惟芬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53-7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再生能源  400.15  

儲能技術概論 / 曾重仁, 張仍奎, 陳清

祺, 薛康琳, 江沅晉, 李達生, 翁芳柏, 

林柏廷, 李岱洲, 謝錦隆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08-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能源技術 2.CST: 技術發展  

400.15  

工程、技術與 STEM 教育學術研討

會. 2022 年 : 研討會論文集 = 2022 

Conference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ical, & STEM Education / 張

基成, 黃悅民, 羅希哲, 賴槿峰, 周保

男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社團法人

臺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11105 .-- 

30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7817-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程 2.CST: 科技教育 3.CST: 

文集  403.07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 14

屆 = The 14th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dustry Cooper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

系(所)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

局, 11106 .-- 250 面; 30 公分 .-- 部分

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363-147-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產學合作 2.CST: 文集  

403.07  

醫藥 

生命科學變奏曲 : 對抗新冠疫情新

契機 = The variations of life science / 許

英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英昌出

版 : 英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銷, 11106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080-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醫學 2.CST: 生命科學 3.CST: 

通俗性讀物  410  

未來個人化精準醫療 : 以個人的健

康數據和 DNA,打造個人專屬的治療

方式和藥物新趨勢 / 詹姆斯.坦伯頓

(James Temperton)著 ; 龐元媛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認真職場 ; 21) .-- 

ISBN 978-626-95954-4-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醫療業 2.CST: 醫療服務  

410.1655  

當愛別離 :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

作 / 王雅慧編著 .-- 臺中市 : 王雅慧, 

11106 .-- 229 面; 21 公分 .-- (醫學人文

叢書系列  ; 9) .-- ISBN 978-626-01-

0117-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醫學教育 2.CST: 醫病關係 

3.CST: 文集  410.307  

厚植醫療防疫 邁向健康大國 : 為醫

療找出路,為民眾謀幸福. 2 / 邱泰源

著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88383-5-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醫療服務 2.CST: 醫療社會工

作 3.CST: 文集  410.7  

女神歲月無痕 : 豔光四射,活力充沛,

健康幸福的祕方 / 克里斯蒂安.諾斯

拉普(Christiane Northrup)著 ; 馬勵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432 面; 22

公分 .-- (眾生 ; JP0199) .-- ISBN 978-

626-96138-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女性 2.CST: 健康法  411.1  

經絡按摩拉筋操 : 伸展拉筋+穴位按

摩,改善痠痛立即有效 / 蔡祐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運

動 ; 37) .-- ISBN 978-626-320-180-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經絡 3.CST: 按摩  

411.15  

強化腦力 : 你需要知道的 7 件事 / 凱

瑟琳.藍芝(Catherine de Lange)著 ; 謝

嘉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樂國際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8 面; 

21 公分 .-- (生活系列 ; 2) .-- ISBN 978-

626-95824-4-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腦部疾病 2.CST: 健腦法 

3.CST: 健康法  411.19  

減重與飲食 : 突破飲食法的迷思  / 

Melody Schoenfeld, Susan Kleiner 作 ; 

張文心, 林建宇, 徐妤婷, 林欣儀, 王

玟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672-8-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減重  411.3  

無痛激瘦 : 耶魯醫學博士實證!5 周打

造易瘦體質 / 久賀谷亮作 ;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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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Unique ; 60) .-- ISBN 978-626-

7014-61-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減重  411.3  

實用美容營養學 / 蔡淑芳, 林佩珊, 鄭

慈千, 陳立賢, 孫克群, 魏明敏, 蕭慧

美, 蔡文玲, 高千雯, 高而仕, 孔慶聞, 

劉禧賢合著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870-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營養 2.CST: 美容  411.3  

增肌減脂的科學 : 奇德教你吃出一

身肌 !破除迷思、維持訓練成果的

「營養攝取」聖經 / Kidd 奇德(徐振

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7 .-- 352 面; 23 公分 .-- (一起

來. 美 ; 11) .-- ISBN 978-626-95664-6-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營養劑 

3.CST: 健身  411.3  

吃一口薑黃,打開身體自癒力 : 天然

的最佳抗生素,一天吃三次,韓國名醫

已連吃八年,效果有如不必動的有氧 

/ 徐載杰著 ; 林育帆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3-

61-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食品 2.CST: 薑黃素 

3.CST: 食療  411.373  

愈「動」愈成功  / 卡洛琳 .威廉斯

(Caroline Williams)著 ; 閻蕙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88) .-- ISBN 978-986-

507-87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運動心理  

411.71  

最速增肌 : 在目標增肌部位上疾速

增肌技術 / 岡田隆作 ; 侯萱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Better ; 29) .-- ISBN 978-957-741-548-

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3.CST: 肌肉  411.711  

正念悠遊跑 / 張世傑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張世傑, 11106 .-- 21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51-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411.712  

睡眠新常識 : 忍不住要告訴你的最

新睡眠改善法,史丹佛教授教你科學

新機制! / 西野精治著 ; 高慧芳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99) .-- ISBN 978-626-320-136-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不想胖也要快樂瘦 : 精神科醫師的

高效減肥法 / 方俊凱, 蔡怡真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24 面; 

23 公分 .-- (悅讀健康系列) .-- ISBN 

978-626-95986-8-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運動健康  411.94   

斷食與碳循環瘦身實踐 : 阿晟想瘦

就瘦的減脂人生  / 洪仕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1-62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運動  411.94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專輯 . 第七輯 =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aiwa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volume 7(2022) / 社

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

院學會, 11106 .-- 2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402-5-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衛生政策 

3.CST: 臺灣  412.133  

*傳染病與二二八 : 二戰後初期 : 臺

灣疫病的社會衝擊 / 財團法人二二

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作 .-- 臺北市 : 財

團 法 人 二 二 八 事 件 紀 念 基 金 會 , 

11105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678-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史 2.CST: 衛生行政 

3.CST: 傳染性疾病 4.CST: 臺灣  

412.13309  

因果螺旋 : 跨越時空的探索與思辨 / 

陳建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1 公

分 .-- (圓神文叢 ; 318) .-- ISBN 978-

986-133-831-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流行病學 2.CST: 實證醫學  

412.4  

2019-2021 菊島防疫 先鋒之功 : 澎湖

抗疫紀實 / 馬金足總編輯 .-- 澎湖縣

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 11106 .-- 2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87-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3.CST: 澎湖縣  

412.471  

前進檢疫所 : 桃療禮讚 / 鄭淑文總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衛生福利部桃

園療養院, 11105 .-- 1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37-14-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2.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3.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4.CST: 文集  

412.471  

挺在疫浪的前線 : 臺北慈濟醫院守

護生命守護愛 / 趙有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32) .-- ISBN 978-

986-525-648-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北慈濟醫院 2.CST: 傳染性

疾病防制 3.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  412.471  

登 革 熱 / 屈 公 病 防 治 工 作 指 引  = 

Guidelines for Dengue/Chikungunya 

Control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 .-

- 第十五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 11106 .-- 112 面; 19 公分 .-

- (防疫學苑系列 ; 34) .-- ISBN 978-

626-7137-19-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登革熱 2.CST: 屈公病 3.CST: 

蚊病媒 4.CST: 病媒防制 5.CST: 手冊  

412.4923026  

臨場健康服務配工與復工實用手冊 / 

臺中榮民總醫院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320 面; 23 公分 .-- (Live & 

learn ; 103) .-- ISBN 978-626-318-310-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國民健康管理 2.CST: 勞工衛

生 3.CST: 職業衛生  412.5  

勞工健康與職業安全新靚點 : 職能

治療的角色、任務與介入 / 簡才傑, 

黃盛祥, 陳姵君, 巫文安, 王笠軒, 吳

鴻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

出版社,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62-6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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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我的第一本中醫白話文筆記 : 從中

醫概念懶人包到分析小病小痛的眉

眉角角,帶你用趣味的方式秒懂中醫 

/ 中醫四物所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心靈養

生) .-- ISBN 978-626-315-148-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醫  413  

耳絡保健初階入門 : 家庭實用保健

方 / 邱志強, 林鈞緯, 王宗楙, 徐采婕

編著 .-- 桃園市 : 康淂美有限公司出

版 :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健康管理協

會發行, 11105 .-- 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048-1-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耳 2.CST: 經絡 3.CST: 穴位療

法  413.165  

喀拉大叔身體筆記本 : 從頭到腳讓

全身紓壓放鬆 / 吳南錡口述 ; 邱靖雄

作  .-- 臺北市  : 橋樑文化工作室 , 

11105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280-3-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推拿 2.CST: 按摩  413.92  

臨床中藥學. 2 : 各論 : 解表藥、清熱

藥 / 高學敏, 鍾贑生主編 .-- 臺北市 :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836-2-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藥學  414  

經方使用標準 / 王克窮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大 展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87 面; 21 公分 .-- (中醫保健

站 ; 110) .-- ISBN 978-986-346-370-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中藥方劑學  414.6  

華盛頓內科學手冊  / Zachary Crees, 

Cassandra Fritz, Alonso Huedebert, 

Jonas Noé, Arvind Rengarajan, Xiaowen 

Wang 原著 ; 李景行, 王美慈, 巫奐儀, 

林坤璋, 洪宛廷, 郭書宏譯 .-- 36 版 .-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7 .-- 

1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

46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內科 2.CST: 手冊  415.2026  

急診五級檢傷 : 教學實戰手冊 / 尹春

芳, 王力弘, 李美琪, 李宸瑋, 沈怡君, 

林永鴻, 林家嫻, 高玉玲, 邱家珊, 陳

沛妤, 陳宥蓁, 黃量宏, 郭亭妏, 塗筠

綺, 潘宜蓁, 廖珮妤, 鄭羽秀, 鄞琦郁, 

劉晏潔, 傅子玲, 王楊宜璇作 ; 廖婉伶, 

陳怡中, 江文莒總編輯 .-- 雲林縣斗

六市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雲林分院, 11105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8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急診醫學  415.22  

急診醫學隨身手冊 : 完全學習指南 / 

Rita K. Cydulka, Michael T. Fitch, Scott 

A. Joing, Vincent J. Wang, David M. 

Cline, O. John Ma 原著 ; 蘇子靖, 黃碩

焜, 黃奕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美

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

版社發行, 11106 .-- 10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41-486-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急診醫學 2.CST: 手冊  

415.22026  

預防猝死超圖解 : 早晚 1 分鐘,養成

好血管體質,不只高血壓/高血脂/糖

尿病/抽菸族群,全齡適用家庭保健書 

/ 高沢謙二作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

728-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血管疾病 2.CST: 猝死症 

3.CST: 預防醫學 4.CST: 保健常識  

415.3  

不靠藥物降血壓 / 加藤雅俊著 ; 黃薇

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0-221-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高血壓 2.CST: 穴位療法 

3.CST: 健身操 4.CST: 健康法  

415.382  

沒來由的病痛,腸也知道答案 : 阿斯

匹靈能防癌?肝膽排石是否可靠?胰

臟竟然會自殘?來一場消化系統的科

普之旅 / 丁彬彬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 28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59-9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1.CST: 消化系統疾病 2.CST: 胃腸疾

病 3.CST: 保健常識  415.5  

整腸瘦身法 : 溫養腸道輕鬆瘦! / 石

原新菜作 ; 徐詩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734-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胃腸疾病 2.CST: 健康飲食 

3.CST: 健康法  415.5  

台灣原發性高醛固酮症治療準則 . 

2022 / 吳允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有限公司, 11105 .-- 2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19-97-7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腎上腺醛固酮過多症 2.CST: 

臺灣  415.6642  

異位性皮膚炎 : 皮膚照護、用藥選

擇、新型藥物大公開 / 賴柏如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世界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健康世界

叢書 ; 247) .-- ISBN 978-986-98286-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異位性皮膚炎  415.712  

養腎 : 探索生命之根 / 田安然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16-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腎臟疾病 2.CST: 中西醫整合  

415.81  

勇敢對抗攝護腺癌 : 潘懷宗教授與

友人樂觀抗癌並活出精彩 / 潘懷宗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7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 ; 

74) .-- ISBN 978-626-7065-63-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前列腺癌  415.878  

在妳認識世界之前 : 先認識老爸的

33 個故事 / 胡昭安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依揚想亮人文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6174-0-1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腦性麻痺 2.CST: 親子關係 

3.CST: 通俗作品  415.936  

基礎疼痛醫學 = Fundamentals of pain 

medicine / 陳應麟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九州圖書文物有限公司 , 

11107 .-- 6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6929-74-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疼痛醫學  41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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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王的病 : 自律神經失調 / 李丞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Care ; 68) .-- ISBN 978-626-

335-552-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415.943  

當牧師精神崩潰了 : 心理受創時,這

樣找到救贖之道 / 沼田和也著 ; 洪玉

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

分 .-- (心理 ; 74) .-- ISBN 978-986-137-

375-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精神醫學 2.CST: 心理治療  

415.95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年報. 2021 

=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21 /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

會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

基金會, 11105 .-- 7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260-8-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2.CST: 精神醫學  415.9506  

我家的散漫孩子是創造力隊長 : 用

認知科學讀懂孩子內心、改變生活

習慣、提升學習成就感、培養獨一

無二的優勢 / 李瑟基著 ; 賴姵瑜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5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注意力缺失 2.CST: 過動症 

3.CST: 過動兒 4.CST: 親職教育  

415.9894  

*家裡有隻過動小怪獸! : 家有過動兒

的道歉日常,讓媽媽陪你一起成長 / 

曹恩惠著 ; 魏汝安譯 .-- 初版 .-- 桃園

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Orange baby ; 14) .-- 

ISBN 978-626-96112-0-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過動兒 2.CST: 親職教育  

415.9894  

勇敢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 : 李溫的

「少」奶奶治癒日誌 / 李溫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勁草叢

書 ; 532) .-- ISBN 978-626-320-17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乳癌 2.CST: 通俗作品  

416.235  

坐骨神經超圖解 : 腰痛、腿麻、椎

間盤突出,從屁股痛到腳,免開刀、不

吃藥,用簡單體操跟疼痛說 Bye / 井須

豐彥, 金景成作 ; 林姿呈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

727-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腰椎間盤突出症 2.CST: 保健

常識  416.29  

腰背痠痛修復書 / 瑞奇.費希曼(Ricky 

Fishman)著 ; 王冠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85-29-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背痛 2.CST: 運動療法  

416.616  

膝蓋解痛全圖解 : 日本膝關節名醫

教你 10 種護膝運動,在家就可消除膝

蓋痛! / 黑澤尚, 池內昌彥, 渡邊淳也, 

巽一郎著 ; 劉格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631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膝痛 2.CST: 運動訓練 3.CST: 

健康法  416.618  

擊退風濕病 : 日本第一專科醫師教

你特效伸展操及正確生活習慣,有效

減緩疼痛 / 湯川宗之助作 ; 周奕君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生

活健康 ; B499) .-- ISBN 978-986-5408-

95-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風濕病 2.CST: 運動健康 

3.CST: 保健常識  416.63  

護眼,從用對光開始 : 防 3C、藍害專

家教你保護眼睛的終極秘笈 / 周卓

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314-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眼部疾病 3.CST: 

視力保健  416.7  

臨床視網膜疾病學 / 鄭宏銘, 鄭靜瑩, 

佐々木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54-

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視網膜疾病  416.73  

婦育心法 / 林美利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天中醫診所, 11106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99-4-3 (精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婦女健康  417.1  

一目了然的母胎世界 : 透視婦產科

第二部/高層次超音波解密 / 王培中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山谷文化教育協會,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685-2-

8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產科 2.CST: 懷孕 3.CST: 超音

波學  417.3  

幼兒營養、健康與安全 / Joanne Sorte, 

Inge Daeschel, Carolina Amador, Lauren 

Au 作 ; 鍾志從, 聶西平, 楊素卿, 謝瑩

慧, 張子嫺, 劉惠君, 駱明潔, 田佳靈, 

余敏芝, 唐紀絜, 林聖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5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47-187-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幼兒健康 2.CST: 小兒營養  

417.5  

老人健康促進 / 汪庭緣, 張華南, 郭書

馨, 陳怡安, 張君如, 張春梅, 陳怡伶, 

許貴婷, 羅明葵, 楊淑洪, 李少慈合

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71-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老年醫學 2.CST: 中老年人保

健  417.7  

造反的細胞 : 癌症、演化與生命最

古老的叛變 / 凱特.艾尼(Kat Arney)

著 ; 甘錫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

光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45-8-1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腫瘤細胞  417.8  

癌王之王 / 徐華佗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456 面; 21 公分 .-- (成長保健

系 列  ; YS01716) .-- ISBN 978-986-

5812-95-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氣功 3.CST: 健康

法  417.8  

癌症飲食全書 / 張金堅, 柳秀乖作 .-- 

五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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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88 面; 

26 公分 .-- (Family 健康飲食 ; 14A) .-- 

ISBN 978-626-95986-7-0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食譜  417.8  

圖解藥理學 / 顧祐瑞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1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藥理學  418.1  

藥理學 / 蔡秋帆, 湯念湖, 王耀宏編

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37-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藥理學  418.1  

光與健康 : 以實證醫學為根基,引領

全球光與照明的研究、設計與應用 / 

郝洛西, 曹亦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一葦文思,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6 .-- 4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513-2-3 ( 平 裝 ) 

NT$1800 普遍級  

1.CST: 光療法 2.CST: 健康法 3.CST: 

建築  418.9323  

*壓迫性骨折與骨質疏鬆運動治療專

題研究 / 鄭妃真, 林亭妤, 林豐隆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園, 

11106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830-1-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運動療法 2.CST: 骨折 3.CST: 

骨質疏鬆症  418.934  

兒 童 職 能 治 療 參 考 架 構  / Paula 

Kramer, Jim Hinojosa, Tsu-Hsin Howe

原著 ; 羅鈞令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7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463-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職能治療 2.CST: 感覺統合訓

練 3.CST: 兒童心理學  418.94  

心念自瘉力,逆轉慢性病 : 21 世紀最

新心念醫學 / 許瑞云, 鄭先安著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健

康生活 ; BGH203) .-- ISBN 978-986-

525-606-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心靈療法 2.CST: 身心關係  

418.98  

*你的一生是祢決定 : 揭開人生密碼,

幸福關鍵教您看懂人性,預測未來 / 

易文堯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易文堯, 

11105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093-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心靈療法 2.CST: 靈修  

418.98  

達克羅士.樂齡. 2 = Rythmique senior. 

II / 謝鴻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鴻

鳴 達 克 羅 士 藝 術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28680-2-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音樂治療 2.CST: 律動 3.CST: 

健康法 4.CST: 老人  418.986  

驚驗奇談 / 蘇子庭, 賴妤甄, 詹雅婷, 

劉嘉華撰繪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有限公司, 11105 .-- 1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99-1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收驚 2.CST: 民俗療法 3.CST: 

臺灣民俗  418.991  

情緒專科精油調香全書 : 從六大基

礎香調到萬能配方!解決 120 種人際、

工作與情緒困境 / 許怡蘭 Gina Hsu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3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醫療品質管理與病人安全 : 理論及

實務 = Healthcar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patient safety : theory and practice /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

65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醫療服

務 3.CST: 品質管理 4.CST: 病人事務

管理  419.2  

*醫療品質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The 

2022 conference of quality in healthcare 

system / 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科技

管理學系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華六標準差管理學會, 11105 .-- 11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549-1-2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醫療服

務 3.CST: 品質管理 4.CST: 文集  

419.207  

我們,長期抗戰中 : 第一線護理人員

的疫情觀察誌 / 29 位為台灣防疫努

力的護理師們合著 ; 張秀如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出版社,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醫護系列) .-- ISBN 978-986-5470-36-

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護理師 2.CST: 通俗作品  

419.652  

手術室護理實習手冊 / 梁文倩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3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94-65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手術室護理 2.CST: 手冊  

419.821026  

新 編 老 人 護 理 學  = Gerontological 

nursing / 高淑芬, 劉紋妙, 吳淑貞, 王

靜枝, 宋惠娟, 鄭宛宜, 李昭螢, 陳芷

如, 陳翠芳, 楊其璇, 林昀蓉, 林昭卿, 

陳惠津, 林育秀, 莊育冠, 陳玉娟, 趙

明玲, 劉清華, 劉姿妃編著 .-- 5 版 .-- 

臺北市 : 永大書局有限公司, 11106 .-

- 5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06278-9-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老年護理  419.824  

產科護理學 / 周雨樺, 蕭伃伶, 何美樺, 

孫瑞瓊, 林淑玲, 黃樹欽, 吳婉如, 陳

怡靜, 徐莞雲, 張靖梅, 吳寶觀, 劉麗

君, 陳恩惠, 蔡旭美, 蔡昀芮, 傅雅麟, 

孫惠玲, 侯本昕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8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38-5 (精裝) NT$900 普

遍級  

1.CST: 產科護理  419.83  

家政 

聰明過日子之讓你意想不到的生活

小妙招 / 方雅晴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 256 面; 23 公分 .-- (樂活 ; 17) .-- ISBN 

978-986-411-169-5 (平裝) NT$285 普

遍級  

1.CST: 家政 2.CST: 手冊  420.26  

繾綣 : 2022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第四十九屆服飾行銷組畢業專題論

文集 = Annual graduate exhibition of the 

Textiles and Clothing Depart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輔仁大學織品服

裝學院織品服裝學系]第四十九屆全

體學生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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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織品服

裝學院織品服裝學系, 11107 .-- 4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0-12-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服裝設計 2.CST: 消費行為 

3.CST: 品牌行銷 4.CST: 文集  

423.207  

全台霧眉紋繡十大頂尖名師 / 以利

文化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以利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80-1-5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化粧術 3.CST: 創

業  425  

蛻幻 : 111 級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

時 尚 彩 妝 系 畢 業 成 果 專 刊  = 

Transform /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

時尚彩妝系 111 進修部二技作 .-- 高

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

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1106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45-

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造型藝術  425  

* 专 业 沙 龙 发 妆 品 科 学  = Hair-

cosmetics science for salon working / 莊

麗津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昇陽國際

設計有限公司, 11105 .-- 120 面; 26 公

分 .-- 正體題名:專業沙龍髮妝品科

學 .-- ISBN 978-986-89317-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髮型 2.CST: 化粧品  425.5  

*专业沙龙毛发科学 = Hair science for 

salon working / 莊麗津着 .-- 初版 .-- 臺

中 市  : 昇 陽 國 際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34 面; 26 公分 .-- 正體題名:

專業沙龍毛髮科學 .-- ISBN 978-986-

89317-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毛髮 2.CST: 毛髮疾病 3.CST: 

健康法  425.5  

布手作基礎&應用 BOOK : 從布料挑

選、縫線針法到實作練習,一生受用

的縫紉技巧大全 / 主婦與生活社編

著 ; 許倩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277-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手工藝  426.3  

全圖解.永久保存版!初學棒針編織入

門書 / BOUTIQUE-SHA 編著 ; 林麗秀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Elegant-

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60 面; 26 公

分 .-- (樂.鉤織 ; 26) .-- ISBN 978-957-

9623-86-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工藝  426.4  

斉藤謠子的手心拼布. 2 : 小巧可愛!

造型布小物&實用小包 / 斉藤謠子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6 公分 .-

- (拼布美學 ; 47) .-- ISBN 978-986-302-

632-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提袋  

426.7  

可愛拼布的手作時光  = Handmade 

quilting / 江晏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出版社, 11105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772-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吃的美德 : 餐桌上的哲學思考 / 朱立

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著 ; 謝佩妏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317-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食物 2.CST: 飲食風俗  427  

133 低醣瘦身餐盤 / 游能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 ; 171) .-- ISBN 978-986-507-

889-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健康飲食  427.1  

Staub 鑄鐵鍋做下飯菜 : 好想再添一

碗飯,鑄鐵鍋迷必收的常備菜譜! / 我

愛 staub 鑄鐵鍋敘事大師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6 .-- 240 面; 26 公分 .-- 

(Taste ; 10) .-- ISBN 978-626-7087-34-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一個人的懶人高纖低脂餐 : 一碗滿

足全穀類+蔬菜+蛋白質,好吃又好拍

的豐盛美味  / 安娜 .席玲羅.漢普頓

(Anna Shillinglaw Hampton)作 ; 楊雯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9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489-650-

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健康飲食  427.1  

便當八分滿 : 辦公午食、小酌聚會、

運動補給,50 個生活場景裡撫慰人心

的便當料理 / 不務正業男子 Ayo 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6 .-

- 2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06-

44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美慧老師的美味人生! / 林美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

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56 面; 26 公

分 .-- (廚房 Kitchen ; 127) .-- ISBN 978-

626-95848-1-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料 理 神 手 吳 秉 承 的 減 壓 常 備 菜

MENU : 活用保鮮器具,料理好簡單、

省錢又省時 ,日日是好日! / 吳秉承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

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27) .-- ISBN 

978-626-95848-2-6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創意家常菜 / 傅培梅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橘 子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4-192-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童話風造型餐 X 魔法便當 : 照圖做,

讓孩子吃光光!用天然食材組合美味

吸睛、三餐營養更全面 / 劉怡青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

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130-549-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增肌、維骨的高蛋白質健康微波料

理 : 日本微波爐料理權威用八種長

壽調味料,做出能獲得完整營養的微

波料理,還能延緩高齡者衰退的骨頭

關節。 / 村上祥子著 ; 林巍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Easy ; 

109) .-- ISBN 978-626-7123-55-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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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食譜 2.CST: 營養 3.CST: 老人  

427.1  

第 1 本鑄鐵鍋中式料理書 / 黃景龍, 

陸巧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6 公分 .-- (滋味館 ; 94) .-- ISBN 978-

986-06889-2-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1  

#numbercake 數字蛋糕 : 量身打造獨

一無二的造型蛋糕 / 加藤里名作 ; 夏

淑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

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5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6-39-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人氣甜點 / 安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49-04-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手作烘焙職人之路 : 丙級考試麵包

類全集 / 黃汶達, 程國恩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5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烹飪  

427.16  

日 本 米 其 林 星 級 肯 定 的 「 Atelier 

UKAI」人氣餅乾大公開! / 鈴木滋夫

作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出版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Joying cooking) .-- 

ISBN 978-986-6210-86-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完美派對必備造型甜點  / 任郁筠

(Ann Ren)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91-9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法國植物系烘焙  / 艾維廚房(Hervé 

Cuisine)著 ; 洪鈺淑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

35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戚風蛋糕研究室 : 日本高人氣甜點

名師不失敗美味配方大公開!蓬鬆、

濕潤和 Q 彈三種口感戚風蛋糕 X 創

意戚風蛋糕一次收藏 / 村吉雅之作 ; 

Allen Hs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7-35-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滿月珈琲店 : 星月食帖 / 櫻田千尋著 ; 

闕韻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8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570-

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飲料  

427.16  

辣媽 Shania 的麵包機聖經 : 100 款精

選麵包,生吐司、小布利、奶油手撕

包 ,美味健康無添加! / 辣媽 Shani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86-510-223-4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一同到雜糧星球探險趣 GO! / 鄭曉

芳圖.文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應用

科技大學, 11105 .-- 44 面; 23X20 公

分 .-- ISBN 978-986-5615-66-6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農作物 2.CST: 食譜 3.CST: 通

俗作品  427.3  

日式素家常 101 / 李耀堂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184 面; 26 公分 .-- (滋味

館 ; 93) .-- ISBN 978-986-06889-1-7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素食食譜 2.CST: 日本  

427.31  

夜市排隊素小吃 : 分享 5~50 人份配

方材料,自由選擇在家烹調享用、網

路或小店微創業 / 齋心主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 11105 .-- 144 面 ; 24 公 分  .-- 

(Cook50 ; 221) .-- ISBN 978-626-7064-

16-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素食食譜 2.CST: 臺灣  

427.31  

超上鏡!繽紛炫彩涼夏凍飲 / 旭屋出

版編輯部編著 ; 蔡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567-2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飲料  427.4  

飲料實務 / 王淑媛, 陳淑娟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4-198-5 (上冊:平裝) 普遍

級  

1.CST: 飲料  427.4  

蘿蔔、芥菜大變身 : 傳統智慧的美

味 / 蔡佳佑文稿撰寫 .-- 初版 .-- 臺北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08 .-- 34

面; 22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0-

77-6 (精裝) 普遍級  

1.CST: 食物鹽漬 2.CST: 食物酸漬 

3.CST: 通俗作品  427.75  

今天妳所在乎的 : 讓媽媽的心靈瞬

間獲得安慰的 22 則小語 / 高島大作 ;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Better ; 30) .-- ISBN 978-

957-741-549-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通俗作品  428  

200 道嬰幼兒主副食品全攻略 : 手殘

媽咪也會做!電鍋、烤箱、平底鍋就

能完成的 0~3 歲嬰幼兒美味健康餐 / 

小潔著 .-- 二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2 公分 .-

- (Orange baby ; 15) .-- ISBN 978-626-

96112-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食譜 3.CST: 小兒

營養  428.3  

顛倒看世界 : 我是什麼? / MARUTAN

文.圖 ; 謝依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40 面; 18X18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13R)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127-46-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子遊戲 

3.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428.82  

農業 

休閒農業相關法規彙編 / 台灣休閒

農業學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05 .-- 85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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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86-81945-2-6 (精

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休閒農業 2.CST: 農業法規  

430.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

場年報. 110 年 = Annual Report 2021 : 

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 陳勵勤, 侯惠珍

主編 .-- 臺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1105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0-76-9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 2.CST: 農業推廣 3.CST: 臺

灣  430.39  

臺灣原生山茶之美 = Taiwan native tea 

trees camellia formosensis / 鄭子豪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71-59-7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3.CST: 臺灣  

434.181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年報. 110 年 = 

2021 Debris flow and lrge-scale landslide 

annual report 2021 /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編著 .-- 南投市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1106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0-

79-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土石流 2.CST: 土石流防災  

434.273  

種子的旅行 / 李金雀總編輯 .-- 臺南

市 : 社團法人臺南市南區國宅社區

發展協會, 11105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23-0-7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園藝學 2.CST: 植物 3.CST: 社

區參與  435.1  

全球園藝美學盆栽聖經 : 千幅圖表

示範,園藝博士 30 年密技,創造全綠

氧空間 / 孫冠花著 ; 李靜宜, 莊曼淳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4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80-93-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園藝學 2.CST: 栽培  435.11  

室內植物圖鑑 : 觀葉 x 多肉,從品種、

挑選到照護,輕鬆打造植感生活 / 蘿

倫.卡蜜勒里(Lauren Camilleri), 蘇菲

亞.凱普蘭(Sophia Kaplan)作 ; 黃煦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 11106 .-- 416 面 ; 26 公 分  .-- 

(Sasugas ; 63) .-- ISBN 978-986-289-

731-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室內植物 2.CST: 栽培 3.CST: 

園藝學  435.11  

菌菇的微型世界 : 以玻璃瓶打造掌

中風景 / 樋口和智作 ; 賴惠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6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43-94-5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園藝學 2.CST: 觀賞植物  

435.11  

安心蔬菜自己種 : 陽台菜園「有機

裁種」全圖解!從播種育苗到追肥採

收,28 款好種易活的美味蔬菜 / 謝東

奇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95574-6-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蔬菜 2.CST: 栽培  435.2  

妳從哪裡來? / 林彥雅, 李芷菡圖文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 11105 .-- 26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99-36-

1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桃 2.CST: 栽培 3.CST: 繪本  

435.312  

綠寶歷險記 / 陳俐伶, 鄭凱方文 ; 王

兪茜, 宋品諠, 宋冠杰, 楊昀靜, 廖子

嫻, 鄭亦涵, 鄭巧霓, 鄭沛玲, 鄭玥湄, 

鄭筠蓁圖 .-- 1 版 .-- 彰化縣溪州鄉 :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國民小學, 11105 .-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

69-3 (精裝) 普遍級  

1.CST: 番石榴 2.CST: 繪本 3.CST: 彰

化縣溪州鄉  435.321  

茶花經 = Camellia rules / 絲群欽著 .-- 

初版 .-- [苗栗縣頭份鎮] : 李綉雲 , 

11106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081-0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茶花 2.CST: 品種 3.CST: 栽培  

435.413  

蘭的 10 個誘惑 : 透視蘭花的性吸引

力與演化奧祕 / 呂長澤, 莊貴竣, 鄭杏

倩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32-9586-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蘭花  435.431  

我的第一株多肉植物 715 品種完全

圖鑑 / 田邊昇一作 ; 林芷柔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17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0-427-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多肉植物 2.CST: 栽培  

435.48  

景觀. 2022-I = Landscape / 陳子婷執行

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11106 .-- 1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5833-1-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CST: 景

觀工程設計  435.7064  

芬芳散策 : 一段從嘉義製材所開啟

的日治時期嘉義之旅 / 吳亮衡, 班與

唐, 陳韋聿, 張哲翰著 .-- 初版 .-- 嘉義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

山 林 業 鐵 路 及 文 化 資 產 管 理 處 , 

11105 .-- 2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00-7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林業 2.CST: 林產利用 3.CST: 

歷史 4.CST: 嘉義市  436.0933  

專為孩子設計!趣味樹木圖鑑 : 從葉

子.花朵.果實.樹形.樹皮認識 450 種

常見植物,打造出自主學習力! / 林將

之著 ; 藍嘉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美藝學苑出版社,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220-50-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樹木 2.CST: 植物圖鑑 3.CST: 

通俗作品  436.1111  

嗅聞樹木的 13 種方式 : 從氣味的語

言 了 解 樹 木  / 大 衛 . 喬 治 . 哈 思 克

(David George Haskell)著 ; 陳錦慧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192 面; 19 公

分 .-- (科學新視野 ; 179) .-- ISBN 978-

626-318-302-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樹木  436.1111  

禽畜保健衛生. 二 / 謝快樂等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28 面; 38 公分 .-- ISBN 

978-957-19-332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獸醫學 2.CST: 獸醫公共衛生

學  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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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犬的家庭醫學百科 / Shi-Ba 編輯部

作 ; 陳聖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2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3.CST: 獸

醫學  437.354  

長時間發酵的理想麵包 / 平山哲生

作 ; 周欣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

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 

11106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20-6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39.21  

工程 

DraftSight 電腦輔助繪圖培訓教材 / 

許中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3-10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輔助設計 2.CST: 電腦繪

圖  440.029  

工程數學 / Dennis G. Zill 原著 ; 黃孟

槺編譯 .-- 七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720 面; 

26 公分 .-- 精華本 .-- ISBN 978-626-

96021-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程數學  440.11  

從洗澡到洗好的發明 / 潘美慧作 ; 葛

勁含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12 面; 23 公

分 .-- (愛現小學趣味發明史 ; 1) .-- 

ISBN 978-957-658-841-9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發明 2.CST: 科學 3.CST: 通俗

作品  440.6  

懂專利才能擁有突破低薪的競爭力 / 

卓胡誼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06-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專利  440.6  

測量學 / 黃桂生編著 .-- 八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

192-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測量學  440.9  

土木工程與人類文明 / 洪如江著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

程學會, 11105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983-5-0 ( 平 裝 ) 

NT$800 .-- ISBN 978-986-93983-6-7 (精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土木工程 2.CST: 歷史  

441.09  

高雄市歷史建築新濱町一丁目連棟

紅磚街屋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林

光浩計畫主持 ; 郭思彤協同主持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5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5-96-4 (平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高雄市  

441.41  

雲林縣北港自來水廠歷史建築群修

復及再利用工程委託工作報告書  / 

李浚熒建築師事務所編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5 .-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750-6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雲林縣北港鎮  441.41  

新竹市市定古蹟新竹州圖書館修復

工程委託監造及工作報告書案 : 工

作報告書(結案報告書) / 黃承令計畫

主持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化

局, 11106 .-- 6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2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圖書館建築 2.CST: 歷史性建

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新竹市  

441.413  

家庭建築大小事 100 問 / 王銘山, 張

尚文, 朱伯晟, 張子浩, 周孫江, 陳君

怡, 張沅恆, 陳世達, 林信揚, 葉建甫, 

詹益光, 唐真真, 李昌霖, 連建喜, 楊

書河, 林凱偉, 吳雅萍, 李澤昌, 林東

賢, 留銘男, 張勝南, 林鈴釧, 蔡長恩, 

黃淑珠, 陳首睿, 黃國棟, 戴祖亮, 黃

俊毅, 湯博鈞, 黃錫洲, 謝南陽, 葉宗

衡, 鍾袁鎧, 許煌麟文字編撰 ; 詹益光

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建

築師公會出版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 11106 .-- 13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65-1-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問題集  

441.5  

公寓大廈管理法律一本通 / 李永然, 

林旺根, 許啟龍, 陳淑芬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公寓

大廈管理維護系列 ; 7) .-- ISBN 978-

957-485-505-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營建管理 

3.CST: 公寓  441.51  

營建手札 / 章錦釗主編 .-- 臺北市 : 茂

榮書局, 11105 .-- 4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33-77-2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施工管理 

3.CST: 建築業  441.52  

(技術士)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

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祕笈 / 呂

俊彥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37-091-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施工管理 2.CST: 室內設計 

3.CST: 問題集  441.52022  

建築結構耐震設計 / 張博竣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26-7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結構工程 2.CST: 防震 3.CST: 

建築物  441.571  

雲林縣歷史建築古坑東和陳宅修復

再利用工程委託工作報告書 / 李浚

熒建築師事務所編著 .-- 初版 .-- 雲林

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5 .-- 4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65-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雲林縣古坑鄉  441.59  

雲林縣歷史建築北港地政事務所舊

宿舍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委託工作報

告書 / 張興傑, 蔡筱君計畫主持 .-- 雲

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5 .-- 

3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

64-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雲林縣北港

鎮  441.595  

雲林縣歷史建築古坑國小舊宿舍調

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畫 / 蔡沛辰計

畫主持 ; 施忠賢, 曾國棟協同主持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5 .-- 52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0750-68-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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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雲林縣古坑

鄉  441.595  

水利法規彙編 / 經濟部水利署編著 .-

- 第四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06 .-- 15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3-28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利法規  443.681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 / 張在欣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35-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航海安全設備 2.CST: 海難救

助 3.CST: 無線電通訊  444.6  

使用限制 2 人以下動力浮具操作人

員教材 / 黃妍榛, 張在欣, 劉達生, 吳

肇哲, 徐嘉良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3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船舶 2.CST: 航運管理  444.8  

(國民營事業)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

要 / 祝裕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12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械力學  446.1  

工業通風-原理與實務 : 通風系統設

計與改良方法 = Industrial ventil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 黃榮芳, 林楷

玲, 許清閔作 .-- 三版 .-- 臺北市 : 中

華環保安全衛生協會, 11105 .-- 77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806-1-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空調工程  446.73  

圖解治具設計 / 西村仁著 ; 蘇星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232-6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工具機  446.841  

汽車最新高科技 / 高根英幸著 ; 黃郁

婷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29) .-- ISBN 978-626-320-148-

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汽車 2.CST: 汽車工程  447.1  

救護車,緊急出動! / 竹下文子作 ; 鈴

木守繪 ; 黃惠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2 面; 26X22 公分 .-- ISBN 

978-986-338-500-4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救護車 2.CST: 繪本 3.SHTB: 

交通--3-6 歲幼兒讀物  447.187  

電動車 / Tom Denton 原著 ; 李冠宗, 

林俊男, 呂有豐編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327-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動車  447.21  

電動二輪車原理與維修技巧 / 陳嘉

良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46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車 2.CST: 機器維修  

447.33  

室內配線乙丙級學術科集錦 / 曾相

彬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41-5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力配送  448.37  

微電子技術發展與應用研討會論文

集 . 2022 第二十屆 = Conference on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 

Applications. 2022 20th / 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半導體工程系編輯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105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80-9-9 (平

裝附光碟片) NT$600 普遍級  

1.CST: 微電子學 2.CST: 文集  

448.607  

積體電路測試實務 / 廖裕評, 陸瑞強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05-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積體電路  448.62  

5G 與高速電路板 = 5G and high speed 

PCB/carrier / 白蓉生編著 .-- 桃園市 : 

臺灣電路板協會, 11106 .-- 4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92-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無線電通訊 2.CST: 印刷電路  

448.82  

高格局超前佈署 : 6G 網路原理精解 / 

鄭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46-14-9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無線電通訊 2.CST: 通訊網路 

3.CST: 技術發展  448.82  

可 程 式 控 制 器 程 式 設 計 與 實 務  : 

FX2N/FX3U / 陳正義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5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2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動控制  448.9  

自動化概論 : PLC 與機電整合丙級術

科試題 / 蘇嘉祥, 宓哲民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07-0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自動控制  448.9  

自動控制 / 姚賀騰編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5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1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動控制  448.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圖解建築物理環境入門 : 一次精通

空氣、溫度、日照、光、色彩、聲

音的基本知識、原理和應用 / 原口

秀昭著 ; 陳彩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344 面; 21 公分 .-- (藝術叢

書 ; F11040X) .-- ISBN 978-626-315-

14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環境工程  445  

十六歲的荒野課 : 在自然裡養成一

顆溫柔的心 / 彭永松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4-79-3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環境教育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生態教育  445.9  

OKR 實現淨零排放的行動計畫 / 約

翰.杜爾(John Doerr), 萊恩.潘查薩拉

姆(Ryan Panchadsaram)著 ; 廖月娟, 張

靖之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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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面 ; 23 公 分  .-- ( 財 經 企 管  ; 

BCB770) .-- ISBN 978-986-525-635-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碳排放 2.CST: 地球暖化  

445.92  

一起搶救亞馬遜 : 為什麼一定要保

護地球 / 凱瑟琳.巴爾著 ; 尚.克勞德

繪 ; 鍾慧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07-

649-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繪本 3.CST: 

亞馬遜河 4.SHTB: 環保--3-6 歲幼兒

讀物  445.99  

一起搶救南極洲 : 為什麼一定要保

護地球 / 凱瑟琳.巴爾著 ; 尚.克勞德

繪 ; 鍾慧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07-

647-1 (精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繪本 3.CST: 

南極洲 4.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

物  445.99  

礦冶 

物 理 冶 金  / Gregory N. 

Haidemenopoulos 原著 ; 王玉瑞, 吳玉

娟, 楊永欽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24-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冶金  454.1  

應用化學；化工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行動方案跨部會

執行成果報告. 110 年 / 吳俊瑩, 林俊

宏, 蕭翔云, 許雅雯, 李佳峯, 黃仁宏, 

袁嘉治, 陳惠鈞, 張偉峻, 陳怡君, 葉

宜昀, 陳怡安, 簡祥霖, 洪裕堂, 陳緯

倫, 王筱婷, 李協昌, 陳培梅, 張敬宜, 

謝奕國, 吳佳霖, 莊朝欽, 邱鈞, 陳建

中, 徐嘉欣, 李俊霖, 盧素如, 任怡芃, 

陳曉真, 洪靜宜, 齊慕凡撰稿 .-- 臺北

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

物質局, 11106 .-- 3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8-65-4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化工毒物 2.CST: 還境監測  

460.97  

食品產業年鑑. 2022 / 陳麗婷, 鄭佩真, 

孫以倫, 李怡蓁, 黃秋香, 徐郁婷, 王

素梅, 陳玉玲, 莊承曄, 陳靖旻, 郭芳

妤, 簡政群, 陳怡文, 林淨鈴, 劉宜叡, 

王珮蓉, 彭素玲作 .-- 初版 .-- 新竹市 : 

財 團 法 人 食 品 工 業 發 展 研 究 所 , 

11107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110-37-5 (平裝) NT$4000 普遍級  

1.CST: 食品工業 2.CST: 年鑑  

463.058  

泥土大變身 : 小淘氣的陶學日記 / 王

郁琳, 李如意圖.文 .-- 苗栗縣公館鄉 : 

八塗文創, 11105 .-- 28 面; 23X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116-0-7 (精裝)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通俗作品  

464.1  

窯裡的祕密 : 小淘氣的陶學日記 / 王

郁琳, 李如意圖.文 .-- 苗栗縣公館鄉 : 

八塗文創, 11105 .-- 36 面; 23X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116-1-4 (精裝) 

普遍級  

1.CST: 窯業 2.CST: 陶瓷工藝 3.CST: 

通俗作品  464.1  

顯示色彩工程學 = Color engineering 

for display devices / 胡國瑞, 孫沛立, 徐

道義, 陳鴻興, 黃日鋒, 詹文鑫, 羅梅

君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1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顯示器 2.CST: 光電工程 

3.CST: 色彩學  469.45  

製造 

例說 ESP32 / 張義和, 張凱杰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10-9-3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微電腦 2.CST: 微處理機  

471.516  

作.食器 : 打造手感溫潤、賞心悅目

的木作器皿 / 西川榮明著 ; 黃盈琪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出

版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60 面; 24 公分 .-- (手作良

品 ; 98) .-- ISBN 978-986-7627-47-6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木工 2.CST: 食物容器  474  

商業；各種營業 

太玄茶譜 / 羅英銀總編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五行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1105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964-81-5 (線裝) NT$3200 普

遍級  

1.CST: 茶葉 2.CST: 歷史  481.609  

餐 廳 規 劃 與 設 計  = Restauran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 蔡毓峯, 陳柏

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3

公分 .-- (餐飲旅館系列) .-- ISBN 978-

986-298-399-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餐飲業管理 2.CST: 餐廳  

483.8  

電 動 車 策 略 及 技 術 發 展 分 析  = 

Electric vehicles / 劉巧玉, 陳建安, 王

麗星, 黃晨熏, 何心宇, 徐子明, 蘇奕

霖, 王衍襲, 黃偉正, 智慧城市暨民間

產業研究團隊 , 日經製造 , NIKKEI 

AUTOMOTIVES, NIKKEI 

ELECTRONICS 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1106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81-870-8 (平裝) NT$15800 普遍

級  

1.CST: 汽車業 2.CST: 電動車 3.CST: 

產業分析 4.CST: 技術發展  484.3  

半導體投資大戰 / 金榮雨(김영우)著 ; 

蕭素菁, 陳柏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

刊, 11105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51-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半導體工業 2.CST: 市場分析 

3.CST: 產業發展  484.51  

元宇宙大冒險 : 破解元宇宙世界迷

思與商業模式 / 吳仁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544-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產業分析  484.6  

喚醒沉睡的巨獅 Grand Seiko : 將一流

品質的商品,從谷底打造成極具競爭

力的全球精品品牌經營之路 / 梅本

宏彦作 ; 周奕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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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認真職場 ; 22) .-- ISBN 978-626-

95954-5-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鐘錶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品牌行銷 4.CST: 日本  

487.18  

REEBOK 傳奇 : 福斯特家族企業稱霸

全 球 的 跑 鞋 革 命  / 喬 . 福斯 特 (Joe 

Foster)作 ; 蔡世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亞當斯密 ; 17) .-- 

ISBN 978-626-7092-43-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銳跑國際公司 2.CST: 福斯特

家族 3.CST: 鞋業 4.CST: 傳記  

487.45  

臺灣數位出版產業之經營行銷策略

分析 / 李香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群英社, 11106 .-- 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90-1-7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1.CST: 出版業 2.CST: 電子出版 

3.CST: 行銷策略  487.7  

台灣紡織產業加值創新研討會論文

集. 2022 /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編

著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織品服裝

學系, 11105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0-1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紡織業 2.CST: 產業發展 

3.CST: 創意 4.CST: 文集  488.07  

兩輪江湖的真相  / 林昱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088-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外送服務業 2.CST: 通俗作品  

489.1  

民宿規劃與經營管理 / 吳銘軒, 陳芳

華, 謝琦強, 莊中銘, 謝文凱, 陸冠全, 

陳鵬洲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72-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民宿 2.CST: 旅館業管理  

489.2  

零基礎開始藝術投資 : 給新手的當

代藝術投資教科書 / 德光健治著 ; 許

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825-6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藝術市場 2.CST: 藝術品 

3.CST: 投資  489.7  

商學 

ESG 與 CSR : 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祕

笈(題庫與詳解) / 李建興, 鄧小燕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0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549-6-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社會學 2.CST: 企業管理 

3.CST: 永續發展  490.15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4 暨世界上最

有力量的是夢想. 42 / 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5305-7-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業  490.99  

幸福三部曲 : 15 位成功翻轉人生的

企業家 / 陳秀卿等 15 位 CEO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知識流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EMBA ; 7) .-- ISBN 978-986-99401-3-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創業 3.CST: 臺

灣傳記  490.9933  

中級會計學 / 張仲岳, 蔡彥卿, 劉啟群

著 .-- 5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6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30-10-0 (下冊: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級會計  495.1  

會計地圖 : 跟著大會計師讀財報,秒

懂公司成功祕密 / 近藤哲朗, 沖山誠

作 ;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2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會計學  495.1  

自媒體時代必學的高效行銷術 : 用

「真相」打動顧客!一人公司、新創

公司、自由業者都適用!精準傳遞品

牌及商品價值的公關行銷策略 / 李

娟秀, 文仁宣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11107 .-- 33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06-0-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行銷策略  

496  

東大教授十小時教會你大學四年的

行銷學 / 阿部誠著 ; 何蟬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901-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496  

超圖解行銷管理 : 55 堂必修的行銷

學精華 / 戴國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903-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行銷管理  

496  

ESG 品牌創新六部曲 / 高端訓, 陳雅

言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5-524-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品牌 2.CST: 企業經營  

496.14  

頂尖業務有九成靠劇本 : 自掏腰包

買業績的銷售白痴,這樣變身成交破

億的推銷高手 / 加賀田裕之作 ; 葉廷

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

分 .-- (生涯智庫 ; 204) .-- ISBN 978-

986-175-685-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圖解顧客滿意經營 / 陳耀茂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57-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行銷管理 2.CST: 行銷策略 

3.CST: 顧客關係管理  496.5  

銷傲江湖之最強銷售成交 SOP / 林裕

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1-940-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職場成功法  

496.5  

勸敗行銷學,懂聊才叫懂行銷 : 及時

讚美 X 推拉行銷 X 適當施壓,讓顧客

快樂包色的銷售話術 / 黃榮華, 周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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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4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395-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行

銷策略  496.5  

讓鯨魚上鉤 : 跟客戶當朋友,了解他

的個性、工作與家人,看見他的需求

再推銷。想讓客戶願意一次次幫你

做業績,這些「準備」最重要 / 馬庫

斯.林(Marcus Lim)著 ; 曾秀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Biz ; 

399) .-- ISBN 978-626-7123-67-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行銷策略  496.5  

文案寫出差異化,讓商品被看見 / 椹

寬子著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44) .-- ISBN 978-626-318-30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廣告文案 2.CST: 廣告寫作  

497.5  

坎城創意獎結案報告. 2020/21 年 = 

Cannes Lion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reativity 2020/21 / 賴治怡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魚廣告網工作室 ; 臺

北市 : LIONS 獅子創意節家族台灣官

方代表辦公室, 11106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8881-7-3 (平裝) 

NT$1380 普遍級  

1.CST: 廣告作品  497.9  

*菜場搜神記 : 一個不買菜女子的市

場踏查日記 / 蘇凌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裏路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9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181-6-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市場 2.CST: 攤販 3.CST: 臺灣  

498.7  

企業管理 

(郵政招考)企業管理(含大意) / 陳金

城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28-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494  

(郵政招考)企業管理大意滿分必殺

絕技 / 楊均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08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494  

企業永續暨 ESG 管理之理論與實踐 

/ 簡又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 

11105 .-- 冊 .-- ISBN 978-986-95832-8-

2 (上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

986-95832-9-9 (下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626-96193-0-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永續發展  

494  

成功在國際舞台競逐 : 36 個關鍵思

維  = Thirty-six going global tips for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于卓

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106 .-- 136 面; 21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

764-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國際企業 

3.CST: 成功法  494  

法家管理思想 / 張廣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230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代管理叢書 ; 

2) .-- ISBN 978-986-314-602-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法家 2.CST: 管理理論 3.CST: 

企業管理  494  

專案管理輕鬆學 : PMP 國際專案管

理師教戰寶典 / 胡世雄, 江軍, 彭立言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4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3-109-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專案管理  494  

這位 CEO 有點斜槓,奇異總裁傑克.

威爾許 : 六標準差、無邊界概念、

區別化人才激勵機制......一場屬於奇

異的管理革命 / 徐博年, 趙建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01-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威爾許(Welch, Jack, 1935-) 

2.CST: 傳記 3.CST: 企業管理  494  

晶華菁華 : 潘思亮從成長到重生的

經營抉擇與哲思 / 林靜宜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296 面; 23 公

分 .-- (財經企管 ; 768) .-- ISBN 978-

986-525-616-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旅館業管理 

3.CST: 旅館經營 4.CST: 人生哲學  

494  

圖解企業危機管理 / 朱延智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60-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危機管理 2.CST: 企業管理  

494  

徹底 3S : 「枚岡流」成功法則 / 古芝

保治著 ; 樂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正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3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

06042-6-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企業經營  

494  

管理學 : 迎向世界 = Management : 

towards the world / 鄭紹成, 高于歡, 陳

鉦達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6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廣告女王在想啥 : 台灣奧美創辦人

莊淑芬的 36 篇趨勢筆記 : 探索新世

界/心管理/新世代 / 莊淑芬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天下

財經 ; 462) .-- ISBN 978-986-398-77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品牌行銷 

3.CST: 組織管理  494  

台灣商管教育當前重大議題與對策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 台灣商管學

院聯合會主編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

鄉 : 台灣商管學院聯合會, 11107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33-

0-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商業管理 

3.CST: 在職教育 4.CST: 文集  

494.07  

一天工作 6 分鐘 : 成功企業家教你善

用槓桿的力量創造豐足與自由 / 道

格拉斯.維米爾(Douglas Vermeeren)著 ; 

甘振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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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生涯智庫 ; 205) .-- ISBN 

978-986-175-682-0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創業  

494.1  

我在豐泰的經營回憶錄 / 王秋雄作 .-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豐泰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96166-0-2 (精裝) 

普遍級  

1.CST: 王秋雄 2.CST: 傳記 3.CST: 企

業經營  494.1  

很東方的管理哲學 : 領導力的修練,

中庸之道 x 無為而治 x 佛系應對,溫

和敦厚的東方版<<君王論>> / 岳陽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27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438-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中國哲學  

494.1  

高勝算決策. 2 : 做出好決策的高效訓

練 : 選科系、找工作、挑伴侶、做

投資 ......面對人生各種抉擇難題 ,如

何做出精準判斷,降低失誤,提高成功

率? / 安妮.杜克(Annie Duke)著 ; 林奕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89) .-- ISBN 

978-986-507-893-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決策管理  494.1  

創業企劃書撰寫心法 : 八堂課讓你

輕鬆找到投資人 / 張嶂, 馬廣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出版 : 城

邦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Bizpro) .-

- ISBN 978-957-2049-21-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企劃書  494.1  

*策略聯盟 : 聯盟企業如何改變全球

商務 / 賽魯斯.傅瑞德漢著 ; 譚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3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9-64-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策略聯盟 2.CST: 企業聯盟 

3.CST: 國際貿易  494.1  

腦與力無限公司 : 虛實整合的挑戰!

史丹佛商學院教你領先企業必備的

十大核心能力 / 勞勃.席格(Robert E. 

Siegel)著 ; 葉中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579-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策略規劃 2.CST: 企業管理  

494.1  

管 理 導 論  / 彼 得 . 杜 拉 克 (Peter F. 

Drucker)作 ; 林麗冠譯 .-- 臺北市 : 博

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跨世紀大師彼得.杜拉克全集 ; 16) .-

- ISBN 978-626-95673-2-4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1  

內省的技術 : 勇敢了解自我、願意

真心傾聽,培養主動學習的能力,讓自

己和組織更強大! / 熊谷美香著 ; 許

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

社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

理 ; 177) .-- ISBN 978-626-95747-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組織管理 

3.CST: 自我實現  494.2  

高績效主管帶人術 / 張力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30-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管理者 2.CST: 企業領導 

3.CST: 組織管理  494.2  

愈吵愈有競爭力 : 建立團隊的心理

安全感,鼓勵「有意義的意見對立」,

不讓「沉默成本」破壞創意 / 石井

遼介著 ; 林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48-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組織管理 2.CST: 組織心理學  

494.2  

如何循序漸進撐起自己的野心 : 這

世上,比賺得少更可怕的,是迷茫,這

本書一定可以給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 陳立飛(Spenser)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3-48-

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為自己再勇敢一次 : 矽谷阿雅的職

場不死鳥蛻變心法 / 鄭雅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商戰 ; 

225) .-- ISBN 978-986-134-424-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494.35  

個人無限公司 : 轉職和副業的相乘 x

生涯價值最大化生存法 / moto 著 ; 羅

淑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職

場方舟 ; ACA4013) .-- ISBN 978-626-

7095-4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生涯規劃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閉環思維 / 智俊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23-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工作效率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量子思考 : 跳脫常識,在沒有答案的

世界裡找到自己的路 / 村上憲郎著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New brain ; 36) .-- ISBN 

978-986-137-374-4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思考  

494.35  

與成功連結 /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 何玉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周刊,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99-50-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思維方法 

3.CST: 思考  494.35  

工作者在參與教育訓練上差異性之

研究 : 以製造業為例 / 陳嘉偉, 蕭景

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

限公司, 11105 .-- 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325-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教育訓練 2.CST: 職業衛生 

3.CST: 製造業  494.386  

決戰庫存 : 連結客戶與供應商,一本

談供應鏈管理的小說 / 程曉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6 .-

- 448 面; 23 公分 .-- (經營管理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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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96153-1-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供應鏈管理 2.CST: 庫存管理  

494.5  

追求至善品質的豐田模式 / 野村貞

郎著 ; 李家宏, 劉苡辰, 林世榮, 周茂

森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引興精實管

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93-1-4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豐田汽車公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2.CST: 生產管理 3.CST: 

品質管理 4.CST: 企業管理  494.5  

品質管制(F) / 鄭清和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1105 .-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531-5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品質管制  494.56  

一看就懂的吸睛(圖表)改良術 : 這樣

改,變身好設計 / 北田莊平, 渡邊真洋

作 ; 陳聖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

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 192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124) .-- 

ISBN 978-986-5520-68-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圖表 2.CST: 簡報 3.CST: 視覺

設計  494.6  

風險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鄭燦堂著 .-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5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61-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風險管理  494.6  

風險管理精要 : 全面性與案例簡評 / 

宋明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902-8 (平

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風險管理  494.6  

無往不利的簡報表達力 : 談判、說

服、提案都有效的 44 堂說話課 / 清

水久三子作 ;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Lead ; 

4) .-- ISBN 978-957-658-84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簡報 2.CST: 說話藝術  494.6  

無形資產評價師初級能力鑑定 : 無

形資產評價之基礎知識. 2022 年版 / 

蘇瓜藤, 詹凌菁, 彭火樹, 高銘淞, 宋

皇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台灣金融研訓院, 11105 .-- 29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9-23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務管理 2.CST: 資產管理 

3.CST: 職業倫理  494.7  

聯輔 40 周年專刊 : 台灣紓困機制實

錄 / 賴坤成, 何立茹, 何彥儒, 吳昕寰, 

李桂蘭, 汪昀蓁, 林建宏, 林洋洲, 施

佑政, 徐林寬, 徐健恩, 翁德旭, 張文

巧, 郭亘峰, 陳怡靜, 游雅筑, 黃文衡, 

黃怡寧, 劉建哲, 劉 源, 謝宜為, 謝啟

士, 顏群育作 ; 郭迺鋒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中小企業聯

合輔導基金會, 11106 .-- 2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681-43-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臺灣中小企業聯合

輔導基金會 2.CST: 財務管理 3.CST: 

融資 4.CST: 中小企業管理  494.7  

社會科學類 

總論 

社會科學的解構與再建構 / 黃應貴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4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465-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社會科學  500  

發展與前瞻論叢 =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 林育任, 齊光裕, 李銘義, 許

源派, 朱英嘉, 莫桂娥, 呂文玲, 何振

盛, 劉性仁, 曾于蓁, 郭冠廷, 柳金財, 

黃馨慧, 王珍一, 匡思聖, 傅瑩貞, 李

炳南, 紀光陽, 吳宏熙, 林哲瑩, 鄭晏

甄作 ; 齊光裕, 紀光陽主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 宜蘭縣 : 社團法人台灣對外關係

研究暨發展協會, 11105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8-398-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文集  507  

統計 

7 小時,統計學從天書變故事書 : 常態

分布是什麼?回歸分析又該怎麼用?

透過解析案例與故事,7 小時讓你秒

懂統計學基礎。 / 本丸諒作 ; 林信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

公司, 11107 .-- 272 面; 23 公分 .-- (Biz ; 

400) .-- ISBN 978-626-7123-68-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行為科學統計學 / Robert R. Pagano 著 ; 

趙碧華編譯 .-- 修訂四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11106 .-- 6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953-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2.CST: 心理統計學 

3.CST: 行為科學  510  

基 礎 行 為 科 學 統 計 學  / David C. 

Howell 原著 ; 郭俊賢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6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53-2-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2.CST: 心理統計學 

3.CST: 行為科學  510  

統計吉霸分 / 楚瀚編著 .-- 初版 .-- [新

竹市] : 偉文出版社, 11105 .-- 冊 .-- 

ISBN 978-986-06739-7-5 (上冊:平裝) 

NT$750 .-- ISBN 978-986-06739-8-2 (下

冊:平裝) NT$89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統計學 / 彭賓鈺, 張振華, 徐偉鈞編

著 .-- 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36-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徹 底 學 會 貝 氏 統 計  / Therese M. 

Donovan, Ruth M. Mickey 著 ; 黃駿譯 .-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2-721-5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2.CST: 貝氏統計  

511.8  

教育 

潛進深度學習 : 實用工具書 / Joanne 

Quinn, Joanne McEachen, Michael 

Fullan, Mag Gardner, Max Drummy ; 陳

佩英, 邱淑娟, 洪金英, 劉晶晶, 李小

蘭, 楊瑞濱, 許靜喆, 李憶慈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

版中心, 11105 .-- 272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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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624-85-9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教育改革 2.CST: 教育計畫  

520  

教育、心理與性教育研究論文集 = 

A symposium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exuality education / 魏慧美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魏慧美, 11105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12-

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教育心理學 

3.CST: 性教育 4.CST: 文集  520.07  

屏東教育力 / 林秀英, 謝俊明, 蔡信東, 

鐘敏翠, 鍾秀鳳企劃撰文 .-- 第一版 .-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5 .-- 1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17-22-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3.CST: 屏東

縣  520.7  

教育藝術方法論 : 教學法 / 魯道夫.施

泰納(Rudolf Steiner)[作] ; 沈柏年翻

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財團

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11106 .-- 3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9043-8-

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邁向學校活用與地方創生的課程與

教學 / 梁忠銘, 白松賢, 尾川満宏, 作

田良三, 梅田崇廣, 林吟霞, 何俊青, 

洪雯柔, 王俊斌, 黃嘉莉, 張力亞, 楊

洲松, 陳啟東, 朱俊彥, 鄭勝耀, 吳學

昂, 余屹安, 范熾文, 吳景泉, 林俊瑩, 

張凱程, 陳威良, 林明地, 劉怡華, 廖

偉民合著 ; 梁忠銘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79-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統合心智 : 多元智能理論創始人霍

華 . 加 德 納 回 憶 錄  / 霍 華 . 加 德 納

(Howard Gardner)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352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234) .-- ISBN 978-626-305-24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加德納(Gardner, Howard, 

1943- ) 2.CST: 學習心理學 3.CST: 智

力理論 4.CST: 傳記  521  

拜託!可以不要念書嗎? : 15 個超強自

主學習技巧+漫畫圖解,家長老師學

生都嗨翻! / 齋藤孝著 ; 伊地知宏之

繪 ; 沈郁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

880-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自主學習 2.CST: 學習方法 

3.CST: 通俗作品  521.1  

數學智力與性向測驗 : 五年級~九年

級必備的數學力  / 許建銘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136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626-317-874-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教育測驗 2.CST: 學術性向 

3.CST: 數學科 4.CST: 中小學教育  

521.36  

成為人氣講師的高互動教學法 : 仙

女老師教你善用白板八法,優化學員

學習經驗 / 余懷瑾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商周教育

館 ; 54) .-- ISBN 978-626-318-303-2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學法  521.4  

從 0 到 100 的議題桌遊設計實戰 / 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遊中

學科學團隊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853-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教學活動設計 2.CST: 桌遊  

521.4  

*景觀學系設計實習課程教學實務研

究 : 以福岡國際永續設計工作坊與

閩江學院設計課為例 / 郭維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

出版部, 11105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6-413-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教學研究 2.CST: 教學設計 

3.CST: 教學法  521.4  

混成學習專業發展規劃之基礎 : 學

與 教 的 虛 實 交 會 點  / Stepan 

Mekhitarian 原著 ; 陳佩英, 許伯安, 李

憶慈, 葉秋菊, 樊可瑜, 呂雅慧, 王美

芳, 鄭錚易, 鄭敬儀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164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738-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遠距教學 2.CST: 遠距學習 

3.CST: 教學模式  521.52  

教育與資料庫應用研究中文論文集 

= A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database applied research / 魏慧美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李愷鵬, 11105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13-

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師資培育 2.CST: 文集  

522.607  

0~3 歲玩出好腦力 : 紅色圓形有幾個? 

/ 清水大輔文.圖 ; 劉子韻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0

面; 20X20 公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7140-25-3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幼兒遊戲 2.CST: 親子遊戲 

3.SHTB: 認知發展--0-3 歲幼兒讀物  

523.13  

0~3 歲玩出好腦力 : 紅色圓形是哪個? 

/ 清水大輔文.圖 ; 劉子韻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0

面; 20X20 公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7140-24-6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幼兒遊戲 2.CST: 親子遊戲 

3.SHTB: 認知發展--0-3 歲幼兒讀物  

523.13  

大家一起玩 / 劉書玉, 何佳芬作 ; 鄭

雪芳插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3-47-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SHTB: 社會互動--

3-6 歲幼兒讀物  523.13  

探索世界找一找. 3, 世界節慶. 下 / 劉

載永文.圖 ; 黃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21-

56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益智遊戲 

3.CST: 繪本  523.13  

猜猜看去哪裡玩? / 林芳萍文 ; 九子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25-629-6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益智遊戲 

3.CST: 繪本  523.13  

猜猜看交通工具 / 林芳萍文 ; 蔡元婷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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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25-628-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運輸工具 2.CST: 兒童遊戲 

3.CST: 繪本  523.13  

小心,這樣很危險 / 人類文化編輯部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96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626-7071-95-3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安全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523.2  

你認為這樣做,對嗎! / 人類文化編輯

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96 面 ; 

17X17 公分 .-- ISBN 978-626-7071-96-

0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德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

讀物  523.2  

是誰偷了我的城堡. 下集, 阿甲出任

務 / 陳玲芬作 ; 李昀諭繪圖 .-- 1 版 .-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11105 .-- 47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471-06-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土地行政 

3.CST: 繪本  523.2  

寫給幼兒園家長的第一本書 / 盧美

貴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7-876-

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學校與家庭  

523.2  

請不要隨便摸我! : 第一本教孩子保

護自己的性教育啟蒙書 / 遠見才希

子文 ; 川原瑞丸圖 ; 伊之文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0 面; 23X21 公分 .-- (三采

繪本書坊) .-- ISBN 978-957-658-840-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性教育 

3.SHTB: 人體--3-6 歲幼兒讀物  

523.2  

幼兒園課程發展 : 理論與實務 / 簡楚

瑛, 張淑敏, 王儷蓁, 王令彥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384 面; 23 公分 .-- (幼

兒教育系列 ; 51226) .-- ISBN 978-986-

0744-94-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學前課程 

3.CST: 教學活動設計  523.23  

幼兒感覺統合活動設計  = Sensory 

integration activities for preschoolers / 陳

惠芳, 吳字芸, 曹純瓊, 黃淑珍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88-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感覺統合訓

練 3.CST: 活動課程 4.CST: 課程規劃

設計  523.23  

簡 易 機 械  : 航 海 冒 險  = Simple 

machines : sailing adventure / 玩樂高手

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樂

疊創意機器人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06714-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械工程 2.CST: 幼兒教育 

3.CST: 學前教育 4.CST: 繪本 

5.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成為你心中的好老師 : 幼教甄選自

我成長學習手冊  / 楊逸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12-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教師專業資格 2.CST: 幼兒教

育  523.26  

托嬰管理 TQM : 扭轉機構困境的 7

大管理定律 / 何佩珊著 .-- 新北市 : 集

夢坊,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5-3-2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學校管理 

3.CST: 全面品質管理  523.28  

解 析 素 養 導 向 評 量  = Analysis of 

competency-based assessment / 任慶儀, 

陳麗文, 王金國, 林海清, 李偉俊, 王

智弘, 廖興國, 廖錦文, 陳榮政, 陳科

名, 曾素秋, 林進山, 林松柏, 韓碧琴, 

何希慧, 吳權威, 謝傳崇, 陳致澄, 林

芳均, 周愉晴, 洪女真, 陳政芳, 許淑

媛, 林淑芳, 李燕坪, 廖本廷, 游源忠, 

柯杏燕, 連秀玉, 劉芹樺, 曹建文, 陳

卉玟, 葉天喜, 張瑛娸, 康育蘋, 林錫

恩, 吳夢竹, 許美觀, 莊慶鑫, 黃維民, 

闕珈巧, 朱偉祺, 蘇映陵, 李珮如, 李

柏紅, 蘇怡華, 陳宛詩, 賴秀芳, 黃彥

超, 廖婉綸合著 ; 林海清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6 公分 .-- (高等教育

系列) .-- ISBN 978-957-511-751-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教學研究 2.CST: 教學評量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  

連結生活 : 109 學年度教師教學研究

成果彙編 / 呂玉嬋, 陳麗雅, 江淑媛, 

郭語婠, 陳滰玹, 徐鑰傑, 古雅慧, 張

伊婷, 尤瑞綺, 黃怡靜, 李意琦, 范力

分, 蔡欣潔, 陳姿婷, 許珂毓, 葉麗鳳, 

陳玫均, 鄭佳佩, 劉郁青, 張溫梓, 簡

均如, 林家蓁, 李正同, 李育曇, 林姿

妏, 蔡佩汝, 傅室宸, 吳孟倩, 鄭裕仁, 

方翠瑩, 朱瑩榛, 吳建廷, 黃丰乃, 許

志遠, 林紹偉, 游艾芸, 王雲生, 黃梅

婷, 王別鐸, 苗敬祥作 ; 楊美伶總編

輯 .-- 新竹市 :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

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 11106 .-- 2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41-4-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小學教學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文集  523.307  

讀聊齋學成語 / 鄒敦怜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06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

428-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成語 3.CST: 

小學教學  523.311  

想像力面對面 : 我的故事大冒險 / 黃

正華, 劉旭恭著 ; 許增巧繪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6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說故事 2.CST: 自由聯想 

3.CST: 初等教育  523.316  

常春藤兒童英語 Ivyland. No.4 / 黃淑

芬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賴世雄

智網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605-52-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523.318  

一到四年級華德福幾何學教育的形

線畫 / Ernst Schuberth 著 ; 林凱萍, 倪

鳴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895-4-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幾何 3.CST: 

小學教學  5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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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精英 : 數學得分超 EASY 五年級 

/ 品蓁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95681-4-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95681-5-4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小學教學  

523.32  

離島星星數一數 : 逃出數學的密室 / 

洪進益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

創, 11106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671-5-7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數學遊戲 

3.CST: 小學教學  523.32  

60 秒變身地球科學小天才 / 強.理查

茲(Jon Richards)著 ; 洪夏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7 .-- 128 面; 24 公

分 .-- (商周教育館 ; 57) .-- ISBN 978-

626-318-325-4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523.36  

*臺北市國民小學基本學力檢測計畫

成果報告. 110 年度 / 陳清義, 馮永敏, 

楊瑞智, 鍾靜, 張武昌, 邢小萍, 陳滄

智, 陳順和, 方芳蘭, 鄒彩完, 游惠音, 

郭瑞芬, 黃玉貞, 鄭福來, 方正銘, 賴

婷妤, 陳威宇, 湖于瑩, 林翠玫, 石玫

芳, 吳欣悅, 胡詩菁, 張雅文, 曾婉菁, 

蘇映亘, 吳政達, 陳蕙菁, 鄭茜文, 黃

蘭媖, 楊淨雯, 蘇盈之, 王淑珍, 張嘉

芳, 朱廉婷撰稿 ; 陳清義主編 .-- 臺北

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05 .-- 2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15-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本學力測驗 2.CST: 小學 

3.CST: 臺北市  523.6115  

小學校長走過第一年 / 林文律主編 .-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

公司, 11105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1-00-5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校長 2.CST: 學校行政 3.CST: 

學校管理  523.68  

校長的一天 / 林玫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80 面; 21 公分 .-- 

(教育教養 ; BEP073) .-- ISBN 978-986-

525-63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林玫伶 2.CST: 校長 3.CST: 學

校管理 4.CST: 教育行政  523.68  

漳和越六十 璀璨耀千秋 : 漳和國小

六十週年校慶特刊 / 郭清雄主編 .-- 

南投市 :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

學, 11105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1-05-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523.833/119  

40 週寫作覺醒影音書 : 心法.示範.評

析 / 聯合報寫作教室專業教師作 .-- 

二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5-21-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寫作法 4.CST: 中等教學  524.313  

給中學生的專題寫作術 : 一輩子都

需要的關鍵寫作力,現在開始學習! / 

謝其濬文 ; 漢寶包漫畫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13 歲就

開始 ; 4) .-- ISBN 978-626-305-25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寫作法 

3.CST: 中等教育  524.313  

*國中.高中數學 : 有趣又實用的生活

數學!附重要公式集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陳朕疆翻譯 .-- 第一版 .-- 新

北 市  : 人 人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44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利

略系列 ; 31) .-- ISBN 978-986-461-291-

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資訊科技 / 蔡志敏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282 面; 26 公分 .-- 普通型高中 .-- 

ISBN 978-626-324-188-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資訊科技 

3.CST: 中等教育  524.375  

英語高頻字彙完全攻略 : 選字範圍

3500 字~6000 字 3~6 級字彙 = High-

frequency vocabulary builder for college 

entrance exams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660-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中小學創新班級經營 : 以案例分析

學習 / 周新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87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班級經營 2.CST: 中小學教育  

524.6  

給中學生的人際溝通術 : 一輩子都

需要的互動表達力,現在開始學習! / 

楊俐容文 ; 吳宇實漫畫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16 面; 21 公分 .-- (13 歲就

開始 ; 7) .-- ISBN 978-626-305-254-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學生 2.CST: 人際關係 

3.CST: 溝通技巧  524.7  

給中學生的口語表達術 : 一輩子都

要擁有的口語表達力,從現在開始學

習! / 游嘉惠文 ; 咖哩東漫畫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13 歲

就開始 ; 3) .-- ISBN 978-626-305-256-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學生 2.CST: 演說術  524.7  

給中學生的生涯探索術 : 找到人生

目標的關鍵探索力,現在開始學習! / 

謝其濬文 ; LONLON 漫畫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13 歲

就開始 ; 2) .-- ISBN 978-626-305-250-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學生 2.CST: 生涯規劃 

3.CST: 升學輔導  524.7  

給中學生的時間管理術 : 一輩子都

要擁有的時間掌握力,現在開始學習! 

/ 謝其濬文 ; YINYIN 漫畫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13 歲就

開始 ; 1) .-- ISBN 978-626-305-24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學生 2.CST: 時間管理 

3.CST: 生活指導  524.7  

給中學生的情緒管理術 : 一輩子都

需要的情緒調適力,現在開始學習! / 

楊俐容, 孫德齡文 ; 蛋糕假面 X 漫

畫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1 公

分 .-- (13 歲就開始 ; 5) .-- ISBN 978-

626-305-252-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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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中學生 2.CST: 情緒管理  

524.7  

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 : 一輩子都

需要的資料統整力,現在開始學習! / 

游嘉惠文 ; 梓琿漫畫 .-- 第二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16 面; 21 公分 .-- (13 歲就

開始 ; 6) .-- ISBN 978-626-305-25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學生 2.CST: 筆記法 3.CST: 

檔案整理  524.7  

繁星歡唱 美和 60 / 曾焜宗, 李虹叡, 

閻芊樺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

復文圖書出版社,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6-248-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2.CST: 歷史  524.833/135  

花女青年 : 九五周年校慶特刊 / 胡采

靈主編 .-- 花蓮市 : 國立花蓮女子高

級中學, 11105 .-- 180 面; 4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55-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524.833/137  

百分之一的「綠量」-以森作責 : 臺

大實驗林大學社會責任成果專書  / 

林如森, 蔡惠卿文 .-- 第一版 .-- 南投

縣竹山鎮 :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2-87-

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2.CST: 學校與社

會  525.016  

產學合作活化課程培育新時代跨域

人才 / 劉千鳳作 .-- 初版 .-- 苗栗縣造

橋鄉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

大學, 11105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8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產學合作 

3.CST: 文集  525.07  

導航麵包屑  : 前瞻課群路徑圖  = 

Navigation breadcrumbs : guide maps of 

UFO project pioneers / 吳冠儀, 林玲安 ; 

陳恒安, 陳政宏, 陳德容, UFO 計畫受

補助團隊 ; 陳政宏, 陳德容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5 .-- 337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6-

54-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課程研究 

3.CST: 課程規劃設計  525.3  

閱讀教學啟動心靈視窗 / 謝淑熙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23 公分 .-- 

(語言教學叢書  ; 1100022) .-- ISBN 

978-986-478-690-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高等教育  525.33  

不同的人生風景 : 臺大教師傑出服

務的故事. 4 / 羅清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

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6 .-- 384

面; 21 公分 .-- (Taida 臺大系列) .-- 

ISBN 978-986-350-607-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大學教師 2.CST: 優良教師 

3.CST: 高等教育 4.CST: 教學法  

525.5  

甄戰大學 : 決戰新課綱(遊憩運動學

群) /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95-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年輪與果實 : 張家宜品質栽植 14 年 / 

張家宜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

學出版中心, 11106 .-- 19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32-18-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淡江大學 2.CST: 學校行政  

525.833/103  

百花川的故事 / 王豫邦, 李力庸, 李欣

倫, 林育萱, 林佳樺, 郭惠珍, 康珮, 羅

健祐文稿撰寫 ; 李瑞騰主編 .-- 桃園

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1105 .-- 178 面; 

23 公分 .-- (人文中大書系 ; 6) .-- ISBN 

978-626-95497-8-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國立中央大學 2.CST: 文集  

525.833/109  

五十飛躍 : 天主教崇仁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 韓玲玲

主編 .-- 嘉義縣大林鎮 : 天主教崇仁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105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474-1-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525.833/125  

夢想的起點 : 來自國境之南的新想

像 / 國立屏東大學編著 .-- 屏東市 : 國

立屏東大學, 11106 .-- 24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96159-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立屏東大學  525.833/135  

正向教養學校講師訓練手冊 : 在學

校和班級中運用正向教養的法則 l / 

特蕾莎.拉薩拉(Teresa Lasala), 喬迪.

麥克維蒂(Jody Mcvittie), 蘇珊娜.斯蜜

莎(Suzanne Smitha) ; 姚以婷, 葉品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姚以婷出版 : 

社團法人中華亞洲阿德勒心理諮商

暨應用協會發行, 11106 .-- 28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136-7 (平裝) 

NT$1480 普遍級  

1.CST: 學校教育 2.CST: 班級經營  

527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1, 為什麼

會發生霸凌? / NHK「打倒霸凌」製

作組編 ;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48 面; 24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56) .-- ISBN 978-986-507-858-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學校安全 2.CST: 校園霸凌  

527.59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2, 發生霸

凌了該怎麼辦? / NHK「打倒霸凌」

製作組編 ;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48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

列 ; 257) .-- ISBN 978-986-507-859-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學校安全 2.CST: 校園霸凌  

527.59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3, 打造沒

有霸凌的教室! / NHK「打倒霸凌」

製作組編 ;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48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

列 ; 258) .-- ISBN 978-986-507-860-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學校安全 2.CST: 校園霸凌  

527.59  

聚心玩有引力 : 社團經營的服務力、

引導力和領袖魅力 / 李冠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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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62-23-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學生社團 2.CST: 課外活動 

3.CST: 組織管理 4.CST: 中等教育  

527.83  

你的賦權,是最好的成全 : 讓孩子踏

上勇於跨界的生命旅程 / 謝智謀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230) .-- ISBN 978-626-

305-243-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家庭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換個說話口氣,孩子就會聽 : 1 分鐘神

奇溝通術,孩子情緒可以這樣懂 / 內

田賢司著 ; 羊恩媺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20-5-5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讓孩子自動自發的正向回話術 / 石

田勝紀著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親子田系

列 ; 53) .-- ISBN 978-986-507-898-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528.2  

小學生的煩惱. 3, 面對壓力該如何調

適? / 大野裕監修 ; 市川美月漫畫 ; 吳

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廣泛

閱讀) .-- ISBN 978-626-7140-28-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情緒管理  

528.33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vol 21, 便利

的交通工具 /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4X24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507-8-4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交通--0-3 歲幼兒讀物  

528.33  

來!綁鞋帶 / 林靈作 ; 顏銘辰繪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0 面; 21X21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06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528.33  

資訊素養融入探究式學習之理論與

實務 / 賴苑玲, 陳海泓, 曾品方, 林心

茹, 陳芳雅, 童師薇作 ; 陳昭珍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61-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資訊素養 2.CST: 資訊教育  

528.45  

小小孩能做大大事 : 30 個好品格養

成故事 / 馬思威原著 ; 黃盟雅繪 ; 時

兆編輯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兆

出版社, 11106 .-- 288 面; 24 公分 .-- 

(好兒童喜樂故事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109-3-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德育 2.CST: 品格 3.CST: 通俗

作品  528.5  

當代職業教育與訓練 / 施信華, 陳啟

東, 陳慶安, 郭義汶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4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技職教育 2.CST: 職業訓練  

528.8  

*微電腦應用實習 : Python / 王志中, 

童信源, 范文雄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秉華科技有限公司, 11105 .-- 286

面; 30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電 機 與 電 子 群  .-- ISBN 978-986-

87090-6-5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微電腦 2.CST: 電腦程式設計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4.CST: 

技職教育  528.831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丙版) : 8051-C

語言 / 邱申寶琪, 陳錫齡, 丁榮助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秉華科技有限

公司, 11105 .-- 285 面; 30 公分 .-- 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 

ISBN 978-986-87090-5-8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微處理機 2.CST: 技職教育  

528.8359  

運動與科學 = Sport and science / 邱宏

達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90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運動  528.9  

NSCA 運動營養指南 / Bill I. Campbell

作 ; 詹貴惠, 張文心, 呂啓誠, 李婷婷, 

徐瑨, 錢桂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72-7-0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運動營養學  528.9013  

跟著救生員學水中自救 : 28 堂防溺

教育課,帶你認識水域風險、破除玩

水迷思! / 張景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Learn ; 

66) .-- ISBN 978-626-335-40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水上救生  528.96  

中華意拳奧秘 / 劉駿濤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大 展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19 面; 21 公分 .-- (形意.大

成拳系列 ; 14) .-- ISBN 978-986-346-

371-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拳術 2.CST: 中國  528.972  

太極拳,你練對了嗎 / 尹立新(老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7 .-- 303 面; 21 公分 .-- 

(武學釋典 ; 57) .-- ISBN 978-986-346-

37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太極拳  528.972  

臺灣體育史 / 張妙瑛, 林政君, 林建宇, 

劉進坪, 李炳昭, 陳明坤, 范春源, 林

明宏, 劉榮捷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4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904-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體育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528.9933  

回到舊社的家 : 佳心石板屋 : 布農民

族教育教案手冊 = Musuqis munmai-

asang : ihaan kasin ta tu lumaq / 賴韻竹

文字彙編 .-- 初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

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 11106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54-7-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原住民教育 2.CST: 布農族 

3.CST: 教學方案  529.47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 案例與 PBL

導入 / 李翠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32 面; 21 公分 .-- (障礙教育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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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75) .-- ISBN 978-986-0744-91-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課程規劃設

計 3.CST: 教學法  529.5  

Super skills : 給亞斯伯格症、高功能

自閉症與相關障礙孩童的社會技巧

團體課程 / Judith Coucouvanis 著 ; 廖

敏玲, 黃穎峰譯 .-- 修訂一版 .-- 臺中

市 : 社團法人臺中市自閉症教育協

進會, 11107 .-- 3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6800-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特殊兒童教育 2.CST: 自閉症 

3.CST: 亞斯伯格症 4.CST: 社交技巧  

529.6  

不受限的人生 : 跨越非語文學障的

高牆 / 秦郁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7-18-2 ( 平 裝 ) 

NT$349 普遍級  

1.CST: 學習障礙 2.CST: 特殊教育  

529.69  

非本科系六連榜司法官學霸告訴你 : 

這樣做就只能上榜了啊 / 陳冬雨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2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321-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國家考試 2.CST: 讀書法 

3.CST: 學習方法  529.98  

禮俗；民族學 

儒家禮學人文思想新視野 / 謝淑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23 公

分  .-- (經學研究叢書  ; 500007) .-- 

ISBN 978-986-478-689-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三禮 2.CST: 研究考訂 3.CST: 

文集  531.807  

蘭陵步月 : 左堆蕭屋家族故事 / 林高

本, 施雅軒, 徐琬甯, 許瑞君, 曾麗玉

撰文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家

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1106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34-

62-5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聚落 3.CST: 歷史 

4.CST: 屏東縣佳冬鄉  536.211  

泰雅文化新編 / 林二郎總編輯 .-- 新

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 

11108 .-- 568 面; 23 公分 .-- (文史叢

書 ; 178) .-- ISBN 978-626-7091-22-7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泰雅族 2.CST: 民族文化  

536.3311  

戰爭與自由 : 從俄羅斯進軍烏克蘭

談及斯拉夫民族的歷史與現況 / 蘇

育平, 姚瑞賢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魚籃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867-9-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斯拉夫民族 2.CST: 民族史 

3.CST: 俄國 4.CST: 烏克蘭  536.86  

流浪猶太人已返鄉 / 阿爾伯特.朗德

(Albert Londres), 賀佳.亞伯拉罕(Helga 

Abraham)著 ; 許史金譯 .-- 初版 .-- 高

雄 市  : 東 昇 新 創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2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06044-2-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朗德(Londres, Albert, 1884-

1932.) 2.CST: 猶太民族 3.CST: 民族

史  536.87  

世界地方特色料理圖鑑 : 集結 300 個

國家、地區,藉著食譜認識各地歷史、

文化、宗教飲食規則 / 青木百合子

著 ; 洪于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5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47-6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世界地理 

3.CST: 食譜  538.7  

印度美食史 : 盛宴與齋戒的國度 / 珂

琳.泰勒.森(Colleen Taylor Sen)著 ; 柯

松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

司發行, 11107 .-- 352 面; 23 公分 .-- 

(Mirror ; 26) .-- ISBN 978-626-96096-1-

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歷史 3.CST: 

印度  538.78371  

八代灣的神話 / 夏曼.藍波安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 (當代名家. 夏曼.藍波安作品集 ; 

2) .-- ISBN 978-957-08-6378-9 (平裝) 

NT$390 普遍級  

 539.5339  

台灣俗語諺語辭典 / 許晉彰, 盧玉雯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0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48-9 (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俗語 2.CST: 諺語 3.CST: 臺語 

4.CST: 詞典  539.6041  

社會學 

社會學概論 =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 葉至誠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揚智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社會叢書) .-- ISBN 

978-986-298-397-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社會學  540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 / 吳

文星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14-1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社會 2.CST: 社會階層 

3.CST: 日據時期  540.933  

新審美經濟 / 潘罡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hello! 

design ; 69) .-- ISBN 978-626-335-411-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審美 2.CST: 美學 3.CST: 文化

經濟學 4.CST: 文化產業  541.2016  

屏東縣屏中沿山鄉鎮百年老校文物

普查建檔計畫成果報告書. 110-111 / 

蔡錦佳計畫主持 ; 蔡明忠, 林倫全協

同計畫主持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5 .-- 5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24-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 2.CST: 文物調查 

3.CST: 學校 4.CST: 屏東縣  541.27  

百川朝海 : 山海觀文化資產學術研

討會會議論文集. 第 22 屆 / 林蘭東總

編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11105 .-

- 4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157-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集  

541.2707  

文創 : 行銷與管理 = Cultural/creative 

industries : strategy and tactics / 鄭自隆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88-5 (平裝) 

NT$7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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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文化產業 2.CST: 創意 3.CST: 

文化行銷  541.29  

資料煉金術 : 開放資料存取權,重燃

創新之火 / 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

Schönberger), 蘭姆格(Thomas Ramge)

著 ;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232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

化 ; 223) .-- ISBN 978-986-525-612-8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大數據 2.CST: 資訊社會 

3.CST: 網路社會 4.CST: 美國  

541.415  

*香港甚好的片刻 / 胡戩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56-3-1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社會運動 2.CST: 訪談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45  

殤城後遺 / 張凱傑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25-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社會運動 2.CST: 政治運動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45  

*2040 世界未來報告書 / 朴英淑 ,傑

羅姆.格倫(Jerome Glenn)著 ; 金學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6-42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未來社會 2.CST: 趨勢研究 

3.CST: 二十一世紀  541.49  

做個有溫度的人 : 溫度如何影響我

們的生活、行為、健康與人際關係 / 

漢 斯 . 羅 查 . 艾 澤 曼 (Hans Rocha 

IJzerman)作 ; 洪慧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next ; 

310) .-- ISBN 978-626-335-511-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會互動 2.CST: 社會心理學 

3.CST: 溫度  541.6  

西方文化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

世界 / 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

著 ; 鍾榕芳, 黃瑜安, 陳韋綸, 周佳欣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社會人文  ; BGB523) .-- ISBN 978-

986-525-660-9 (全套 :平裝 ) NT$11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認知心理

學 3.CST: 西洋文化  541.7  

社會心理學 / Saul Kassin, Steven Fein, 

Hazel Rose Markus 著 ; 洪光遠, 程淑

華, 王郁茗譯 .-- 四版 .-- 臺北市 : 新

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106 .-- 6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953-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541.7  

社會心理學 = 原理與實務 / 賴惠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

公司, 111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4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541.7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 包約

翰著 ; 崔菱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道

聲出版社, 11105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00-419-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自我心理學  

541.76  

以史為鑑話領導  / 何世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6-0985-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領導理論  541.776  

*資訊判讀力 : 腦袋自主!抵抗假訊息、

陰謀論、帶風向的生存守則 / IORG

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左岸社會議題 ; 337) .-- 

ISBN 978-626-96095-1-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資訊傳播 2.CST: 資訊管理 

3.CST: 判別分析  541.83  

數位與數據經濟時代影音產業研究 / 

邱慧仙, 蔡念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837-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傳播產業 2.CST: 數位媒體 

3.CST: 產業發展  541.83  

傳播研究方法 : 量化、質化與大數

據分析 / 郭良文, 吳泰毅, 林素甘, 陳

延昇, 王曉華, 林淑芳, 陳憶寧, 劉念

夏, 葉子婷, 諸葛俊, 張玉佩, 魏玓, 張

榮顯, 曹文鴛, 禹衛華, 周奕欣, 蘭吉, 

彭泰權作 ; 郭良文, 王曉華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7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92-4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傳播研究 2.CST: 研究方法  

541.83031  

俄國與烏克蘭戰爭的剖析. 戰前篇 / 

過子庸, 陳文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

86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國際關係 3.CST: 

俄國 4.CST: 烏克蘭  542.2  

合作住宅進。行。式. QA 解密篇 / 詹

竣傑, 林倩如, 曾瓊慧撰文 .-- 臺北市 : 

中 華 民 國 專 業 者 都 市 改 革 組 織 , 

11105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6313-4-2 (平裝) NT$50 普遍級  

1.CST: 住宅政策 2.CST: 社區 3.CST: 

問題集  542.635022  

新鮮人轉職指南 : 職業倦怠、轉職

策略、生涯規畫 ,通通有解! / Irene 

Ch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

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心纖系 ; 26) .-- ISBN 978-

626-7116-1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就業 2.CST: 職業流動 3.CST: 

職場成功法  542.77  

原鄉親密關係暴力 : 現象探討與社

工實務 / 沈慶鴻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64-

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家庭暴力 2.CST: 犯罪防制 

3.CST: 原住民族  544.18  

妻子、媽媽,偶爾劉中薇 : 不小心結

了婚,那些我們和我的歡喜與哀愁 / 

劉中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93-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家庭  544.3  

給愛一個機會 : 婚姻諮商 / 羅子琦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

分 .-- (Vision ; 229) .-- ISBN 978-986-

406-301-7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婚姻諮商 2.CST: 兩性關係 

3.CST: 家庭關係  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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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約會見真章 : 搞清楚他是鑽石

還是礦石  / 尼爾 .克拉克 .華倫(Neil 

Clark Warren)著 ; 詹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成長系列) .-- ISBN 978-

986-400-42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擇偶 2.CST: 兩性關係 3.CST: 

戀愛心理學  544.31  

*聰明約會.輕鬆談情 / 戴夫.考曼, 瑞

克.多爾著 ; 吳玫瑛, 江麗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3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9-63-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如何擁抱一隻刺蝟 : 戀愛與婚姻中

的人格識別、接納與付出 / 段鑫星, 

李文文, 趙亞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88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30) .-- 

ISBN 978-986-406-300-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2.CST: 人格心理

學  544.37014  

幸福心理學 / 莉莉安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35-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544.37014  

性的權利  / 阿米亞.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著 ;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3-

62-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女性主義  544.52  

提升性別教學力 : 應用「說課、觀

課、議課」模式之教學實踐 / 魏慧

美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復文圖

書出版社, 11105 .-- 1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76-249-2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性別平等 2.CST: 兩性教育 

3.CST: 教學法  544.7  

性教育不能等 : 導入賦權的性教育 / 

魏慧美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復

文圖書出版社, 11105 .-- 11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6-250-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544.72  

與孩子自在談性 : 你喜歡男生還是

女生? / 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

文 ; 伊絲特.魯維克(Esther Leeuwrik)

圖 ;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

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40 面; 25X25 公分 .-- (知識

滴 ; 41) .-- ISBN 978-626-7038-33-8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3.CST: 繪本  544.72  

歡迎來到性諮商室 : 三位少男和他

們的心理師 / 呂嘉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6 .-- 424 面; 21 公分 .-- 

(Story ; 28) .-- ISBN 978-986-357-241-1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兩性關係 

3.CST: 諮商  544.72  

高齡者四輪傳動活動設計與指導  / 

台中市基督教青年會著作 .-- 臺中市 : 

大墩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3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2087-5-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2.CST: 教學活動設

計 3.CST: 休閒活動  544.85  

里長可以這樣做 : 村里社區經營手

冊  = Handbook 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 彭渰雯, 謝政勳, 林芷筠, 

楊文茜, 劉千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11105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82683-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區發展 2.CST: 社區總體營

造 3.CST: 文集  545.07  

他的地板是你的天花板 : 特權怎樣

自我複製並阻礙社會的流動機會?我

們如何打破社會不平等? / 山姆.弗里

曼 (Sam Friedman), 丹 尼 爾 . 勞 瑞 森

(Daniel Laurison)著 ; 麥慧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18-311-7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階級社會 2.CST: 社會問題 

3.CST: 平等  546.1  

歧路彷徨 : 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

困境 / 張藝曦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6 .-- 

448 面; 23 公分 .-- (歷史與傳記系

列) .-- ISBN 978-986-5470-34-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知識分子 2.CST: 明代  

546.1135  

理解階級 : 二十一世紀階級論 / Erik 

Olin Wright 作 ; 李屹譯 .-- 一版 .-- 新

北市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9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77-8-7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社會階層 2.CST: 馬克斯主義  

546.19  

日本公私協力理論與實務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 Japan : theory and 

practice / 林淑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52 面; 

23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759-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非營利組織 2.CST: 非政府組

織 3.CST: 日本  546.7  

中國會黨史. 第一冊, 從異姓結拜到

天地會 / 翟子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4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844-1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祕密會社 2.CST: 天地會 

3.CST: 歷史 4.CST: 清代  546.92  

兒童福利概論 = Introduction to child 

welfare / 郭靜晃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544 面; 23 公分 .-- (幼教叢書) .-- 

ISBN 978-986-298-401-7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兒童福利  547.51  

最美的雙手/慈濟環保史. 6 : 福田用

心耕 : 福建慈濟環保史. 下 / 張晶玫, 

張文靜, 黃德欣, 施甜甜, 石碧瓊, 陳

小婷, 黃月媚, 胡穎, 李金然, 吳慧敏, 

李永慧, 魏秀芬, 楊文娟, 吳荔荔, 吳

輝星, 林芳編著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出版社, 11106 .-- 528 面; 21 公分 .-- 

(莫忘那一年. 1990) .-- ISBN 978-626-

95708-4-3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CST: 公益事業 3.CST: 環境保護  

548.126  

慈濟宗門足跡 : 同舟共劑 : 2021/10 愛

灑城中城大火/疫苗採購全球齊步走/

尊重生命 / 王藝婷文字編輯 .-- 初

版 .-- 花蓮縣新城鄉 : 財團法人中華

民 國 佛 教 慈 濟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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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204 面; 21 公分 .-- (慈濟文史. 

史藏系列) .-- ISBN 978-626-95759-3-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CST: 公益事業  548.126  

一村之長 : 新中國「最美奮鬥者」

裴春亮和鄉親們的脫貧攻堅路 / 王

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時代 , 

11105 .-- 504 面; 23 公分 .-- (人物館 ; 

EPM006) .-- ISBN 978-626-95819-2-4 

(平裝) NT$890 普遍級  

1.CST: 貧窮 2.CST: 社會福利 3.CST: 

報導文學 4.CST: 中國  548.16  

分裂的美國 / 約翰.傅利曼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93-4-

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問題 2.CST: 報導文學 

3.CST: 美國  548.16  

消費者保護法解析 / 陳俊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不動產與永續城鄉研究室, 11105 .-- 

35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76-6-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39023  

龐氏風暴 : 群眾如何在投機美夢中

越陷越深?商業騙局始祖查爾斯 .龐

茲回憶錄 / 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

著 ; 郭哲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

起來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 (一起來思 ; 33) .-- ISBN 978-626-

95664-5-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龐茲(Ponzi, Charles, 1882-

1949) 2.CST: 金融犯罪 3.CST: 詐欺

罪 4.CST: 傳記 5.CST: 美國  

548.545  

經濟 

經濟學 : 理論與實務 / 洪嘉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7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92-4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機智購物生活 : 如果我們不再過度

消費,會發生什麼事?一場走遍全球,

改寫政經、生態與心理的永續消費

反思 / 詹姆士.麥金諾(J. B. MacKinnon)

著 ; Geraldine Lee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Future 系

列 ; 12) .-- ISBN 978-626-7014-59-2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消費 3.CST: 人

類生態學 4.CST: 環境倫理學  

551.85  

創新與智慧財產權管理 / 張耀文, 賴

以軒, 富銘, 張榕茜編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30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12-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智慧財產權  553.4  

新時代的市場競爭與管制 : 我國與

歐盟競爭法的觀點 / 魏杏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4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47-4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歐洲聯盟 2.CST: 公平交易法 

3.CST: 企業競爭 4.CST: 論述分析 

5.CST: 臺灣  553.4  

產業控股籌組指南 / 于泳泓, 林一帆

策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產

業控股協會, 11106 .-- 1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7-0-7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企業合併 2.CST: 控股公司  

553.73  

土地法 : 法規圖解與實務運用 / 鍾麗

娜編著 .-- 修訂 10 版 .-- 新北市 : 文

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28-1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554.133  

不動產(利用)法典 / 林育智主編 .-- 十

五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11105 .-- 2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5629-5-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554.133  

來去牛罵頭[]迌 / 王鳳貞總編輯 .-- 臺

中 市  : 臺 中 市 清 水 地 政 事 務 所 , 

11106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0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2.CST: 土地行政 3.CST: 檔案展覽 

4.CST: 旅遊 5.CST: 通俗作品  

554.333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地政業務年報 . 

110 年  = Department of land 

administration,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2021 annual report / 謝碧育, 

陳家輝, 劉文琪, 邱垂鈞, 李昀靜, 葉

士榮, 羅盛騏, 賴几境, 方予威, 賴庭

婕, 劉依婷, 陳湘蘋, 劉作耘撰稿 ; 高

鈺焜, 黃建華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11106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02-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桃園市地政局 2.CST: 土地行

政  554.333  

土地利用 / 鄭明安編著 .-- 修訂四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27-4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土地利用  554.5  

工業用地變更實務與未登記工廠現

在進行式. 2022 / 黃羽舟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鼎信開發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44-0-0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土地利用 2.CST: 工業區  

554.54  

牽動全球的水資源與環境問題 : 建

立永續循環的水文化,解決刻不容緩

的 缺 水 、 淹 水 與 汙 染 問 題  / 

InfoVisual 研究所著 ; 童小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27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 2.CST: 水資源保育  

554.61  

能源轉型政策的分析與評估 : 以台

南七股的太陽光電政策為例 / 洪綾

君文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27-473-4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能源政策 2.CST: 太陽能發電 

3.CST: 光電工業  554.68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入門 / 陳俊合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不動產與永續城鄉研究室 , 

11105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176-5-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554.89  

圖解不動產買賣 : 買房子的第一本

書 / 錢世傑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84-9-

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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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不動產業 2.CST: 房地產法規  

554.89023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教材 / 吳昌益, 周有洸, 

張國田, 許宏德, 楊凱仲編輯委員 .-- 

新北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 

11106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66-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勞工安全  

555.56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2021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編輯 .-- 新北

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105 .-

- 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

65-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555.56  

提升職場的多元與共融 : 合理調整

實 用 指 引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作 ;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 

11105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979-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2.CST: 僱傭管理  

556.6  

勞動檢查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編 .-- 新北

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107 .-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25-67-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動統計 2.CST: 中華民國  

556.83028  

個別勞工法 : 理論與實務 / 楊通軒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99-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556.84  

(附冊)鐵道安全管理系統 : 實務作業

指引與教育訓練教材彙編 / 林杜寰, 

孫千山, 鍾志成, 徐任宏, 黃邵琪, 李

治綱, 葉祖宏, 賴靜慧, 吳熙仁, 喻世

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1105 .-- 2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04-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鐵路管理 2.CST: 鐵路安全  

557  

以無人機探勘人車流動資訊之應用

情境規劃與先導測試(1/3) : 建立分年

測試計畫 / 溫基信, 王宏生, 黃家耀, 

胡守任, 蘇志文, 葉祖宏, 賴靜慧, 黃

明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 11105 .-- 42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1-407-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交通安全 

3.CST: 遙控飛機  557  

交通行動服務(MaaS)縣市推廣與督

導計畫. 110 年度 / 林良泰, 蘇昭銘, 王

晉元, 張建彥, 陳正杰, 高雅鈴, 葉文

健, 張和盛, 高婉瑜, 吳東凌, 呂思慧, 

葉曜, 王瑋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5 .-- 2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01-9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運輸系統 2.CST: 運輸規劃  

557  

多元公共運輸之輔助運具供需與資

訊整合計畫 / 鍾慧諭, 邱怡璋, 夏晧清, 

王晉元, 張皓筑, 顏愉, 許頌強, 卓柏

漢, 蘇健宏, 蔣利萍, 林信宇, 黃彥斐, 

王以萱, 吳東凌, 陳翔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5 .-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09-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運輸系統 

3.CST: 運輸工具  557  

現行國際疲勞駕駛監測科技資料蒐

集彙整 / 江秉穎, 雲惟恩, 葉祖宏, 周

文靜, 黃士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5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00-2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交通安全  

557  

運輸總動員 / 鎌田步文.圖 ; 黃惠綺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6 公

分 .-- (小魯知識繪本 ; 46N) .-- ISBN 

978-626-7127-84-1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運輸 2.CST: 繪本  557  

精進鐵道安全管理系統 12 要項實務

作業指引之研析 / 林杜寰, 孫千山, 鍾

志成, 徐任宏, 黃邵琪, 李治綱, 葉祖

宏, 賴靜慧, 吳熙仁, 喻世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5 .-- 4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05-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鐵路管理 2.CST: 鐵路安全  

557  

公職考試講重點(交通政策) / 林彬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284-2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交通政策 2.CST: 運輸管理  

557.11  

構 建 5G 智 慧 交通 數位神 經 中樞 

(1/2) : 功能架構探討與系統規劃 / 蘇

昭銘, 林良泰, 王晉元, 張建彥, 黃啟

倡, 林至康, 曾明德, 張志鴻, 何文基, 

游文松, 侯珊瑜, 吳姿樺, 吳東凌, 周

家慶, 何毓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5 .-- 4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03-3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運輸系統  

557.15  

*世界的蒸汽火車 : 200 年火車分類

學 300 輛蒸汽機車全圖鑑 = Steam 

locomotive worldwide / 蘇昭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6 .-- 240 面; 26 公

分 .-- (世界鐵道大探索 ; 1) .-- ISBN 

978-626-314-204-6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火車  557.26  

*世界的觀光鐵道 : 精選 30 多個文化

資產鐵道與 15 條觀光鐵道 = Heritage 

railway and featured railway worldwide / 

蘇昭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40 面; 26 公分 .-- (世界鐵道大探索 ; 

2) .-- ISBN 978-626-314-206-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世界史 3.CST: 

火車  557.26  

國際貨櫃運輸實務 / 曾俊鵬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23-3-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貨櫃 2.CST: 航運  557.445  

我國海事安全資料蒐集與應用之研

究 / 李選士, 鍾政棋, 王榮昌, 曾維國, 

林文晟, 葉祖宏, 賴靜慧, 鄭信鴻, 吳

熙仁, 黃茂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5 .-- 2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99-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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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運輸安全 2.CST: 海事安全合

作 3.CST: 航運管理  557.49  

圖解.海盜的法則 : 航向新世界,追尋

自由、夢想、希望 / 山田吉彥監修 ; 

林巍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

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06-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海盜 2.CST: 文化史 3.CST: 世

界史 4.CST: 通俗作品  557.492  

大清郵戳史 (1876-1912) = Postmarks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hing 

Dynasty(1876-1912) / 俞兆年編著 .-- 

臺北市 : 環球華郵研究會,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2320-5-0 (精裝) NT$2000 普

遍級  

1.CST: 集郵 2.CST: 郵政史 3.CST: 清

代  557.645  

鎏金 : 華視半世紀 = 50 anniversary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

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4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72-

65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電視公司  557.77  

死亡盲飛 : 737MAX8 客機的空難悲

劇與波音企業帝國的衰落 / 彼得.羅

比森(Peter Robison)著 ; 何絜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384 面; 21 公

分 .-- (臉譜書房) .-- ISBN 978-626-

315-146-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波音公司(Boeing Company) 

2.CST: 航空事故 3.CST: 航空運輸管

理 4.CST: 組織文化  557.909  

國際貿易導論 / 劉碧珍, 陳添枝, 翁永

和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

限公司, 11106 .-- 3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2-44-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際貿易  558  

數位貿易政策與資訊科技法律 : 2021

數 位 貿 易 政 策 論 壇  = Technology, 

humanity, and digital trade : 2021 Digital 

Trade Policy Forum / 王震宇, 洪德欽, 

汪志堅, 吳盈德, 林宜賢, 林映均, 王

牧寰, 楊儷綺, 郭戎晉, 王煜翔, 鄭嘉

逸, 張馨予, 楊宗翰, 翁藝庭, 蔡璧竹, 

羅智成, 楊增暐, 吳俊穎, 羅至善, 夏

學理, 李正上, 須文蔚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62-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際貿易 2.CST: 電子商務 

3.CST: 貿易政策 4.CST: 文集  

558.107  

財政；金融；投資 

貨幣銀行學 = Money and banking / 霍

德明, 莊希豐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 11106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69-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貨幣銀行學  561  

(郵政招考)金融科技知識焦點速成+

模擬試題演練 / 程凱弘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90-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金融自動化 2.CST: 數位科技 

3.CST: 金融管理  561.029  

(金融證照)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重

點整理+試題演練) / 成琳編著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57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087-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洗錢防制法  561.2  

(郵政招考)洗錢防制法大意一次過

關 / 成琳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08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洗錢防制法  561.2  

*DeFi 未來銀行 : 可公開驗證、紀錄

不可竄改,輕鬆實現跨境交易、人人

都將參與的新金融革命 / 坎貝爾.R.

哈維(Campbell R. Harvey), 艾胥文.拉

馬虔蘭(Ashwin Ramachandran), 喬伊.

桑托羅(（Joey Santoro)著 ; 周玉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RI ; 361) .-

- ISBN 978-986-506-425-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金融業 2.CST: 銀行業  

561.91  

人生實用商學院. 2 : 富有是一種能力,

堅持是一種選擇  / 吳淡如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55-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巴比倫的好野人 : 讓年輕人不再喊

窮 / 喬治.山繆.克拉森作 ; 張瓅文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 生活 ; 28) .-- ISBN 978-

626-95972-6-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財富 3.CST: 成功

法  563  

全世界有錢人都在做的財富倍增法 / 

高橋丹作 ; 游韻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Progress ; 

19) .-- ISBN 978-957-741-547-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理財 3.CST: 成功

法  563  

投資的奧義 : 財經界兩位頂尖思想

家,寫給普通投資人的實用理財指南 

/ 柏頓.墨基爾(Burton G. Malkiel), 查爾

斯.艾利斯(Charles D. Ellis)作 ; 許瑞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

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60) .-- ISBN 

978-626-7014-58-5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京都婆婆教會我的受財神眷顧的五

大智慧 / 熊谷和海作 ; 賴郁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Progress ; 20) .-- ISBN 978-957-741-

553-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生活指導  

563  

和孩子一起學投資 : 學會分辨需要

與想要、風險與報酬、投資與投機,

財富自然滾滾來 / 狄林.雷德林, 愛麗

森.湯姆著 ; 許芳菊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632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3.CST: 

親職教育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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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要比我更懂錢 : 認真儲蓄、

正確花錢、敏銳投資,金融學教授的

兒童財商啟蒙課  / 閻志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實用知識 ; 82) .-- ISBN 978-626-7089-

97-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兒童教育 3.CST: 

家庭教育  563  

財道聖經 / 黃仁志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

939-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富人思維 / 趙非凡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36-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財富 3.CST: 成功

法  563  

富爸爸,窮爸爸 / 羅勃特.T.清崎著 ; 

MTS 翻譯團隊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

分 .-- 25 週年紀念版 .-- ISBN 978-986-

506-4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圖解災難投資法 : 亂世求勝的生存

法則 / 錢世傑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

市 :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0-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躺著就有錢的自由人生 : 從擺脫負

債到安穩退休的理財 7 步驟 / 戴夫.

拉姆齊(Dave Ramsey)著 ; 陳映竹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1 公

分 .-- (big ; 384) .-- ISBN 978-626-335-

483-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563  

企鵝發燒了 : 從比特幣到區塊鏈 / 孫

大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50-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產業分析  563.146  

MetaTrader 基礎程式設計寶典 / Dave 

C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6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52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外匯交易 2.CST: 外匯投資 

3.CST: 投資分析 4.CST: 電腦軟體  

563.23029  

巴菲特開講 : 人生與財富最重要的

六堂課 / 珍娜.羅渥(Janet Lowe)著 ; 李

振昌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264 面; 

21 公 分  .-- (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 

BW0287X) .-- ISBN 978-626-318-324-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巴菲特(Buffett, Warren) 2.CST: 

投資 3.CST: 傳記 4.CST: 格言  

563.5  

交易心態原理 / 理察.彼得森(Richard 

L. Peterson)著 ; 洪慧芳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30-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投資心理學  563.5014  

證券交易與操縱市場規範之比較研

究 / 台灣企業法律學會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730 面; 21 公分 .-- (財經法制

論文輯. 卷三) .-- ISBN 978-986-526-

215-0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證券市場管理 2.CST: 證券法

規 3.CST: 比較研究 4.CST: 文集  

563.507  

140 張圖學會抓到漲停的藝術 : 「實

戰」、「圖解」61 個短線放量暴漲

前的買進訊號! / 麻道明作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3 公分 .-- (Money ; 56) .-- ISBN 978-

626-7148-0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3.CST: 投資技術  563.53  

初學美國股票 : 一開始就上手 / 尚義

民, Anna Joung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445-5-4 (平裝) NT$99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證券市場 

3.CST: 美國  563.53  

挑選 ESG ETF 的明智基準與比較分

析 / 印海旭著 ; 林倫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47-8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證券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教你存自己的 300 張股票 / 陳重銘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金尉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32-4-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無名金融怪傑 : 隱藏在市場深處的

超級交易人  / 傑克 .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 黃嘉斌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寰 宇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568 面; 21 公分 .-- (寰宇智慧

投資 ; 469) .-- ISBN 978-626-95352-5-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理財  

563.53  

零基礎!機智選股生活 : 用台股打造

「財富後盾」,人生更有安全感 / 葉

芷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WIN 系列 ; 29) .-- ISBN 

978-626-335-459-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精準選股 : 華爾街資深科技分析師

的 10 堂投資課 / 馬克.馬哈尼(Mark 

Mahaney)著 ; 呂佩億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69) .-- ISBN 978-

986-525-619-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戰神漫舞勝 軌跡 / 梁碧霞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金融家顧問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19 公分 .-- (戰神系

列 ; 第 2 部) .-- ISBN 978-986-98886-3-

9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證券分析 

3.CST: 投資技術  563.53  

圖解保險學 / 宋明哲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7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保險學  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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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營論壇. 第九輯 / 白錫潭, 陳維

格, 簡仲明, 曾文瑞, 朱政龍, 黃騰昌, 

駱潤生, 郝充仁, 億文, 呂廣盛, 陳素

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保

險經營學會, 11105 .-- 11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030-2-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保險 2.CST: 文集  563.707  

審計法研析與實務 = Audit act / 主計

月報社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主計協進社, 11106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95-4-5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審計法規  564.2  

*政府審計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 審

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1104 .-- 3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27-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審計 2.CST: 中華民國  

564.9933  

*實用租稅大全(系列 2) / 林裕哲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12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549-8-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租稅  567  

如何突破房地合一稅? / 曾文龍, 陳姵

因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大日出

版有限公司, 11106 .-- 472 面; 21 公

分 .-- (房地產叢書 ; 78) .-- ISBN 978-

957-8418-94-3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房地產稅 2.CST: 節稅 3.CST: 

稅法  567.023  

金門縣稅捐統計年報. 第 4 期. 中華

民國 110 年 = Yearbook of municipal 

tax statistics of Kinmen County / 金門縣

稅務局會計室編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稅務局, 11107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8-6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租稅統計 2.CST: 福建省金門

縣  567.933/205  

政治 

「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年度論壇全

紀 錄 . 第 五 屆  = Report on 5th 

Association Councils Forum(ACF) / 台

灣地方議員聯盟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11105 .-- 36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024-1-

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公共政策 2.CST: 公共衛生  

572.9  

青年好政系列 Let's Talk. 110 年 : 心

理健康 how to be : 公民記者紀實 / 蕭

易怡, 林家安, 紀妤臻, 王宣茹, 朱紅

溱, 呂亭儀, 林庭安, 張桂瑤, 陳儀諠, 

黃薪蓉, 蕭淳恩採訪撰文 ; 王玉萍主

編 .-- 臺北市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106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06-58-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公共政策 2.CST: 青年  572.9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統計年報. 中華

民國 110 年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106 .-- 12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19-31-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事制度 2.CST: 公務人員 

3.CST: 政府統計 4.CST: 中華民國  

573.4028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統計年報. 中

華民國 110 年 /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管理委員會編著 .-- 臺北市 : 公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 

11105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32-7 (平裝) NT$210 普遍級  

1.CST: 人事制度 2.CST: 公務人員 

3.CST: 退休金 4.CST: 政府統計 

5.CST: 中華民國  573.434028  

銓敘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ivil service 2021 

/ 銓 敘 部 編  .-- 臺 北 市  : 銓 敍 部 , 

11105 .-- 2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2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銓敘制度 2.CST: 政府統計 

3.CST: 中華民國  573.46028  

全國性公民投票雲林縣選務實錄 . 

110 年 / 雲林縣選舉委員會著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選舉委

員會, 11106 .-- 3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06-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民投票 2.CST: 雲林縣  

573.63  

解碼新時代中國之治 / 包心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6 .-- 4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0-5-

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政治制

度 3.CST: 社會主義  574.1  

馬克思主義在美國 : 紅色思想如何

滲透全美學校、媒體、科技公司和

綠色新政 / 馬克.萊文(Mark Levin)著 ; 

梅醴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6 .-- 320 面; 22 公分 .-- 

(黑盒子 ; 4) .-- ISBN 978-626-95866-7-

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政治文化 2.CST: 馬克斯主義 

3.CST: 美國  574.52  

危險物品管理相關法令輯要 / 內政

部消防署編 .-- 修訂 6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消防署, 11106 .-- 12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38-08-3 (精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消防法規  575.81  

台澎黨公開聲明暨文稿彙編. 1 / 台澎

黨中央黨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台

澎黨,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99-0-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台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黨 

2.CST: 臺灣  576.339  

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 : Covid-19 末世

版  / 丹尼爾 .W.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作 ; 翁尚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大塊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56 面; 20 公分 .-- (For2 ; 59) .-- ISBN 

978-626-7063-15-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國際政治 2.CST: 國際關係  

578  

台灣有事 : 日本眼中的台灣地緣重

要性角色 / 渡部悅和, 尾上定正, 小野

田治, 矢野一樹著 ; 李彥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燎原出版,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86-7-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亞洲問題 2.CST: 中美關係 

3.CST: 國防戰略 4.CST: 日本  

578.193  

蔡英文執政後的美中戰略與習近平

之挑戰 / 范世平著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

會, 11105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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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6729-4-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美中臺關係 

3.CST: 中華民國外交  578.2  

法律 

生而為人,你應該知道的人權真相 : 

國家能賜死人民嗎?能投票就是民主

嗎?紅燈何時亮,幾時可尋芳?......30 堂

國民基本人權思辨課 / 法律白話文

運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人文 ; 26) .-- ISBN 978-

626-310-242-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人權 3.CST: 通俗

作品  580  

回到古代打官司 : 護食安,拆違建,抓

色情,防舞弊...打擊犯罪,古人自有好

方法 / 劉峰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

64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國法制史 2.CST: 通俗史話  

580.92  

憲法之維護者 / 翁岳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 36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511-

739-9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憲法訴訟基礎十講 / 吳信華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57-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2.CST: 訴訟法 

3.CST: 文集  581.27  

基本六法 /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著 .-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30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14-7467-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圖解民法 / 楊智傑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81-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民法  584  

20 個故事讀懂法拍屋 / 郭錦駩, 黃景

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549-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拍賣  584.122  

法經濟分析 : 方法論與物權法應用 / 

張永健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106 .-- 6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52-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物權法 2.CST: 方法論 3.CST: 

文集  584.207  

家事事件法逐條解析 / 郭欽銘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46-7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家事事件法  584.4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逐條筆記 / 楊

婉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56-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刑法 2.CST: 國際法 3.CST: 國

際合作  585  

刑法總論 / 余振華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65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

746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性騷擾防治法 : 判決與解釋令彙編 / 

侯岳宏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5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60-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性騷擾 2.CST: 犯罪防制 

3.CST: 法規 4.CST: 判決  585.34  

跟蹤騷擾防制法解析 / 許福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17-895-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犯罪防制 2.CST: 法規  585.4  

權利之確定與實現 / 許士宦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500 面; 21 公分 .-- (國

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 ; 240)(強制執

行法之理論與實務. 第 2 卷) .-- ISBN 

978-986-526-219-8 (精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2.CST: 強制執行

法  586.1  

新世紀審級制度建構的困境與出路 :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十三卷 / 姜

世明, 吳從周, 劉明生, 陳杭平, 黃源

浩, 陳啓垂, 陳重陽作 ; 姜世明主編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9-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訴訟程序 2.CST: 民事訴訟法 

3.CST: 文集  586.4107  

商標訴訟贏的策略 / 林佳瑩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54-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商標法 2.CST: 訴訟法  587.3  

信託法 / 謝哲勝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43-6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信託法規  587.83  

信託敲敲門 : 樂齡理財,人生更精彩 / 

李智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

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05-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信託法規  587.83  

行政法導論 / 李震山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657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6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AI 人工智能 vs 智慧財產權 / 陳家駿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63-4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智慧財產權 2.CST: 人工智慧 

3.CST: 文集  588.3407  

軍事 

光輝記憶 : 國軍光榮革命戰記 / 吳尚

融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軍式風格

多媒體工作室, 11106 .-- 2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307-4-4 (平裝) 

NT$950 普遍級  

1.CST: 國民革命軍 2.CST: 軍事史 

3.CST: 中華民國  590.9  

解讀素書 : 一位深藏不露奇人,一本

治國興邦奇書 / 何清遠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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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心理

勵志小百科  ; 22) .-- ISBN 978-626-

96055-1-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素書 2.CST: 注釋  592.0951  

後疫情時代印太戰略情勢下的臺灣

安全戰略選擇 / 翁明賢主編 .-- 一

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106 .-- 305 面; 23 公分 .-- 部分內容

為英文 .-- ISBN 978-626-7032-20-6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全球戰略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區域研究 4.CST: 文集  

592.407  

三官風華 : 三軍軍官俱樂部紀念冊 / 

孫祥恩主編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務

辦公室, 11105 .-- 1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0-26-9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國防部三軍軍官俱樂部  

594.7061  

縣定古蹟金門雙乳山坑道修復及再

利用計畫 / 曾逸仁計畫主持 ; 鄭有諒, 

黃信穎共同主持 .-- 初版 .-- 金門縣金

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5 .-- 3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67-5 (平

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1800 普遍級  

1.CST: 軍事設施 2.CST: 防禦工程 

3.CST: 古蹟修護 4.CST: 福建省金門

縣  595.2  

世界軍機 TOP50 : 歷經戰鬥洗禮的各

國經典王牌戰機 / 湯瑪斯.紐迪克作 ; 

李世平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

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4 公分 .-- (世界飛機系列 ; 6) .-- ISBN 

978-986-461-292-5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1.CST: 軍機  598.6  

史地/傳記類 

中國史 

大明紫禁城 : 從草原霸主逐鹿中原

到煤山自縊 / 翟晨旭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History 系列 ; 93) .-- ISBN 978-626-

335-490-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大清紫禁城 : 從愛新覺羅稱霸華夏

到王朝輓歌 / 翟晨旭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History 系列 ; 94) .-- ISBN 978-626-

335-491-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正史的誤導 : 歷史課本造成的錯覺。 

/ 趙運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

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3 公

分 .-- (Tell ; 40) .-- ISBN 978-626-7123-

49-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中國斷代史 

白话<<蒙古秘史>>全译本 / 白红光

着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408 面; 21 公分 .-

- 正體題名:白話<<蒙古秘史>>全譯

本 .-- ISBN 978-626-7151-19-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蒙古史  625.7  

大明帝國興衰史 / 吳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80 面; 21 公分 .-- (吳晗

作品集 ; 2) .-- ISBN 978-626-7153-04-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明史 2.CST: 通俗史話  626  

顯微鏡下的大明  / 馬伯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6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43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明史 2.CST: 通俗史話  

626.09  

狼煙未燼 / 蔡榮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言文化, 11106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651-5-4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當代史 2.CST: 民國史  628  

戎禮馨香 : 1931-1937 年國軍對日作

戰紀念儀式研究  / 溫玉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6-0984-3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戰史 3.CST: 

軍人  628.5  

重探抗戰史. 一 : 從抗日大戰略的形

成到武漢會戰 1931-1938 / 郭岱君, 加

藤陽子, 肖平如, 岩谷將, 周珞, 洪小

夏, 原剛, 深町英夫, 張世瑛, 張玉萍, 

傅應川, 蘇聖雄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512 面; 23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6346-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日戰爭  628.5  

重探抗戰史. 二 : 從抗日戰爭與世界

大戰合流 1938.11-1945.08 / 郭岱君, 

小谷賢, 岩谷將, 洪小夏, 原剛, 張世

瑛, 傅應川, 黃勇, 蘇聖雄著 ; 郭岱君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24 面; 23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

957-08-6347-5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628.5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 第

二 戰 區 之 過 去 與 現 狀  =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second theater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 

11105 .-- 189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

料 ; 63) .-- ISBN 978-626-7157-07-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史料  628.5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 第

二 戰 區 抗 戰 要 役 紀  =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The main 

campaign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 許預甲原

編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民國史料 ; 

64) .-- ISBN 978-626-7157-11-4 (上冊:

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157-

12-1 (下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史料  628.5  

中國文化史 

來去宋朝住一晚 : 汴京城老司機,帶

你吃喝玩樂 365 天! / 雲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知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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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ISBN 978-986-5596-8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生活史 

3.CST: 宋代  635  

中國地方志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 : 1956-1962 青藏

高原上的秘密戰爭 / 李江琳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496 面; 23 公分 .-- 

( 歷 史 大 講 堂 ) .-- ISBN 978-957-08-

6377-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西藏問題 2.CST: 歷史 3.CST: 

報導文學  676.62  

世界史地 

世界史偵探柯南. 11, 瑪麗皇后的命

運 / 青山剛昌原作 ; 谷仲津奈, 海童

博行漫畫 ; 游韻馨翻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848-8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化史 3.CST: 

漫畫  711  

現代世界六百年 : 15-21 世紀的全球

史與環境史新敘事 / 馬立博(Robert B. 

Marks)作 ; 向淑容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巔 ; 16) .-- ISBN 

978-626-96129-0-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近代史 3.CST: 

文明史  712.4  

朝聖。旅人和他的文學座標 / 理查.

克萊特納(Richard Kreitner)作 ; 賴怡毓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61) .-- ISBN 978-626-7065-62-4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每一天的旅行 / 金敃澈著 ; 陳品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Across) .-- ISBN 978-626-

335-45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719.31  

亞洲史地 

帝國記憶 : 東方霸權的崛起與落幕,

一部橫跨千年的亞洲帝國史 / 吉姆.

馬賽羅(Jim Masselos)編著 ; 廖彥博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0 面; 21 公

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

08-637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亞洲史 2.CST: 帝國主義  

730.1  

知識外交 / 川島真, 米蓮.金絲伯格.卡

迪亞(Miriam Kingsberg Kadia), 藤岡真

樹, 小林聰明, 佐藤悠子, 土屋由香, 

友次晉介, 文晚龍, 林于翔, 藍適齊, 

張揚, 車載永作 ; 川島真, 土屋由香, 

小林聰明主編 ; 周俊宇, 陳柏傑, 蔡傳

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251-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美國外交政策 2.CST: 文化交

流 3.CST: 冷戰 4.CST: 東亞  730.4  

東京空間人類學 : 踏查現代東京形

成的脈絡 / 陣內秀信著 ; 鄒易儒, 林

蔚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浮世繪) .-- ISBN 978-986-

508-141-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江戶時代 

3.CST: 日本史 4.CST: 日本東京都  

731.26  

手繪旅日拾光 : 用插畫記錄我的日

本生活 / 袁育媃著.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240 面; 23 公分 .-- (愛生活 ; 

207066) .-- ISBN 978-626-96057-0-5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插畫 3.CST: 日本  

731.9  

離開朝鮮 : 1945 年迎接敗戰的日本

人 / 李淵植作 ; 熊晨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91-3-

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韓國史 2.CST: 日本史  

732.26  

成王之路 : MBS,掌控沙烏地石油霸

權、撼動世界經濟的暗黑王儲 / 布

萊利.霍普(Bradley Hope), 賈斯汀.謝

克(Justin Scheck)著 ; 吳國卿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379-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外交政策 2.CST: 石油經濟 

3.CST: 沙烏地阿拉伯史  735.906  

南方浪潮 : 印、太海洋民族對抗帝

國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  / 

蘇吉特.希瓦桑達蘭著 ; 葉品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60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319) .-- ISBN 978-

626-335-510-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帝國主義 2.CST: 歷史 3.CST: 

南亞 4.CST: 南太平洋  737  

孟買春秋 : 史密斯夫婦樂活印度 / 喬

伊斯.菲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

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

316-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文化 2.CST: 印度  737.08  

走讀樂舞 : 迎向東南亞之島嶼日常 / 

林幗貞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

出版,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64-3-0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多元文化 

3.CST: 田野工作 4.CST: 東南亞  

738  

臺灣史地 

一山.一故事 : 科技人的歷史旅記 / 邱

求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2 公分 .-

- (自慢 ; 5) .-- ISBN 978-626-95757-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臺灣史  

733.21  

看得見的臺灣史. 空間篇 : 30 幅地圖

裡的真實與想像 / 蘇峯楠, 石文誠, 張

安理, 鄭勤思, 陳怡宏, 李文媛, 莊梓

忻, 莊竣雅, 謝燕蓉, 曾婉琳, 曾明德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32-59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7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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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耀台灣. 一, 台灣城市建築 1860-

1960 / 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12 面; 26X27 公分 .-- 

(History ; 80) .-- ISBN 978-626-335-421-

0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都市建築 

3.CST: 照片集  733.21  

閃耀台灣. 七, 台灣往日生活 / 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12 面; 26X27 公分 .-- (History ; 86) .-- 

ISBN 978-626-335-452-4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社會生活 

3.CST: 照片集  733.21  

閃耀台灣. 二, 台灣鄉村景觀 1860-

1960 / 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12 面; 26X27 公分 .-- 

(History ; 81) .-- ISBN 978-626-335-422-

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鄉村建築 

3.CST: 照片集  733.21  

閃耀台灣. 八, 台灣古早容顏 / 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12 面; 26X27 公分 .-- (History ; 87) .-- 

ISBN 978-626-335-453-1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照片集  

733.21  

閃耀台灣. 三, 台灣山鄉原民 / 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12 面; 26X27 公分 .-- (History ; 82) .-- 

ISBN 978-626-335-423-4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臺灣原住民族 

3.CST: 照片集  733.21  

閃耀台灣. 五, 台灣原生物產 1860-

1960 / 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12 面; 26X27 公分 .-- 

(History ; 84) .-- ISBN 978-626-335-425-

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農產品業 

3.CST: 照片檔案  733.21  

閃耀台灣. 六, 台灣自然生態 1860-

1960 / 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12 面; 26X27 公分 .-- 

(History ; 85) .-- ISBN 978-626-335-426-

5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自然景觀 

3.CST: 照片集  733.21  

閃耀台灣. 四, 台灣近水部落 / 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12 面; 26X27 公分 .-- (History ; 83) .-- 

ISBN 978-626-335-424-1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臺灣原住民族 

3.CST: 照片集  733.21  

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 Taiwan history in 

color /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 初版 .-- 

臺 北 市  : 新 世 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408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59-6-4 (精裝) NT$38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照片集  

733.21  

費爾堡長官報告與東印度對談 / 韓

家寶, 歐陽泰, 鄭維中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05 .-

- 3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38-

973-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荷據時期  

733.25  

紅毛探親記 : 1870 年代福爾摩沙縱

走探險行 / 陳政三著 .-- 2 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56-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清領時期  

733.27  

彩繪李火增. II : 找回夢幻的歷史色

彩 1935~1945 / 王佐榮編著 ; 王子碩

彩繪 ; 李火增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11-2-

2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照片集  

733.28  

再殖民、地緣政治與抵抗 : 戰後臺

灣原住民族的形塑(1945-1984) / 顧恒

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

限公司, 11105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38-974-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臺灣史  

733.29  

無聲的時代 : 臺籍知識份子陳清一

先生冤案平反研究 / 陳克銘口述 ; 邱

靖雄作 .-- 臺北市 : 橋樑文化工作室, 

11105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280-4-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白色恐怖 2.CST: 政治迫害 

3.CST: 口述歷史  733.2931  

激進 1949 : 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 / 陳

柏謙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6 .-- 400 面; 22 公分 .-- 

(黑盒子 ; 4) .-- ISBN 978-626-95866-9-

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白色恐怖 2.CST: 勞工運動 

3.CST: 口述歷史  733.2931  

1875,福爾摩沙之旅俄國海軍保羅.伊

比斯的臺灣調查筆記 / 保羅.伊比斯

(Paul Ibis)著 ; 劉宇衛編著 ; 吳進仁, 

江杰翰, 劉柏賢, 陳韻聿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群島 ; 

1) .-- ISBN 978-957-08-635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伊比斯(Ibis, Paul) 2.CST: 民族

志 3.CST: 民族調查 4.CST: 傳記 

5.CST: 臺灣  733.4  

清代噶瑪蘭寺廟興建與市街形成  / 

黃學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23 公分 .-- (史學研究叢書. 歷史文化

叢刊 ; 602025) .-- ISBN 978-986-478-

686-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臺灣文化 

3.CST: 清代  733.4  

女 孩 的 單 車 環 島 夢  = Tris biking 

around Taiwan / Tris.W 作 .-- 初版 .-- 

[桃園市中壢區] : 張睿涵, 11105 .-- 80

面; 15X2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7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腳踏車旅行 2.CST: 臺灣遊記  

733.6  

寶島神州遊 / 劉鈺作 .-- 臺北市 : 劉

文御, 11108 .-- 5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16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臺灣 3.CST: 中國  

733.6  

鐵馬台灣環島 / 李錫銘作 .-- 雲林縣

元長鄉 : 李錫銘, 11104 .-- 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79-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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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臺灣遊記 2.CST: 腳踏車旅行  

733.6  

曾經烽火 : 太平洋戰爭下的宜蘭故

事 / 俞怡萍主要撰稿 .-- 初版 .-- 宜蘭

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1106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8-86-

1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軍事設施 3.CST: 

宜蘭縣  733.9/107.2  

新 竹 縣 志 續 修 . 卷 五 , 社 會 志  = 

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 

HsinChu County / 龔玉齡, 王和安, 邱

正略, 蔡宗穎, 李孟勳, 張家綸撰稿 ; 

張勝彥總編纂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

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1106 .-- 5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20-

3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新竹縣  

733.9/111.1  

小黑啤玩臺灣. 苗栗篇 : 刻木雕 / 洪

金煌, 謝爾庭文字 ; 羅茜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68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836-9-3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繪本 3.CST: 

苗栗縣  733.9/113.4  

二我.影像 : 老照片見證家族史 / 陳淑

美作 .-- 第一版 .-- 新竹縣湖口鄉 : 陳

淑美, 11108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182-4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照片集 2.CST: 歷史 3.CST: 彰

化縣鹿港鎮  733.9/121.9/143.7  

山村.舊城.國姓爺 : 雲林地域文化研

究與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王淑

宜, 王新衡, 王瀞苡, 蔡旺晉, 何季澄, 

張之怡, 陳芳如, 黃世輝, 詹栩茵, 賴

秋美作 ; 黃世輝, 王淑宜總編輯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智能地域設計服務研究中心 , 

11105 .-- 2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902-4-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文集 3.CST: 

雲林縣  733.9/123.07  

白沙墩堡思想起 : 打開元長人的記

憶. II / 蔡鴻儒著 .-- 雲林縣元長鄉 : 

蔡鴻儒, 11106 .-- 191 面; 21X27 公分 .-

- ISBN 978-626-01-0124-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方志 2.CST: 雲林縣元長鄉  

733.9/123.9/111.1  

風林慢城 : 大林小誌 / 徐詩雲, 許舒

媚, 楊舜傑採訪編輯 .-- 初版 .-- 嘉義

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 11106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09-84-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嘉義縣大林鎮  733.9/125.9/103.4  

高雄客庄樂富遊 = Kaohsiung Hakka 

travel map / 周志承, 陳奕臣, 陳佳鴻, 

吳真芸採訪美術編輯 .-- 再版 .-- 高雄

市  :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 

11105 .-- 74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 ISBN 978-986-5465-89-6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客家 3.CST: 高雄

市  733.9/131.6  

高雄客庄樂富遊 = 素敵な高雄楽し

い客家村へようこそ / 周志承, 陳奕

臣, 陳佳鴻, 吳真芸採訪美術編輯 .-- 

再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 11105 .-- 74 面; 21 公分 .-- 

中日對照 .-- ISBN 978-986-5465-90-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客家 3.CST: 高雄

市  733.9/131.6  

山鹿與苦花魚 : 那瑪夏特展 = The 

Formosan sambar and the shovel-jaw 

carp : special exhibition of Namasia / 行

政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歷

史博物館, 11105 .-- 64 面; 26 公分 .-- 

(展高雄系列專刊 ; 14) .-- ISBN 978-

986-5465-91-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高雄市那瑪夏區  733.9/133.9/103.2  

屏東縣公共議題彙編. 2021 年 / 孫御

翔, 陳淀超, 吳庭瑄, 鄭雅涵, 黃雅欣, 

高遠誠, 林芷琦, 湯博偉, 張景丞, 黃

彥儐著 ; 李錦旭主編 .-- 初版 .-- 屏東

市 : 國立屏東大學, 11106 .-- 25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159-1-9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屏東縣  

733.9/135.1  

屏東海底 40 米 = Underwater 40 meters 

/ 種籽設計文字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

府, 11106 .-- 93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626-7117-21-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海洋 3.CST: 休閒

活動 4.CST: 屏東縣  733.9/135.6  

海之旅路 : 想遠離塵囂時,療癒自己

的美好步調 / 莊佩璇, 李友煌, 張簡禕

真, 陶依玟採訪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5-0-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旭海觀音鼻自然

保留區 3.CST: 屏東縣牡丹鄉  

733.9/135.9/111.6  

帶你回花蓮 : 穿梭街市百年 / 葉柏強, 

黃家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花蓮市 : 花蓮

縣花蓮市公所, 11107 .-- 24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504-81-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花蓮縣  733.9/137.2  

小村拾味 / 曾于軒撰寫 ; 呂予楨繪 .-

- 第一版 .-- 新竹縣湖口鄉 : 曾于軒, 

11105 .-- 11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01-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餐飲業 3.CST: 花

蓮縣  733.9/137.6  

菊島廚房食記 : 從香料群島漂流到

漁人之島 / 劉明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

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 ISBN 978-986-408-826-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澎湖縣  733.9/141.4  

歐洲史地 

最小但最強,荷比盧的細節 / 葉克飛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3-56-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荷蘭 3.CST: 比利

時 4.CST: 盧森堡  740.1  

權力與王座 : 貿易、征伐與基督信

仰,中世紀如何奠定歐洲強盛的基礎? 

/ 丹.瓊斯(Dan Jones)著 ; 羅亞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560 面; 23 公

分 .-- (歷史.世界史) .-- ISBN 978-957-

05-3425-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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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中古史 2.CST: 文明史 3.CST: 

歐洲  740.23  

眼淚的歷史 : 情緒、空間與性別,近

代法國的感性與濫情 / 安.文森布佛

(Anne Vincent-Buffault) 著  ; 許 淳 涵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

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80 面; 21

公分 .-- (歷史. 世界史) .-- ISBN 978-

957-05-3421-4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哭泣 2.CST: 法國史 3.CST: 文

學史  742.2  

維琪政府症候群 : 法國難以面對的

二戰記憶 / 亨利.胡梭(Henry Rousso)

著 ; 馬向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7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62-557-6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法國史 2.CST: 第二次世界大

戰  742.264  

浪漫巴黎 : 愛旅遊 / Olivier Petit 著 ; 

北京美術-徐總團隊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6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漫畫 3.CST: 法國

巴黎  742.719  

不只哀悼 : 如果記憶有形狀 / 鄭安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沃時文化有限

公司, 11106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841-1-8 (線裝) NT$720 普

遍級  

1.CST: 德國史 2.CST: 紀念碑 3.CST: 

公共建築  743.3  

野生的歐洲 : 塔朋帶你遊東歐 25 國,

打開你對世界的想像. 上 / 法蘭西斯.

塔朋(Francis Tapon)著 ; 賴堯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432 面; 21 公分 .-- (八旗國

際 ; 16) .-- ISBN 978-626-7129-33-3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東歐  744.09  

旅遊記疫 : 老玩童深度遊瑞士 / 鄧予

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376 面; 21 公

分 .-- (鄧予立博文集 ; 15) .-- ISBN 

978-626-7151-13-6 (精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瑞士  744.89  

非洲史地 

埃及眾神的冥界巡禮. 前篇 / 松本彌

作 ;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4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

50-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古埃及 2.CST: 文化遺址 

3.CST: 埃及文化  761.3  

撒哈拉 : 我的應許之地 / 蔡適任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52 面; 21 公

分 .-- (Across ; 60) .-- ISBN 978-626-

335-474-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撒哈拉沙漠  

763.85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 陳銘凱作 .-- 五

版 .-- 臺北市 :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世界主題

之旅 ; 65) .-- ISBN 978-986-336-424-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副業 3.CST: 澳大

利亞  771.9  

傳記 

關鍵 99 人 : 從千秋帝王到商業奇才,

穿越百年,橫跨領域,一本書帶你看遍

改變世界歷史的著名人物 / 盧芷庭, 

陳濤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397-1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781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10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6-9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11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6-9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12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6-9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5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6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7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8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9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1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2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59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3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 4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8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革命家的品格 / 王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視界, 11106 .-- 40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0-4-4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中國  782.1  

這群古人不簡單. 2, 文韜武略 / 庄宏

安, 陳俐妤編著 ; 徐有武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6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13-065-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歷史故事 3.CST: 

中國  782.1  

一個人的香港史 : 被控「串謀顛覆

國家政權罪」的那 47 個人 / 我地有

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

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 春 山 之 聲  ; 36) .-- ISBN 978-626-

96109-9-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政治犯 2.CST: 傳記 3.CST: 香

港特別行政區  782.187  

這群古人不簡單. 1, 安邦定國 / 庄宏

安, 陳俐妤編著 ; 徐有武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3-064-7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傳記 2.CST: 歷史故事 3.CST: 

中國  782.2  

風雪破窯 : 呂蒙正與宋代「新門閥」 

/ 王章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4-7458-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宋)呂蒙正 2.CST: 家族史 

3.CST: 傳記  782.7  

輻射效應 : 揭發廣島原爆被掩蓋的

真相,核爆餘波吹哨者轟動全球的調

查。  / 萊斯莉 .布魯姆(Lesley M.M. 

Blume)作 ; 李珮華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

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

行銷業務部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08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核子

武器 3.CST: 新聞報導 4.CST: 日本廣

島市  782.84  

人生要舒適,就來讀蘇軾 : 生活困窘

是常態,超然自在靠智慧,豁達男神教

你隨遇而安的 4 個處世哲學 / 為你讀

詩平台, 湘人彭二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的文化, 11108 .-- 208 面; 21 公

分 .-- (幸福人生 ; 24) .-- ISBN 978-626-

7026-14-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人生哲學  782.8516  

你我鄭成功 / 周芷茹編著 .-- 第一

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安平文教基

金會, 11105 .-- 8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97404-2-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明)鄭成功 2.CST: 傳記  

782.869  

伊藤圭典学徒兵日記 : 一九四五年

三月十日~九月十四日  / 伊藤圭典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出版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 11105 .-- 4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624-8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伊藤圭典 2.CST: 傳記 3.CST: 

臺灣史 4.CST: 史料  783.18  

台灣,阮ㄟ阿母 : 聽阿伯講古 : 聚焦於

1895 年至 2016 年間 = Our Taiwan, our 

people(focus on 1895-2016) / 何介富編

著 .-- 臺北市 : 活石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41-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人物志 

3.CST: 臺灣史  783.31  

尹家書 / 尹乃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35-2-

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尹氏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家族史  783.37  

父親的行跡身影 / 謝維垣, 謝昭伶, 謝

顒丞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科億資

訊科技有限公司, 11105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6401-5-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謝氏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家族史  783.37  

守讓堂與吳愚家族的故事 / 洪若瑜, 

蔡鎧亦文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明

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行動導向

辦公室, 11106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73-38-7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吳氏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家族史  783.37  

人生三部曲暨彭飛宗賢追思紀念集 / 

彭飛宗賢追思紀念集編委會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4-

604-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彭飛 2.CST: 傳記 3.CST: 文集  

783.3886  

不能輸的比賽 : 喇叭潘忠韋的棒球

人生 / 潘忠韋口述 ; 王啟恩撰寫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1 公

分 .-- (People ; 482) .-- ISBN 978-626-

335-48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潘忠韋 2.CST: 運動員 3.CST: 

棒球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拔地而起的力量 : 農業改革先行者

蔡培慧 / 徐遼明, 蔣金, 陳芛薇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社會文人 ; BGB533) .-- ISBN 

978-986-525-630-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蔡培慧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從後山走向世界 : 拐杖牙醫林易超 / 

林易超, 葛世萱執筆 .-- 初版 .-- 新北

市  :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047-5-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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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林易超 2.CST: 醫師 3.CST: 自

傳  783.3886  

情報實務 : 龎家均回憶錄之三 / 龎家

均著 .-- 初版 .-- [桃園市] : 龎家均, 

11106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56-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龎家均 2.CST: 回憶錄 3.CST: 

情報  783.3886  

深耕東海 注入新泉 : 王亢沛校長紀

念專輯 / 王雅萍編 .-- 臺中市 : 東海

大學圖書館, 11106 .-- 210 面; 26 公

分 .-- (東海文庫. 校長篇 ; 6) .-- ISBN 

978-957-548-11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王亢沛 2.CST: 校長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許歷農傳 : 從戰爭到和平 / 紀欣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40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30) .-- ISBN 

978-986-525-61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許歷農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陳培榕醫師傳記  / 吳宛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

分 .-- (Caring ; 103) .-- ISBN 978-986-

357-242-8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陳培榕 2.CST: 醫師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陳福成 70 自編年表 : 所見所做所寫

事件簿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282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59) .-- ISBN 978-

986-314-605-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陳福成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最後的診斷 : 病理醫師許永祥的顯

微世界 / 許永祥主述 ; 吳宛霖撰文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

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5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60-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許永祥 2.CST: 醫師 3.CST: 自

傳 4.CST: 臺灣  783.3886  

等待微光 : 一位救難醫師的生命告

白 / 吳坤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 21 公 分  .-- ( 晶 鑽 生 活  ; 

JZ001) .-- ISBN 978-986-288-913-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吳坤佶 2.CST: 醫師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愛是一條線 / Kolas Yotaka 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

分 .-- (社會人文 ; BGB535) .-- ISBN 

978-986-525-620-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Kolas Yotaka 2.CST: 臺灣原住

民族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齊心泰然 : 劉宗齊 1937 to 2022 / 陳勇

龍總編輯 .-- 桃園市 : 陳勇龍, 11106 .-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63-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劉宗齊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謝延庚教授紀念專輯  / 謝鶯興編

輯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圖書館 , 

11105 .-- 184 面; 25 公分 .-- (東海文庫. 

師長篇 ; 6) .-- ISBN 978-957-548-11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謝延庚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集  783.3886  

恐龍女士瑪莉․安寧 : 第一位古生

物學家,瑪莉․安寧的驚人大發現 / 

琳達․絲基爾斯(Linda Skeers)文 ; 瑪

塔 .阿瓦雷茲 .米昆斯(Marta Álvarez 

Miguéns)圖 ; 張東君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4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9-75-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安寧(Anning, Mary, 1799-1847) 

2.CST: 古生物學 3.CST: 傳記 4.CST: 

通俗作品  784.18  

*回憶咖啡館 /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著 ; 洪儀真譯 .-- 一版 .-- 高雄

市  :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無境文化. 

人文批判系列)((奪朱)社會政治批判

叢書 ; 18) .-- ISBN 978-626-96091-2-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托瑪(Thomas, Chantal) 2.CST: 

作家 3.CST: 傳記 4.CST: 法國  

784.28  

體現之愛 : 碰觸、連結與空間 = Love 

of embodiment : touch, connection and 

space / 尼騰 (Neeten)口述  ; 庫提拉

(Kutira)翻譯編撰 .-- 初版 .-- 高雄市 : 

晰流心靈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00

面; 21 公分 .-- (身心靈地圖 ; 1) .-- 

ISBN 978-626-95059-1-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尼騰(Neeten) 2.CST: 回憶錄 

3.CST: 德國  784.38  

安妮日記 / 安妮.法蘭克著 ; 呂玉嬋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5025 種)(Choice ; 

352) .-- ISBN 978-957-33-3895-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法蘭克(Frank, Anne, 1929-

1945)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4.728  

我 , 不馴服  / 格倫儂 .道爾 (Glennon 

Doyle)著 ; 趙盛慈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50 面; 

21 公分 .-- (Mindmap ; 240) .-- ISBN 

978-957-658-850-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道爾(Doyle, Glennon, 1976-) 

2.CST: 女性 3.CST: 同性戀 4.CST: 自

傳 5.CST: 美國  785.28  

*沒 有 媽 媽 的 超 市  / 蜜雪兒 .桑 娜

(Michelle Zauner)著 ; 韓絜光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二十張出版,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93-3-3 (平

裝) NT$450 .-- ISBN 978-626-95893-4-

0 (平裝簽名版) NT$450 普遍級  

1.CST: 桑娜(Zauner, Michelle) 2.CST: 

回憶錄  785.28  

爭取平等的鬥士 : 大法官 RBG 的故

事 / 喬納.溫特(Jonah Winter)著 ; 史泰

西.英納斯特(Stacy Innerst)繪 ; 柯倩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70-3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金斯伯格(Ginsburg, Ruth 

Bader) 2.CST: 法官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785.28  

黑奴解放者林肯 : <<解放奴隸宣言

>>X 蓋茲堡演說,賭上性命只為換取

全美的和平與正義 / 潘于真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25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65-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

1865) 2.CST: 傳記 3.CST: 美國  

7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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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傳 : 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 / 

楊建鄴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3 公分 .-- (成功講座 ; 383) .-- ISBN 

978-986-392-457-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愛因斯坦(Einstein, Albert, 

1879-1955) 2.CST: 傳記 3.CST: 美國  

785.28  

跟大師學創造力. 7 : 愛因斯坦與相對

論+21 個想像實驗  / 傑若米 .波倫

(Jerome Pohlen)作 ; 周宜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8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69-81-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愛因斯坦(Einstein, Albert, 

1879-1955) 2.CST: 傳記 3.CST: 物理

學 4.CST: 通俗作品  785.28  

龍王箴言 : 克里斯.波許寫給年輕運

動員的十二封信  / 克里 .波許(Chris 

Bosh)作 ; 李祖明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入魂 ; 15) .-- ISBN 

978-626-7092-46-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波許(Bosh, Chris, 1984- ) 

2.CST: 運動員 3.CST: 職業籃球 

4.CST: 傳記  785.28  

總統的親戚 : 揭開台灣權貴家族的

臍帶與裙帶關係  / 陳柔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7 .-- 5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38-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譜系 2.CST: 家族 3.CST: 臺灣  

789.33  

文物考古 

玉堂佳器 榮宇軒 : 明代玉器珍藏 = 

Chinese jades (A.D. 1368-1644) from th 

Tsai's collection / 蔡勝雄, 蔡榮財, 范

礪珍文字撰述 .-- 初版 .-- 新北市 : 蔡

勝雄, 11105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33-6 (平裝) NT$1600 普

遍級  

1.CST: 蒐藏品 2.CST: 玉器 3.CST: 明

代  794.4  

莫名堂藏玉 : 拾玉集 / 鄧卜君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耕己行銷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182-0-0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玉器 2.CST: 古玉 3.CST: 蒐藏  

794.4  

北宋清涼寺描金汝瓷 / 曾國良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曾國良(臺北), 

11105 .-- 3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74-9 (精裝) NT$2500 普遍級  

1.CST: 古陶瓷 2.CST: 瓷器 3.CST: 宋

代  796.6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擄獲人心的詞彙使用法 / 宋淑熹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83-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語言學 2.CST: 詞彙  800  

漢字好好教 好好教漢字 : 華語師培

與漢字教學 / 陳玉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43-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漢字  

802.203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33 屆 / 李淑萍, 王欣慧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國文字學會 ; [新北市] : 輔

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11105 .-- 67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932-3-4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中國文字 3.CST: 

文集  802.207  

文字論叢. 第四輯 / 中國文字學會編

審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中

國文字學會出版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

大學中文系發行, 11105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32-2-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中國文字 3.CST: 

文集  802.207  

中小學生必備國語辭典 / 世一文化

字典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140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

313-06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新編東方國語辭典(革新版) / 東方編

輯小組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台灣

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

504-2 (精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圖解閩南語概論  / 陳筱琪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89-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802.5232  

客語能力認證參考詞彙. 高級(大埔

腔)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434-65-

6 (全套:平裝附隨身碟)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2.52382  

客語能力認證參考詞彙. 高級(四縣

腔)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434-63-

2 (全套:平裝附隨身碟)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2.52382  

客語能力認證參考詞彙. 高級(海陸

腔)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434-64-

9 (全套:平裝附隨身碟)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2.52382  

客語能力認證參考詞彙. 高級(詔安

腔)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434-66-

3 (全套:平裝附隨身碟)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2.52382  

客語能力認證參考詞彙. 高級(饒平

腔)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434-67-

0 (全套:平裝附隨身碟)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2.52382  

作文實戰 / 林友誠著 .-- [臺北市] : 林

友誠, 11106 .-- 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122-0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作文 3.CST: 寫作

法  802.7  

(農會招考)農會國文(含作文與公文

寫作)焦點複習講義 / 千華編委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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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0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應用文 3.CST: 公

文程式  802.79  

(初等考試)國文-測驗焦點速成 / 高

朋, 尚榜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10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當代中文課程  : 教師手冊 . 2 = 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eacher's 

manual 2 / 王慧娟, 孫懿芬, 劉崇仁編

寫 ; 鄧守信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 

11106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2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小狸日語(觀念文法書) : 最大量的句

型彙整、文法辨析、實戰演練,帶你

從初學到 N3,全面直擊文法核心概念 

/ 王心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

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6 .-- 3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26-42-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最強日文語感增強術  / 楊筠 (Yuna 

Yang)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3 公

分 .-- (語言學習 ; 22) .-- ISBN 978-626-

320-147-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每日一句). 生活

實用篇 / 出口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檸檬樹國際書版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5 公分 .-- (大家學日語系列 ; 

14) .-- 行動學習新版 .-- ISBN 978-986-

94387-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每日一句). 旅行

會話篇 / 出口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檸檬樹國際書版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5 公分 .-- (大家學日語系列 ; 

15) .-- 行動學習新版 .-- ISBN 978-986-

94387-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恰當日本語 : 適時適所!用日本人的

一天學日語,一次告訴你對應各種場

合與對象,從輕鬆到正式的三種不同

表現 / 唐澤明著 ; 劉芳英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出版社, 11107 .-- 

19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466-6-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圖解實用日語極短句 / 黃意婷, 希伯

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6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659-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JLPT 新日檢 N4 一本合格= 해커스 

JLPT N4 한 권으로 합격 / Hackers 

Academia 作 ; 謝宜倫, 林農凱, 陳靖婷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7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9-96-5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4 必背

必出聽力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

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絕對合格 ; 26) .-- ISBN 978-986-246-

692-6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超高命中率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

(文法、單字)N4 / 吉松由美, 田中陽

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

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1 公分 .-- (捷進日檢 ; 11) .-- 

ISBN 978-986-246-694-0 (平裝附光碟

片) NT$4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詞彙 

4.CST: 能力測驗  803.189  

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精修重音版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單字

N5 : 附三回模擬考題 / 吉松由美, 小

池直子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

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1) .-- 

ISBN 978-986-246-693-3 (平裝附光碟

片) NT$385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我的第一本韓語文法 / 安辰明, 李炅

雅, 韓厚英著 .-- 2 版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出版社, 11107 .-- 3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54-225-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語法  803.26  

我的第一本韓語文法. 高級篇 / 安辰

明, 宣恩姬著 .-- 2 版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出版社, 11107 .-- 4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54-227-7 (平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語法  803.26  

我的第一本韓語文法. 進階篇 / 閔珍

英, 安辰明著 .-- 2 版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出版社, 11107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54-226-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語法  803.26  

語言學家解破台語 / 劉承賢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花鹽有限公司 , 

11106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0938-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語法  803.36  

新編土漢辭典 = Türkçe-Çince Sözlük 

/ 黃啟輝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

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出版 : 國立政

治大學發行, 11106 .-- 3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0-4-1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土耳其語 2.CST: 詞典  

803.813  

讚啦!我成為印尼語司法通譯了! / 小

K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11107 .-- 20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4-5-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印尼語 2.CST: 讀本  

803.9118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泰雅

族賽考利克泰雅語中高級應考指南 

= Squliq Tayal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

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認 證 測 驗 組 發 行 ,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

626-7158-0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泰

雅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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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賽德

克族都達賽德克語中高級應考指南 

= Kari sediq Toda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12-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賽

德克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12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賽德

克族德固達雅賽德克語中高級應考

指南 = Kari Seediq Tgdaya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10-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賽

德克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12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賽德

克族德鹿谷賽德克語中高級應考指

南  = Kari Seejiq Truku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13-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賽

德克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12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太魯

閣 族太魯 閣語 中高級 應考 指南  = 

Kari Klgan seejiq Truku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96068-6-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太

魯閣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13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賽夏

族賽夏語中高級應考指南 = SaySiyat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

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

會認證測驗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0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賽

夏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2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布農

族 卡群布 農語 中高級 應考 指南  = 

Bunun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

金會認證測驗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96068-7-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布

農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3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邵族

邵語中高級應考指南 = Thau a lalawa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

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

會認證測驗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96068-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邵

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4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鄒族

鄒語中高級應考指南 = e'e no cou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

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

證測驗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

分 .-- ISBN 978-626-7158-0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鄒

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5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拉阿

魯哇族拉阿魯哇語中高級應考指南 

= Kari tahlana Hla'alua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96068-9-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拉

阿魯哇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51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卡那

卡那富族卡那卡那富語中高級應考

指 南  = kari Kanakanavu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11-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卡

那卡那富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52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排灣

族 南 排 灣 語 中 高 級 應 考 指 南  = 

pinaiwanan a tjinainavaljan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07-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排

灣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61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魯凱

族 東 魯 凱 語 中 高 級 應 考 指 南  = 

Ngodradrekai ka so Taromak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03-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魯

凱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63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卑南

族 南王卑 南語 中高級 應考 指南  = 

piningaiyan dra Pinuyumayan i Puyuma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

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

證測驗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

分 .-- ISBN 978-626-7158-0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卑

南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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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主委 ina 的話全集 / 夷將.拔路

兒 Icyang.Parod 著 .-- 新北市 : 原住民

族委員會,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 中文、阿美族語對照 .-- ISBN 978-

986-5435-65-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阿

美語 3.CST: 文集  803.997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阿美

族 馬蘭阿 美語 中高級 應考 指南  = 

suwal no Farangaw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09-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阿

美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7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撒奇

萊雅族撒奇萊雅語中高級應考指南 

= Sakizaya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

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出

版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基金會認證測驗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

0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撒

奇萊雅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79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雅美

族雅美語中高級應考指南 = ciriciring 

no Tao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

金會認證測驗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06-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雅

美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8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噶瑪

蘭 族噶瑪 蘭語 中高級 應考 指南  = 

sikawman na Kebalan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認證測驗

組發行, 11105 .-- 7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158-02-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噶

瑪蘭語 3.CST: 能力測驗  803.999  

用法國人的一天學法語  / 朱臻明

(Julien Chameroy), Olio 王冠能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3 公分 .-- 虛擬點讀

筆版 .-- ISBN 978-986-407-190-6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法語 2.CST: 讀本  804.58  

法 語 戀 愛 小 百 科  = Syndrome de 

l'amour à la française / 阮若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外語達人

系列 ; 23) .-- ISBN 978-986-5560-7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法語 2.CST: 會話  804.588  

墨企鵝在高山體 : 英文草寫必備的

52 個字帖 = MI cursive writing book / 

李佳蒨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雙母語學殿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26 公分 .-- (學而時習字系

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791-

3-6 (精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字母  805.11  

7000 單,強咖這樣背 / 李爵, 古貿昌合

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知英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986-5694-40-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986-5694-41-8 (第

2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

5694-42-5 (第 3 冊:平裝) NT$350 普遍

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用賴世雄筆記法學英文 : 每天 10 分

鐘,單字片語一本通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448 面; 23 公分 .-

- (常春藤生活必讀系列 ; BA20) .-- 

ISBN 978-626-96046-5-4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會說話的英漢圖典 3000 字 / Yen-Ling 

Chiu, Yu-Ching Chen[總編輯] .-- [二

版]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4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52-651-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典  805.132  

文法少年奇幻大冒險 : 誰說學文法

一定要死背?讀完這本漫畫,一次掌

握基本英文文法! / Mr. Sun, 宣珍浩

著 ; 阿譯, 趙苑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432 面; 23 公分 .-- (EZ talk) .-

- ISBN 978-626-7164-09-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這本文法最全面!英文滿分筆記,文法

大全帶你打好英文基礎 / 寮菲, 何文

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6-07-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超越英文法 / 黃宋賢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17-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Tomo 的 日 記  : 從 句 子 到 短 文  = 

Tomo's diary : from sentence to 

paragraph / 何培妤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社團法人臺中市線上家教促進

協會, 11107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17-1-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句法  805.169  

超核心大考英文寫作 : 八招打造作

文即戰力 / 吳詩綺, 洪碧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34-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英語 2.CST: 寫作法  805.17  

(導遊領隊)補教名師教你成功自學

領隊導遊英文 / 張馨文編著 .-- 第六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95-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英語 2.CST: 導遊 3.CST: 讀本  

805.18  

(導遊領隊)領隊導遊英文(包含閱讀

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 千華編委會編

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31-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導遊 3.CST: 讀本  

805.18  

英語閱讀 Power Up! / 財團法人語言

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 臺北市 : 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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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11106 .-- 152

面; 26 公分 .-- (LTTC 素養學習系

列) .-- ISBN 978-986-06258-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這本口說最實用!英文職場高手 ,76

個情境會話教你擺脫中式英文 / 張

慈庭, 許澄瑄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原來如

此 ; E259) .-- ISBN 978-626-7116-1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讀出英語核心素養. 3 : 九大技巧打造

閱 讀 力 ( 寂 天雲 隨 身聽 APP 版 ) / 

Owain Mckimm 著 ; 黃詩韻, 劉嘉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35-0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無敵英語會話王 / 張瑜凌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416 面; 17 公分 .-- (行動

學習 ; 20) .-- ISBN 978-626-95952-4-2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寫給過了三十歲才要開始好好學英

文的你我 : 邁向雙語國家的成人英

文基礎課 / Raymond Tsai 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易 富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07-191-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IELTS 雅思

「單字」+「文法」 / 怪物講師教學

團隊(台灣)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我

識 出 版 教 育 集 團 - 不 求 人 文 化 , 

11106 .-- 448 面; 23 公分 .-- 虛擬點讀

筆版 .-- ISBN 978-626-95599-5-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805.189  

前進滿分 GEPT 全民英檢中級試題

解 析 + 單 字 大 全  / Stephen Black, 

Shirley Wu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

進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28-3-4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892  

前進滿分 GEPT 全民英檢初級試題

解 析 + 單 字 大 全  / Stephen Black, 

Shirley Wu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

進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28-2-7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892  

新制 GEPT 全民英檢初級必背單字

清 單  = New GEPT top essential 

vocabulary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658-5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892  

新制英檢最前線 : 初級全真測驗 / 郭

慧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

版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45-993-3 (平裝附

光碟片)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問題集  

805.1892  

新托福 100+iBT 寫作 / 韋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考

用英語系列 ; 39) .-- ISBN 978-626-

95434-7-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托福考試 2.CST: 寫作法  

805.1894  

NEW TOEIC 新多益聽力測驗大滿貫

關鍵攻略 : 擬真試題+超詳解析 / 張

文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

分 .-- (英語工具書 ; 17) .-- ISBN 978-

626-95952-5-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全新!新制多益 TOEIC 單字大全  / 

David Cho 著 ; 許竹瑩, 張育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7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28-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TOEIC Bridge

多益普及 5 回模擬試題+解析 / 薛詠

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教

育集團-不求人文化, 11107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99-6-1 (平

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挑戰新制多益聽力閱讀滿分 : 模擬

試題 2000 題(雙書合訂本)(寂天雲隨

身聽 APP 版) / Kim su hyeon, Choi 

Young Ken 著 ; 林育珊, 關亭薇, 蘇裕

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8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33-6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最強多益必考文法 : 10 大主題+實戰

練習,解題快、各程度適用! / 外國語

研究發展中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53-8-1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語法  

805.1895  

文學 

史識與詩心 : 近現代戰爭視域下的

「詩史」傳統 / 邱怡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20 面; 21 公分 .-- (典範集成.

文學 ; 15) .-- ISBN 978-957-17-3332-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舊體詩 2.CST: 文學史 3.CST: 

文學與戰爭  810.9  

詩歌的 40 堂公開課 : 從謳歌愛情與

冒險,到議論宗教與戰爭,那些偉大的

詩句讓日常生活的情感、經驗與思

想凝結為永恆 / 約翰.卡瑞(John Carey)

著 ; 張綺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

642-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詩歌 2.CST: 詩評 3.CST: 世界

文學 4.CST: 文學史  810.9  

從學霸到職場高「財」生的寫作課 / 

卓素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859-5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811.1  

寫作力 : 只要讀懂題目,國文作文就

能成功得分,陳嘉英老師的 SUPER 好

用寫作法 / 陳嘉英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64 面; 21 公分 .-- (中文好

行 ; 2) .-- ISBN 978-626-310-237-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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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寫作法  811.1  

文學小書冊 / 柯香君, 李玲玲, 陳鴻逸, 

劉向仁, 鄭卉芸, 薛玲玲作 .-- 初版 .-- 

彰化市 : 柯香君, 11107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01-016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學評論 2.CST: 寫作法  

812  

編劇心理學 : 在劇本中建構衝突 / 威

廉.尹迪克(William Indick)著 ; 井迎兆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87-8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電影劇本 2.CST: 寫作法 

3.CST: 文藝心理學  812.3  

夏目漱石、普魯斯特等名家名著鑑

賞 : 人生的憧憬與幻滅 / 歐宗智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4-52-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小說 2.CST: 文學評論 3.CST: 

世界文學  812.7  

創作者的故事設定攻略 打造完美奇

幻世界觀 / 鳥居彩音, 榎本秋作 ; 殷

婕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8-51-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小說 2.CST: 寫作法  812.71  

字製句句 : 第二十四屆臺北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 威瑪等作 ; 封德屏主

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05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12-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13  

中國文學 

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 李惠儀

作 ; 李惠儀, 許明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6 .-- 544 面; 

23 公分 .-- (中國文學研究叢書 ; 16) .-

- ISBN 978-986-350-603-4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2.CST: 明清文學  

820.9  

文字獄下小說轉向人性的開掘 : 從

<<儒林外史>>到<<紅樓夢>>,從時事

政治的諷刺到禮教世俗的批判 / 石

昌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392-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清代小說 2.CST: 文學評論 

3.CST: 中國文學史  820.97  

亂世中小說的千姿百態 : 從<<豆棚

閒話>>到<<聊齋志異>>,從超脫俗世

的諷喻到神異虛幻的追求 / 石昌渝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22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362-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820.97  

傳統小說的衰微與轉型 : 從<<鏡花

緣>>到<<老殘遊記>>,從婉曲隱晦的

暗諷到直言不諱的譴責 / 石昌渝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6 .-- 26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15-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清代小說 2.CST: 文學評論 

3.CST: 中國文學史  820.97  

現代詩的藝術跨界與應用 / 顧蕙倩, 

洪淳修, 林育誼, 陳謙, 嚴忠政, 林德

俊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33-

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新詩 3.CST: 文

學與藝術 4.CST: 詩評  821.88  

中國文學總集 

一本就通 : 必讀唐詩一 00 大 / 王兆

鵬, 邵大為, 張靜, 唐元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356-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31.4  

不廢江河萬古流 : 悅讀唐詩三百首 / 

李昌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 文 學 研 究 叢 書 . 古 典 詩 學 叢 刊  ; 

804A01) .-- ISBN 978-986-478-685-5 

(全套:平裝) NT$3000 普遍級  

 831.4  

唐詩三百首賞析大全集 / 林郁主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8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822-2-8 (平裝) 普遍級  

 831.4  

一本就通 : 必讀宋詞一 00 大 / 王兆

鵬, 郁玉英, 郭紅欣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6357-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33.5  

紐約芳菲 : 紐約華文女作家協會文

集 / 梓櫻主編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3-39-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39.9  

中國文學別集 

我只是 想念你 / Adelaide 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11106 .-- 3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445-6-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48.7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香港武俠小說史 / 陳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53-

11-6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

626-7153-12-3 (下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7153-13-0 (全套: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武俠小說 2.CST: 文學評論 

3.CST: 香港文學  850.3857  

人間有味是清歡 : 東坡肉、元脩菜、

真一酒,蘇軾的飲食生命史 / 黃啟方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

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0 面; 21

公分 .-- (人文) .-- ISBN 978-957-05-

3426-9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傳記 3.CST: 

宋詩 4.CST: 詩評  851.4516  

只是因為有了祢 / 乾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78-

8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5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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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詩魂 : 孟浪詩全集 / 孟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96105-0-1 (全套 :平裝 ) NT$1000

普遍級  

 851.487  

西川浪人心曲 / 宋川琦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上鋐書庫有限公司, 11106 .-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853-3-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51.487  

珍重閣主人趙尊嶽詩詞文補遺 / 趙

尊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民國詩文叢

刊 ; 816002) .-- ISBN 978-986-478-692-

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51.487  

王鵬運詞學文獻考(附王鵬運年譜稿) 

/ 李保陽著 .-- 新北市 : 華藝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學術出版部出版 : 華藝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4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198-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清)王鵬運 2.CST: 清代詞 

3.CST: 研究考訂 4.CST: 文獻學  

852.476  

心靈漫遊 = Mind wandering and words 

/ D.G. Lampaulus 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糊 塗 里 文 化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71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95558-1-9 (平裝) NT$368 普遍級  

 855  

後來我學會了愛自己 / 張小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07 .-- 288 面; 19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5036 種)(張小嫻愛情王

國 ; 16) .-- ISBN 978-957-33-3900-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55  

疫下叢譚 / 潘銘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2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 13000008) .-- ISBN 978-986-478-

684-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5  

最後一次耿耿於懷 / Middle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1 公分 .-- 

(Middle 作品 ; 9) .-- ISBN 978-957-741-

555-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5  

歲月不留白 / 陳玉琳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760)(北美華文作家系列  ; 

42)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

77-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5  

談心 : 與林青霞一起走過的十八年 / 

金聖華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16 面; 22 公分 .-- (People ; 485) .-- 

ISBN 978-626-335-541-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855  

徐一士說掌故 : 一士譚薈 / 徐一士原

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308 面; 21 公分 .-

- (血歷史 ; 226)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24-4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57.1  

徐一士說掌故 : 一士類稿 / 徐一士原

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344 面; 21 公分 .-

- (血歷史 ; 224)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16-9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857.1  

徐一士說掌故 : 一士類稿續編 / 徐一

士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304 面; 21 公

分 .-- (血歷史 ; 225)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17-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57.1  

山海經 : 一窺神祗異獸的起源,最值

得典藏的上古百科全書 / 徐客編著 .-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600 面; 23 公分 .-- (歷史典

藏 ; 1) .-- 古版彩圖珍藏版 .-- ISBN 

978-626-96112-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山海經 2.CST: 研究考訂  

857.21  

人世有何可眷戀? : <<聊齋誌異>>,與

那些付出真情的狐仙與幽魂、還有

在豆棚下烹茶的書生 / 蒲松齡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32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93-5-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57.27  

聊齋志異. 九 / (清)蒲松齡原著 ; 曾珮

琦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 (圖說經典 ; 32) .-- ISBN 978-986-178-

601-8 (平裝) NT$299 普遍級  

 857.27  

奴隸帝王 : 石勒 : 一劍能當百萬師 / 

毋福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6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36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45  

後趙明主 : 石勒 : 眾望所歸,稱王於襄 

/ 毋福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6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393-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45  

後趙明主 : 石勒 : 逐鹿中原,歲月如夢 

/ 毋福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6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398-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45  

是敵是友,讀水滸你就能預料 : 當你

看懂了、讀透了,你對世界與人心會

有更深刻的認識。 / 押沙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drill ; 17) .-

- ISBN 978-626-96088-0-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水滸傳 2.CST: 研究考訂  

857.46  

細說金瓶梅 : 精解成人世界,看透情

色底下的人世潛規則 / 劉心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

52-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金瓶梅 2.CST: 研究考訂  

857.48  

大觀紅樓. 正金釵卷 / 歐麗娟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7 .-

- 冊 .-- ISBN 978-986-350-605-8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紅學 2.CST: 研究考訂  

857.49  

瓦貓 / 葛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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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 .-- ISBN 978-986-387-588-8 (平

裝) 普遍級  

 857.63  

Evil desire 之密室 / 九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 (米國度書系 ; B0079-B0080) .-- ISBN 

978-986-505-272-0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505-273-7 (下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857.7  

九流女太醫 / 閑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文創風 ; 1073-1074) .-- ISBN 

978-986-509-332-7 ( 上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333-4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人工少女 / 龔萬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17) .-- ISBN 978-986-406-29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7.7  

三國疑雲 / 水的龍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53-05-

5 (第 1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626-7153-06-2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626-7153-07-9 (第

1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626-

7153-08-6 (第 1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626-7153-09-3 (第 15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626-7153-10-

9 (第 16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亡靈女巫逃亡指南 / 魔法少女兔英

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

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2-05-8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千門. 五, 千門之心 / 方白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446-4 (平裝) 普遍級  

 857.7  

千門. 六, 千門之聖 / 方白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447-1 (平裝) 普遍級  

 857.7  

夫君為何想和離? / 雲霜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藍 海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冊 .-- (藍海系列 ; E121301-

E12103) .-- ISBN 978-986-527-535-8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536-5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537-2 (卷 3: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幻想農場 / 西子緒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永

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259-

1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心毒. 3, Case003 : 鏡像 / 初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11-5-7 (平裝) 普遍級  

 857.7  

王爺翻天我翻身 / 潼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1001-

E121002) .-- ISBN 978-986-527-531-0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532-7 (下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加菲貓復仇記 / 金剛圈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537-94-4 (上冊:

平裝) NT$420 .-- ISBN 978-986-5537-

95-1 (下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

986-5537-96-8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另一個世界奏響的月光曲 / 李楊洋

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106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57-5-

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未央歌 / 鹿橋著 .-- 臺灣六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768 面; 22 公分 .-- (鹿橋全

集) .-- 典藏紀念精裝版 .-- ISBN 978-

957-05-3422-1 (精裝) NT$850 普遍級  

 857.7  

永夜之鋒 / 指尖的詠嘆調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7 .-

- 冊 .-- (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

986-505-271-3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同光 / 首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

心出版 , 11107 .-- 冊 .-- (PS ; P319-

P320) .-- ISBN 978-986-494-472-9 (上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494-473-6 ( 下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474-3 (全套:平裝) 

NT$660 普遍級  

 857.7  

收編狀元 / 清風拂面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藍海系列 ; E120701-E120705) .-

- ISBN 978-986-527-522-8 (卷 1: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523-5 (卷

2: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

524-2 (卷 3:平裝) NT$300 .-- ISBN 978-

986-527-525-9 (卷 4: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526-6 (卷 5: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我有一座恐怖屋 / 我會修空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107 .-- 

冊 .-- (詭讀 ; G072-) .-- ISBN 978-957-

787-381-1 (第 1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82-8 (第 13 冊:平

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83-

5 (第 1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57-787-384-2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57-787-385-9 (第

16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投靠親戚進高門 / 霜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1501-

E121504) .-- ISBN 978-986-527-542-6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543-3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544-0 (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27-545-7 (卷

4: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攻玉 / 凝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

翎文化, 11107 .-- 冊 .-- (流火選 ; F153-

F160) .-- ISBN 978-957-787-386-6 (第 1

冊 :平裝 ) NT$300 .-- ISBN 978-957-

787-387-3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88-0 (第 3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89-7 (第

4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

787-390-3 (第 5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91-0 (第 6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92-7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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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

787-393-4 (第 8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94-1 (全套:平裝) 

NT$2400 普遍級  

 857.7  

旺宅小通房 / 葉東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藍海系列 ; E121201-E121202) .-

- ISBN 978-986-527-533-4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534-1 (下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武漢 / 廖亦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346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96) .-

- ISBN 978-626-96065-1-1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857.7  

玫瑰塔 / 棲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

986-506-453-2 (上冊 :平裝 ) .-- ISBN 

978-986-506-454-9 ( 中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06-455-6 (下冊:平裝) .-

- ISBN 978-986-506-456-3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長樂 / 封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

向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米國度

書系 ; B0086-B0087) .-- ISBN 978-986-

505-262-1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5-263-8 (下冊:平裝) 

NT$280 限制級  

 857.7  

非限定 Alpha / 米洛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26-6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857.7  

*是心跳說謊 / 唧唧的貓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06-426-6 (上冊:平裝) .-

- ISBN 978-986-506-427-3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06-428-0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857.7  

洗鉛華 / 七月荔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8-040-

0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338-

041-7 (下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為何你要遇見我 = Why you have met 

me / 祿緣老師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36-

5 (平裝) NT$328 普遍級  

 857.7  

陌陌歸路 / 鬼手書生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6 .-- 180

面; 21 公分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5537-93-7 (平裝) NT$220 限

制級  

 857.7  

首席女仵作 / 飯糰桃子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冊 .-- (小說 house 系列 ; 

537-543) .-- ISBN 978-986-467-341-4 

(第 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467-342-1 (第 2 冊:平裝) NT$270 .-

- ISBN 978-986-467-343-8 (第 3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44-

5 (第 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467-345-2 (第 5 冊:平裝) NT$270 .-

- ISBN 978-986-467-346-9 (第 6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47-

6 (第 7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 2 : 生死決戰 / 

莫理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88-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祕藏太子 / 松間月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432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1101) .-- ISBN 978-986-527-52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問丹朱 / 希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107 .-- 冊 .-- (流火選 ; 

F146-F152) .-- ISBN 978-957-787-395-8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57-787-396-5 (第 2 冊:平裝) NT$300 .-

- ISBN 978-957-787-397-2 (第 3 冊:平

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98-

9 (第 4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57-787-399-6 (第 5 冊:平裝) NT$300 .-

- ISBN 978-957-787-400-9 (第 6 冊:平

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401-

6 (第 7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57-787-402-3 (全套 :平裝 ) NT$2100

普遍級  

 857.7  

婦好傳奇篇  : 女王之死  / 李白白 

Angelina M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28-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淘寶小藥娘 / 依然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 冊 .-- (文創風 ; 1070-1072) .-- ISBN 

978-986-509-329-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30-3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31-0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857.7  

莞美人生 / 灩灩清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 冊 .-- (文創風 ; 1075-1080) .-- ISBN 

978-986-509-334-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35-8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36-5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37-2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38-9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39-6 (第 6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857.7  

貴妻名震一食 / 五月榴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藍海系列 ; E120801-

E120802) .-- ISBN 978-986-527-527-3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

527-528-0 (下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嫁個錦衣衛 / 逢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 (藍海系列  ; E121601-E121602) .-- 

ISBN 978-986-527-546-4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547-1 (下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新時代新地府 / 林知落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5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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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7-88-3 (卷 1: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5537-89-0 ( 卷 2: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86-5537-90-6 (卷

3: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86-

5537-91-3 (卷 4: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5537-92-0 (全套:平裝) 限制

級  

 857.7  

群雄逐鹿 / 易修羅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平心出版, 11107 .-- 冊 .-- (PS ; 

P303-P305) .-- ISBN 978-986-494-459-0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

494-460-6 ( 中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461-3 (下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462-0 (全

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857.7  

慵來妝 / 溪畔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107 .-- 冊 .-- (愛讀 ; L168-

L170) .-- ISBN 978-957-787-403-0 (第 1

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957-

787-404-7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405-4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406-1 (全

套:平裝) NT$840 普遍級  

 857.7  

瘋魔人間 / 劉紅卿作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冊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366-7 (上冊:平裝) NT$299 .-- 

ISBN 978-626-332-394-0 (下冊:平裝) 

NT$299 限制級  

 857.7  

綠茶要有綠茶的本事 / 蘇錢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7 .-

- 冊 .-- ISBN 978-986-506-449-5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86-506-450-1 (中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451-8 

(下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452-

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請勿洞察 / matthia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04-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請勿洞察 / matthia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11-9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魯迅在 S 會館 / 劉紅卿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396-4 ( 平 裝 ) 

NT$320 限制級  

 857.7  

聲囂塵上 / YY 的劣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08-

9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鎮魂鈴 / 風花雪悅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發行, 11107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88-9-2 (上卷:

平裝) 限制級  

 857.7  

鵠奔亭 : 交州盜墓案 / 史杰鵬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3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26-8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57.7  

饒了我吧 / 坤臻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米國

度書系 ; B0088-B0089) .-- ISBN 978-

986-505-264-5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5-265-2 (下冊:平裝) 

NT$280 限制級  

 857.7  

兒童文學 

神探包青天. 6, 連環火災疑雲 / 何肇

康文 ; 余遠鍠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562-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59.6  

太平島保衞戰. 第二冊, 尋找失落的

<<古法典>> / Liv, Charis 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希望製造有限公司, 

11106 .-- 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009-1-5 (平裝) 普遍級  

 859.9  

東方文學 

空洞的內在 / 松重豐著 ; 李彥樺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19 公

分 .-- (臉譜書房 ; FS1049) .-- ISBN 

978-626-315-143-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1.479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 蝸牛

くも作 ; Runoka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16-5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Only Sense Online 絕對神境 / アロハ

座長作 ; 御門幻流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

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2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15-8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 長月達

平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2-825-2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826-9 

(第 27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25, Unital 

ring. IV / 川原礫作 ;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588-7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十三級階梯 / 高野和明著 ; 劉姿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文學新

象 ; 204) .-- ISBN 978-986-506-435-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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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 三嶋与夢作 ; 王啟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2-983-

9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

984-6 (第 7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FANBOOK. 5, 為了

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 香月美

夜著 ; 椎名優繪 ; 鈴華, 波野涼漫畫 ; 

許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104 面; 26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30 種)(mild ; 

905) .-- ISBN 978-957-33-3894-9 (平裝) 

NT$299 普遍級  

 861.57  

不時輕聲地以俄語遮羞的鄰座艾莉

同學 / 燦燦 SUN 作 ;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7 .-- 29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99-3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太閤記 : 天下人豐臣秀吉 / 司馬遼太

郎作 ; 許嘉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冊 .-- (日本館.潮) .-- ISBN 978-957-

32-9589-1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57-32-9590-7 (下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57-32-9591-4 (全

套:平裝) 普遍級  

 861.57  

少女地獄 / 夢野久作著 ; 林皎碧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7102-

6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心碎餐廳.再會 / 松尾由美作 ; 李惠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025-7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文豪 Stray Dogs. 5, Beast / 朝霧カフ力

作 ; 尤靜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四

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四季 J 文庫) .-- ISBN 978-

957-8661-45-5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木曜日適合來杯可可亞 / 青山美智

子作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08) .-

- ISBN 978-957-741-544-8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861.57  

尼 爾  : 人 工 生 命

ver.1.22474487139...<<型態計畫回想

錄>> File02 / 映島巡作 ; Runoka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7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018-9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尼 爾  : 人 工 生 命

ver.1.22474487139...<<型態計畫回想

錄>>. File01 / 映島巡作 ; Runoka 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7 .-- 2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38-017-2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玉依姬 / 阿部智里(Chisato Abe)著 ; 王

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0-224-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如無頭作祟之物 / 三津田信三著 ; 王

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488 面; 

21 公分 .-- (日本名家傑作選 ; 60) .-- 

ISBN 978-626-7073-64-3 ( 平 裝 ) 

NT$499 普遍級  

 861.57  

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 / 長岡マ

キ子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32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96-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 望公太

作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595-5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希波克拉底的試練 / 中山七里著 ; 劉

姿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479-

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1.57  

快跟超可愛的我交往! / 三上庫太作 ; 

橋子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014-1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我們的重製人生 / 木緒なち作 ; 陳冠

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034-

9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事故 : 別冊黑色畫集 / 松本清張作 ; 

梅應琪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雨出

版社,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松

本清張作品選 ; 25) .-- ISBN 978-986-

227-306-7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結 / 

渡航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

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

發行, 11107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033-2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青鳥 / 木原音瀨作 ; 劉愛夌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5 .-- 

28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11-1-9 (平裝) 限制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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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讓妳忘記與我共度的夏天  / 

国仲シンジ著 ; 林于楟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22-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6, 天魔之

夢 / 細音啟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n novels) .-- ISBN 978-626-321-

593-1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官方極祕

解說集. 2 / 橘公司原作 ; Q 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600-6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美男子與香菸 / 太宰治作 ; 吳季倫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6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 小林湖底作 ; 

楊佳慧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066-0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悄悄告訴我 / 譽田哲也作 ; 李喬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024-0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海幻 / 梨木香步著 ; 張秋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21 公

分 .-- (木曜文庫) .-- ISBN 978-626-

314-19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狼與辛香料. XXIII, Spring Log. VI / 支

倉凍砂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89-4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記憶縫線 YOUR FORMA. 2, 電索官

埃緹卡與女王的三胞胎 / 菊石まれ

ほ作 ; kazan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597-

9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御伽草紙 / 太宰治作 ; 劉子倩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2-68-

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救了想一躍而下的女高中生會發生

什麼事? / 岸馬きらく作 ; 林孟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598-6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畢業 : 雪月花殺人遊戲 / 東野圭吾著 ; 

吳得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

化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04 面; 21 公

分 .-- (東野圭吾作品集 ; 19) .-- ISBN 

978-626-7073-60-5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1.57  

異世界幸福戀愛食堂 / 小中大豆作 ;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830-6 (平

裝) 限制級  

 861.57  

堤亞穆帝國物語 :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 餅月望作 ; 張

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828-3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微風行過我們的髮絲 / 彌生小夜子

著 ; 鍾雨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

步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 304 面; 21 公分 .-- (E-Fiction ; 49) .-- 

ISBN 978-626-7073-66-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1.57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 支倉

凍砂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4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92-4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 與匂宮出夢

的關係 / 西尾維新作 ; 王炘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29-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 與無桐伊織

的關係 / 西尾維新作 ; 王炘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30-1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 與零崎雙識

的關係 / 西尾維新作 ; 王炘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31-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 與戲言玩家

的關係 / 西尾維新作 ; 王炘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32-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零崎曲識的人間人間 / 西尾維新作 ; 

曾玲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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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28-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零崎軋識的人間敲打 / 西尾維新作 ; 

淩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27-1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零崎雙識的人間試驗 / 西尾維新作 ; 

陳君怡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26-4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預言之島 / 澤村伊智作 ; 黃詩婷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3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01-568-9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滿月咖啡店的讀星人 / 望月麻衣作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08) .-- ISBN 

978-957-741-539-4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61.57  

摩登時代 / 伊坂幸太郎著 ; 李彥樺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7 .-- 512 面; 21 公分 .-- 

(伊坂幸太郎作品集 ; 12) .-- ISBN 978-

626-7073-61-2 (平裝) NT$499 普遍級  

 861.57  

諸神的差使 / 淺葉なつ著 ; 王靜怡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9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21-621-1 (第 10 冊:平

裝) 普遍級  

 861.57  

餘命十年 / 小坂流加著 ; 林于楟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7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431-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器子小姐 / 星新一著 ; 吳季倫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

分 .-- (幡 ; 13) .-- ISBN 978-626-310-

260-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 伏

瀬作 ; 楊惠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2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90-0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7, 但願

此刻暫時停留 / 紙城境介作 ; 可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24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94-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4.5 / 衣笠彰梧作 ; 一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7 .-- 32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91-7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田中家全員轉生 / 猪口作 ; 蘇聖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29-0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9  

納爾曼年代記. 2, 白之王 / 廣嶋玲子

著 ; 王華懋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51-8 (平裝) 

普遍級  

 861.59  

納爾曼年代記. 3, 赤之王 / 廣嶋玲子

著 ; 王華懋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52-5 (平裝) 

普遍級  

 861.59  

傲嬌反派千金莉潔洛特與實況主遠

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 / 恵ノ島

すず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27-6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9  

銀河鐵道 ê 暗暝 / 宮澤賢治原著 ; 陳

麗君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

版社,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世

界文學台讀少年雙語系列  ; 3) .-- 

ISBN 978-626-7076-38-5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861.59  

1、2、3,跳! / 茂利勝彦文圖 ; 蘇懿禎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597-7 (精裝) 普遍級  

 861.596  

好椅子比賽 / 荻原弓佳文 ; 小池狀太

圖 ; 黃惠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 

11107 .-- 8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51-41-2 (精裝) 普遍

級  

 861.596  

*妖怪托顧所. 3, 妖怪們的春夏秋冬 / 

廣嶋玲子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38-8-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妖怪托顧所. 4, 半妖之子 / 廣嶋玲子

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38-9-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妖怪旅館 放暑假! = Monster hotel / 柏

葉幸子作 ; 高畠純繪 ; 蘇懿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6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496-0 (平

裝) NT$230 普遍級  

 861.596  

沙漠寶城 / 池田大作原著 ; 台灣創價

學會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11105 .-- 72 面;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叢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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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66-

92-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861.596  

到海邊去吧! : 小熊貝魯和小蟲達達 / 

原京子文 ; 秦好史郎圖 ; 鄭淑華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64 面; 21 公分 .-- 

(我自己讀的故事書 ; 7R)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7127-55-1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6  

書包去遠足 / 村上詩子文 ; 長谷川義

史圖 ; 陳珊珊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36-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1.596  

狼人生存遊戲. 1, 無處可逃!伯爵的

狼人遊戲 / 甘雪冰文 ; himesuz 圖 ; 韓

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 ISBN 978-626-7140-19-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96  

狼人生存遊戲. 2, 極限投票!守衛 vs.

狼人遊戲 / 甘雪冰文 ; himesuz 圖 ; 韓

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 ISBN 978-626-7140-27-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96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1, 我們來做好

朋友 / 北川千春著 ; 公文祐子繪 ; 林

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80 面; 21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53) .-- ISBN 

978-986-507-874-4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1.596  

*三隻餓狼想吃雞 / 宮西達也文.圖 ; 

米雅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7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56-5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861.599  

小修與沃特 : 美味大探險 / 工藤紀子

文.圖 ; 劉康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56 面; 24 公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59N) .-- ISBN 978-626-7127-88-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小蟬兒,今晚輪到你了! / 工藤紀子作.

繪 ; 米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

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 面; 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498-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毛毛蟲列車 / 西原實文.圖 ; 鄭明進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 面; 25 公

分 .-- (小魯知識繪本 ; 2R) .-- ISBN 

978-626-7127-81-0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1.599  

再來一次,我贊成! / 宮西達也文.圖 ; 

張桂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繪本世界 ; 87N) .-- ISBN 

978-626-7127-66-7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1.599  

吃掉了什麼? / 岸田衿子文 ; 長野博

一圖 ; 周佩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2 面; 24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44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

74-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美感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好痛唷!好痛唷! / 松岡達英文.圖 ; 周

佩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 面; 

23X22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29R) .-- 

ISBN 978-626-7127-79-7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好想要一個娃娃 / 宮西達也文.圖 ; 

米雅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7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57-2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吱吱 / 宮西達也文.圖 ; 張桂娥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6 面; 26 公分 .-- 

(繪本世界  ; 43R) .-- ISBN 978-626-

7127-72-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我才不放手呢! / 宮西達也文.圖 ; 米

雅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7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664-58-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我的朋友好好吃 / 栗田伸子文 ; 多田

治良圖 ; 沙子芳翻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61-9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車子工作中 : 交給我吧! / 三浦太郎

文.圖 ; 謝依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2 面; 17X17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38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

80-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0-3 歲幼兒讀物  

861.599  

雨天的冒險 / 森洋子文.圖 ; 游珮芸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594-6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森林裡的帽子店 / 成田雅子文.圖 ; 周

姚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小魯繪本時間 ; 63R)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27-48-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超神奇雨傘鋪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姚

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4

公分 .-- (小魯繪本時間 ; 95N) .-- ISBN 

978-626-7127-63-6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超神奇種子鋪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姚

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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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4

公分 .-- (小魯繪本時間 ; 94N) .-- ISBN 

978-626-7127-62-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超神奇糖果鋪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佩

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4

公分 .-- (小魯繪本時間 ; 96R) .-- ISBN 

978-626-7127-64-3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愛洗手的浣熊 / 中川宏貴文 ; serico

圖 ; 球球館編輯群譯 .-- 初版 .-- 桃園

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5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442-200-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健康行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新井洋行商店街拉頁互動遊戲繪本 : 

上街買東西 / 新井洋行文.圖 ; 蘇懿禎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18 面; 30 公分 .-- (精選圖畫

書) .-- ISBN 978-626-7140-15-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溫柔的我,體貼的你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佩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26 公分 .-- (宮西達也繪本 ; 305) .-- 

ISBN 978-626-7127-85-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隔壁的貍貓 / 瀨名惠子文.圖 ; 周佩穎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7 公

分 .-- (繪本時間 ; 69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65-0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鼠小弟刷刷牙 / 中江嘉男文 ; 上野紀

子圖 ; 周姚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40 面; 21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41R) .-- ISBN 978-626-7127-86-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健康行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圖書館裡的恐龍 / 鈴木守作.繪 ; 周姚

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3X30 公分 .-- ISBN 978-986-338-501-

1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說 100 次我愛你 / 村上詩子文 ; 大島

妙子圖 ; 黃惠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2 面; 24 公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58N)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

83-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酷老師逛動物園 / 高樓方子文.圖 ; 鄭

明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6

公分 .-- (繪本時間 ; 37R)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7127-73-5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魷魚氣噗噗 / 大塚健太作 ; 日下美奈

子繪圖 ; 陳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9-264-0 (精裝) NT$340 普

遍級  

 861.599  

魯拉魯先生的庭院 / 伊東寬文.圖 ; 陳

珊珊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4X23 公分 .-- (繪本時間 ; 25R)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127-82-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魯拉魯先生的腳踏車 / 伊東寬文.圖 ; 

周佩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4X23 公分 .-- (小魯繪本時間 ; 62R)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61-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親一親 / 三浦太郎文.圖 ; 鄭明進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4 面; 18X19 公

分 .-- (小魯寶寶書 ; 50R) .-- ISBN 978-

626-7127-45-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親情--0-3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貓咪西餐廳 / KORIRI 文.圖 ; 蘇懿禎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32 面; 25 公分 .-- (精選圖畫

書) .-- ISBN 978-626-7140-17-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貓咪拉麵店 / KORIRI 文.圖 ; 蘇懿禎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32 面; 25 公分 .-- (精選圖畫

書) .-- ISBN 978-626-7140-18-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鯛魚媽媽逛百貨公司 / 長野英子文.

圖 ; 林文茜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22X20 公分 .-- (小魯繪本時間 ; 

34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

78-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歡迎光臨小兔子冰菓鋪 / 松尾里佳

子文.圖 ; 蘇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6 .-- 40 面; 19X21 公

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

7140-16-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噠噠噠!爹地超人 / 宮西達也文.圖 ; 

陳毓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8 面; 

26 公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68N) .-- 

ISBN 978-626-7127-47-6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櫟樹森林的學校才藝表演 / 福澤由

美子文.圖 ; 黃立忻譯 .-- 初版 .-- 桃園

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6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201-2 ( 精 裝 ) 

NT$180 普遍級  

 861.599  

47 歲了,仍是個小男孩 / 櫻井孝宏著 ; 

許婷婷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623-5 (平裝) 

普遍級  

 8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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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 / 鄭明析作 ; 李潔茹, 鄭語光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明人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168 面; 21 公分 .-

- (靈感的詩  ; 4) .-- ISBN 978-626-

95749-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2.51  

平凡的餘暉 / 李喜榮作 ; 李禎妮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021-9 (平裝) 

普遍級  

 862.57  

現場鑑證 / 李鐘寬著 ; 馮燕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TN ; 292) .-- ISBN 

978-986-506-432-7 (平裝) 普遍級  

 862.57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2, 拯救被

冰封的同學 / 崔銀玉文 ; 帕卡娜美

(Pakinami)圖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系

列 ; 248) .-- ISBN 978-986-507-878-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6  

好朋友傳說 / 李芝殷文.圖 ; 葛增娜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72 面; 27 公分 .-

- (繪本 ; 300)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05-239-0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紅豆刨冰傳說 / 李芝殷文.圖 ; 葛增娜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56 面; 25 公分 .-

- (繪本 ; 299)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05-238-3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2.599  

要不要? / 金禧男作 ; 尹貞珠繪 ; 張琪

惠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2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664-60-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62.599  

橘子火車 / 金志安作.繪 ; 葉雨純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48 面; 25X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

499-1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62.599  

魔法圖書館. 1, 拯救彼得潘 / 智逌莉

作 ; 李景姬繪 ; 石文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53-5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2.599  

言 : 生活如此艱難,但我們還有文學

與寫作 / 金英夏著 ; 陳思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 (金英夏作品集 ; 9) .-- ISBN 978-986-

489-644-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2.6  

城市裡,你的座標在哪裡? / 俞炫準作 ; 

邱麟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1-34-6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862.6  

讀 : 因為有小說,我們得以自由 / 金英

夏著 ; 盧鴻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金英夏作

品集 ; 10) .-- ISBN 978-986-489-645-5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2.6  

魯拜集與中國文化 = The Rubaiyat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 傅正明著 .-- 臺北

市 : 唐山出版社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

專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7-1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珈音(Khayyam, Omar) 2.CST: 

波斯文學 3.CST: 中國文化 4.CST: 文

學評論  866.51  

工程師之戀 / JittiRain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7 .-- 冊 .-- (MM ; 

MM076-MM077) .-- ISBN 978-986-494-

469-9 (上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470-5 ( 下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471-2 (全

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星之城 / S for Ship in the Sea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7 .-- 

冊 .-- (MM ; MM085-MM086) .-- ISBN 

978-986-494-466-8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467-5 (下

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986-

494-468-2 (全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愛來得剛好 / Littlebbear96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7 .-- 

冊 .-- (MM ; MM052-MM053) .-- ISBN 

978-986-494-463-7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464-4 (下

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986-

494-465-1 (全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臺灣文學 

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 2 : 多面向的詩

情與詩想 / 李敏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83) .-

- ISBN 978-986-450-457-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詩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863.21  

台文通訊 BONG 報第 325 到第 336 期

合訂本 / 陳豐惠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李江却臺語文教基

金會, 11105 .-- 5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80-1-7 (平裝) 普遍級  

 863.3  

苗栗縣文狀元選拔競賽得獎作品專

輯. 111 年 / 葉芯慧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 11106 .-- 2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70-16-1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3  

真理大學璞玉集 : 台灣文學系學生

作業報告特輯 / 詹明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78-691-6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63.3  

深海浮沉 : 第十一屆海洋文學獎得

獎作品集 / 林子程等作 .-- 初版 .-- 基

隆市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106 .-- 

1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673-4-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3  

新編鍾肇政全集 = Chung Chao-Cheng 

complete works / 鍾肇政作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出版 : 桃園

市政府發行, 11107 .-- 冊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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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7159-03-3 (全套:精裝) NT$26000

普遍級  

 863.3  

嘉竹器宇 : 走在斐然成 Chang 的道路

上 / 張窈慈, 荷蘭兔, 雞蛋花著 .-- 新

竹縣竹北市 : 張窈慈出版 : 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作銷售, 11106 .-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47-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863.3  

蘭陽少年文學獎文集. 第 21 屆 / 沈如

富總編輯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

政府, 11106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8-85-4 (平裝) 普遍級  

 863.3  

蘭陽兒童文學獎文集. 第 17 屆 / 李明

怡總編輯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

政府, 11106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8-84-7 (平裝) 普遍級  

 863.3  

如是我見聞 / 黃山高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86-6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4  

虹路 / 陳碧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陳碧玲, 11105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46-6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863.4  

*詩河 / 林明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495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58) .-- ISBN 978-

986-314-603-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863.4  

女演員 / 連俞涵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凱特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192 面; 18 公分 .-- (文學良品 ; 27) .-

- ISBN 978-986-06048-7-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1  

子青詩作選 : 許我一枚小確幸 = A 

poetry collection : grant me a little 

happiness in hand! / 魯子青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出版社 , 

11106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922-3-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王宣曆詩集. Ⅵ : 魔城 / 王宣曆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王宣曆, 11106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77-

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自由集 = The freedom / 白家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80 面; 19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626-7151-34-1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3.51  

我的未來看護 / 孫維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168 面; 21 公分 .-- (聯

合文叢 ; 703) .-- ISBN 978-986-323-

466-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我的祖國行腳詩鈔 : 陳福成 70 歲紀

念詩集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274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60) .-- ISBN 978-

986-314-606-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我倆三方 / 愚溪(迂園道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4 公分 .-- (新

原 人 文 學  ; 61) .-- ISBN 978-626-

95982-1-2 (精裝) NT$220 普遍級  

 863.51  

每一滴水都有他自己的情義 / 蕭蕭

作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新北市] : 晴光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發行, 11106 .-- 192 面; 21 公

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11) .-- ISBN 

978-957-39-1138-8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1  

風,帶走了他的行李 / 路寒袖作 .-- 新

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 192 面; 23 公分 .-- (路寒袖作品集 ; 

8) .-- ISBN 978-957-39-1140-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時間春藥 / 許水富作 .-- 臺北市 : 唐

山出版社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9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8-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偽哲學書 / 吳可名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06 .-- 166 面; 21 公分 .-

- (讀詩人 ; 157)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68-0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863.51  

從錯置的地方醒來 / 蕭嫚著.繪 .-- 新

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 176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08) .-- ISBN 978-957-39-1143-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然後 / 方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

學 ; 324) .-- ISBN 978-626-310-240-8 

(精裝) NT$599 普遍級  

 863.51  

萬象詩詞稿 / 王萬象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里仁書局, 11106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05-1-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詩的火種 / 李昌憲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196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7088-84-5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863.51  

漂泊與歸宿(2019-2021) / 汪啟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7-845-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1  

暮落焚田 / 吳俞萱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106 .-- 14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5412-4-

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樓梯間至少有一盞燈不會亮 / 陳育

律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106 .-- 230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5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671-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機率。成像 / 徐羔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32-7 (平裝) NT$298 普遍級  

 8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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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仔嶺 Kuan-á-niá 臺語詩歌 / 謝文雄

作詞 .-- [臺南市] : 謝文雄, 11106 .-- 64

面; 13X18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55-8 (精裝) 普遍級  

 863.51  

筆芸文筑 : 歌仔戲劇本集 / 黃美瑟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3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35-8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863.54  

不知道的都叫樹  / 古碧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24 面; 20 公分 .-- 

(catch ; 283) .-- ISBN 978-626-7118-49-

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5  

天空的顏色 / 嚴筱意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

叢書 ; 110) .-- ISBN 978-957-39-1142-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目送 / 龍應台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68 面; 23 公分 .-- (龍應台作

品集 ; 5) .-- ISBN 978-626-335-40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多少蓬萊舊事 / 楊儒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354-3 (平裝) 普遍級  

 863.55  

有情人間 : 不遺忘的日常書寫 / 宋怡

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28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叢書 ; 359) .-- ISBN 

978-626-335-412-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5  

你為幸福而生! / 陳幸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7 .-- 2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69-76-9 (平裝) 普遍級  

 863.55  

男男姿勢圖集 = Gay sex position / 李

桃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比奇波圖文

創意有限公司, 11106 .-- 88 面; 15X15

公分 .-- 中英雙語 .-- ISBN 978-626-

96181-0-1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5  

宜蘭文學地景走讀 / 張瑋儀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1106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96-897-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彼岸 / 田威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256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ISBN 978-957-08-6318-5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所有的過去,都將以另一種方式歸來 

/ 吳淡如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

454-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拉拉山林奇遇記 / 林家亨著 .-- 臺北

市 : 致出版, 11106 .-- 1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73-40-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5  

孩子你慢慢來 / 龍應台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3 公分 .-- 

(龍應台作品集 ; 3) .-- ISBN 978-626-

335-404-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流動日常 : 藝術蝦的繪畫日記 / 藝術

蝦(林致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旅

人之星 ; 68) .-- ISBN 978-986-0767-99-

5 (平裝) NT$499 普遍級  

 863.55  

疫之生 / 許菁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222-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帶著五感 一起去散步 / 曹俊彥文.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3 公

分 .-- (散文館 ; 40) .-- ISBN 978-986-

449-265-7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5  

第二春 / 吳芝圖.文 .-- 初版 .-- 新北

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208 面; 21 公分 .-- (心書房 ; 2) .-- 

ISBN 978-986-0707-65-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5  

聊聊 / 高翊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 21 公 分  .-- ( 文 學 森 林  ; 

LF0163) .-- ISBN 978-626-7061-27-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喫情書 / 劉書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580-8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63.55  

舒國治精選集 / 舒國治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九 歌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432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86) .-- ISBN 978-986-450-459-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5  

愛,就是放下你的手機! / 陳幸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7 .-- 225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69-74-5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跟著好事貓去散步 / Pirdou 林柏辰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

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96-11-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5  

臺灣舊情綿綿 / 潘憲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6 .-- 17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61) .-- 

ISBN 978-986-314-607-0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863.55  

輕談淺唱 / 李維, 汶莎, 倪小恩, 君靈

鈴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

圖書有限公司, 11105 .-- 18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61-01-2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5  

魂牽荷蘭風信子 ; 夢縈那一次又一

次的邂逅 / 游慧冠著 .-- 新北市 : 集

夢坊, 11105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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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5375-4-9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863.55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 : 老年書寫

與凋零幻想 / 簡媜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504 面; 23 公分 .-- (文

學叢書 ; 350) .-- ISBN 978-986-387-

584-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863.55  

誰的眼白著涼了 / 英格藍貓 Ingrid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280-2 (精裝) 普遍

級  

 863.55  

豬嘴灣 : 細數人生秋花春草 / 宋湘琴

著 .-- 初版 .-- 屏東市 : 絕策廣告行銷

夥伴企業社, 11106 .-- 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205-0-0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憶曲心聲 / 張郅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84) .-

- ISBN 978-986-450-456-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麝過春山草自香 / 張曉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張曉風作

品集 ; 15) .-- ISBN 978-986-450-458-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天長地久 : 給美君的信 / 龍應台作 .-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3 公

分 .-- (龍應台作品集 ; 6) .-- ISBN 978-

626-335-533-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6  

H.O.P.E.沉默的希望 / 傅志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

分 .-- (Story) .-- ISBN 978-626-335-557-

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一片海灘 : 唐寅九中短篇小說集 / 唐

寅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360 面; 21 公分 .-- (貓空-中

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 6) .-- BOD 版 .-

- ISBN 978-986-445-676-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863.57  

一個人在島上 / 楊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48 面; 21 公分 .-- (聯合

文學 ; 704) .-- ISBN 978-986-323-46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大小姐的誘惑 / 可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工作

室發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07) .-- ISBN 978-986-335-

782-7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山村奇譚. 1, 徒花 / 千年雨著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352 面; 21 公分 .-- (iREAD ; 154) .-- 

ISBN 978-957-658-835-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山村奇譚. 2, 墮神 / 千年雨著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352 面; 21 公分 .-- (iREAD ; 155) .-- 

ISBN 978-957-658-836-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山村奇譚. 3, 共業 / 千年雨著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352 面; 21 公分 .-- (iREAD ; 156) .-- 

ISBN 978-957-658-837-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不放過純情的她 / 石秀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19-4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勾引 / 柳孝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11-4-

0 (平裝) 限制級  

 863.57  

反派 NPC 求攻略 / 雷雷夥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940-9-2 (下冊: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7  

天下第一夫君 / 簡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328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1901) .-- ISBN 978-986-527-540-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天堂門外的女人 : 葉威廉之事件簿

精選輯 / 葉桑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6 .-- 340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31-2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太平洋廣場號返鄉記 / 東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 (聯合文叢 ; 702) .-- ISBN 978-986-

323-461-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地下黃昏 / 王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36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360-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地獄犬受難日 / 碰碰俺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624-2 (上冊:平裝) 限制

級  

 863.57  

在生活中寫的詭故事 / 西川櫻奈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藍海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986-06041-8-4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863.57  

在沒有太多明天的日子 / 曹愛蘭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48 面; 21 公分 .-

- (文字絲路  ; 6) .-- ISBN 978-626-

95943-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如鑽石閃耀的你 / 子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111-6-4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江湖 : 三部曲 / 凌冬生主筆 ; 江湖全

體玩家共同創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江湖創作團隊, 11108 .-- 360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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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江湖正史 ; 4) .-- ISBN 978-986-

97116-3-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百鬼夜行. 卷 8, 狼人 / 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35) .-- ISBN 978-

626-7094-54-9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吾。憶識 :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第 28

屆小說創作集 / 鄭印君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宗

教文化創意產學中心, 11105 .-- 4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0-14-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床邊昆蟲學 / 張江寧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184 面; 21 公

分 .-- (釀文學 ; 268) .-- ISBN 978-986-

445-672-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7  

我的斯文敗類 = My elegant rascal / 時

起雲(Vivida Shih)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時溪文化工作室, 11105 .-- 1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5274-6-0 (平

裝) NT$280 限制級  

 863.57  

男子漢 / 楊隸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5-456-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兩個半輩子 / 星寧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出版, 11106 .-- 226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94)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29-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咖啡香 / 謝青龍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31-

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夜鴉事典 / 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52-09-6 (第 15 冊:平

裝) .-- ISBN 978-626-7152-15-7 (第 15

冊:平裝特裝版) 普遍級  

 863.57  

抵死不婚的代價 / 青微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16-3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東方慢車謀殺案 / 藍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TR ; 6) .-- 

ISBN 978-626-95544-8-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7  

花季來臨前 / 自初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06 .-- 342 面; 21 公分 .-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70-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初夜不眠 / 石秀作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4-18-

7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冒牌夫人帶福來  / 季可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1401) .-- ISBN 978-986-527-

53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前男友在撩她 / 金晶作 .-- 初版 .-- [彰

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5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04-17-0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帝陵孤燈. 參, 生生滅滅 = In the tomb 

with my resurrected emperor. 3 / 時起雲

作 .-- 4 版 .-- 臺南市 : 時溪文化工作

室, 11107 .-- 3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5274-9-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63.57  

帝陵孤燈. 壹, 詐屍復活 = In the tomb 

with my resurrected emperor. 1 / 時起雲

作 .-- 4 版 .-- 臺南市 : 時溪文化工作

室, 11107 .-- 3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5274-7-7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63.57  

帝陵孤燈. 貳, 死生契闊 = In the tomb 

with my resurrected emperor. 2 / 時起雲

作 .-- 4 版 .-- 臺南市 : 時溪文化工作

室, 11107 .-- 3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5274-8-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63.57  

帝陵孤燈. 肆, 終戰涅槃 / 時起雲作 .-

- 4 版 .-- 臺南市 : 時溪文化工作室, 

11107 .-- 3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96113-0-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春之夢 : 台灣日治時代青春、愛恨

與戰爭的記憶傷痕 / 許旭蓮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

分 .-- (新人間 ; 360) .-- ISBN 978-626-

335-529-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穿越成男配的我為了活下去只好裝

GAY 了 / 淇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發行, 11106 .-- 5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111-7-1 (平裝) 

限制級  

 863.57  

約定好的未來邂逅  / 秋茶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212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673-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7  

美玲的記憶咖啡館 / 李奕萱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9-672-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美麗人生 : 女人當家 / 台視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Fansapp ; 

138) .-- ISBN 978-626-95757-3-2 (平裝) 

普遍級  

 863.57  

重生之犢不畏虎  / 草子信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

829-4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11-830-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863.57  

風中的皮箱 / 嚴筱意作 .-- 新北市 : 遠

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06) .-- 

ISBN 978-957-39-1141-8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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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宮鬥全靠演技 / 千尋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1801) .-- ISBN 978-986-527-541-9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63.57  

神界直屬第十九號部門 / 水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628-0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863.57  

逆向童謠 / 文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28

種 )(Joy ; 231) .-- ISBN 978-957-33-

3891-8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參軍妹子護天下 / 風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 288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0901) .-- ISBN 978-986-527-530-3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國際橋牌社 . 2 : 影視改編小說  = 

Island nation. 2 / 雅豊斯 Aris 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10-5 (平裝) NT$530 普

遍級  

 863.57  

寄偶鎮. II / 六色羽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5 .-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75-98-4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殺戮靈魂 / 草子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52-10-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7152-17-1 (第 1 冊:平裝

限定版) 普遍級  

 863.57  

異色之山 / 海德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青文學書系 ; MR020) .-- 

ISBN 978-986-505-274-4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863.57  

異遊鬼簿. II : 血孃 / 笭菁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558-5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863.57  

最完美的演出 / 哈哈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 (米國度書系 ; B0084-B0085) .-- ISBN 

978-986-505-260-7 ( 上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5-261-4 (下

冊:平裝) NT$260 限制級  

 863.57  

描圖紙上的摺痕 / 溫泠作 .-- 初版 .-- 

宜蘭市 : 松鼠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 320 面; 19 公分 .-- (松果 ; 2) .-- ISBN 

978-986-99868-5-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7  

斯堪地聯邦冒險手記 / 本生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8 .--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11-8-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3.57  

渣 / 唐寅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貓

空-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 5)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75-8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863.57  

愛情發生在三天後 / 李則攸小說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625-9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新鮮人 / 潘尚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74-1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暗戀是憂鬱的青色 / Misa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940-5-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詭麗伏行、瘋狂與 N 的到來 / 羽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有限

公司 , 11105 .-- 402 面; 22 公分 .-- 

(Diversity ; 6) .-- ISBN 978-626-95937-

1-2 (平裝) 普遍級  

 863.57  

路上撿個侯爺夫 / 寄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 288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1701) .-- ISBN 978-986-527-539-6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63.57  

疑案辦 : 夢幻家族 / 唐嘉邦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06 .-

- 456 面; 21 公分 .-- (Ohsir ; 3)(疑案辦

特調檔案 ; 2) .-- ISBN 978-626-95891-

4-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與你相逢的時間 / 花鈴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95) .-- BOD .-- ISBN 

978-626-7058-30-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7  

與君長歌 / 季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0601) .-- 

ISBN 978-986-527-521-1 ( 平 裝 ) 

NT$310 普遍級  

 863.57  

與爸系男友戀愛中  / 菲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

子熊工作室發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06) .-- ISBN 978-

986-335-781-0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說不了再見 / 梅洛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6 .-- 1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400-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7  

論影帝舅舅的正確使用方式 / 接骨

木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

公司, 11107 .-- 冊 .-- (米國度書系 ; 

B0090-B0092) .-- ISBN 978-986-505-

266-9 (上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5-267-6 ( 中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5-268-3 (下

冊:平裝) NT$280 限制級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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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在下我在上  / 安祖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

子熊工作室發行,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05) .-- ISBN 978-

986-335-780-3 (平裝) NT$270 限制級  

 863.57  

歸零瞬間,你在哪裡 / Sophia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Sophia 作品集) .-- ISBN 978-957-741-

559-2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3.57  

歡迎來到注孤生社 / 毒碳酸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8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42-4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小紅與小綠 : 採蔘人傳奇 / 海德薇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 

11106 .-- 226 面; 21 公分 .-- (少年文

學 ; 60) .-- BOD 版 .-- ISBN 978-626-

95166-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  

山羊、老鷹,還有我的帕加尼 / 李崇

建, 甘耀明文 ; 貓魚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少年天

下 ; 79) .-- ISBN 978-626-305-248-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  

鈔能戰士 SME. 4, 大魔蛇神之戰 = 

The battle with the serpent / 嚴淑女

(Candy Yen)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聚

光文創, 11107 .-- 2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671-6-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  

惠學承文. 第 19 期 / 江孟聰總編輯 .-

- 臺中市 :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

學,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年刊;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01-95-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文學 2.CST: 兒童讀物 

3.CST: 期刊  863.5905  

小 J 的聰明藥 / 林滿秋文 ; 王秋香

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32 面; 21 公

分 .-- (小魯兒童成長小說 ; 548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58-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3.596  

穿越時空追字妖  / 林世仁文 ; Asta 

Wu(吳雅怡)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96

面; 21 公分 .-- (字的傳奇 ; 4)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05-247-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晶晶的桃花源記 / 哲也著 ; 陳美燕

繪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12 面; 21 公

分 .-- (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 3R)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127-67-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6  

雲端裡的琴聲 / 林滿秋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小魯

兒童成長小說 ; 215R) .-- ISBN 978-

626-7127-5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6  

會飛的祕密 / 林佑儒文 ; 楊麗玲圖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152 面; 21 公分 .-

- (小魯兒童成長小說 ; 324R)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27-52-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獨臂投手 / 李光福作 .-- 三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小魯兒童

成長小說 ; 439R) .-- ISBN 978-626-

7127-57-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6  

春天正在趕路 : 王宗仁童詩集 / 王宗

仁作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遠

景文學叢書 ; 109) .-- ISBN 978-957-

39-1139-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98  

星空動物園 / 山鷹文 ; 黃郁嵐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 32N) .-- ISBN 

978-626-7127-68-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98  

臺語囝仔歌 : 山嘛驚寒 / 林武憲文 ; 

鄭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創意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3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9-79-

0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3.598  

臺語囝仔歌 : 月光光 踅夜市 / 林武憲

文 ; 鄭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3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78-3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3.598  

臺語囝仔歌 : 菜瓜開花 / 林武憲文 ; 

鄭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創意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3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9-77-

6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3.598  

一條尾巴十隻老鼠 / 陳木城文 ; 曹俊

彥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6 面 ; 

20X20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26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59-9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數學--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小不點與羨慕帽 / 貓小小文 ; 潘奕彰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53-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小艾的傷心水 / 貓小小文 ; 黃芝瑩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52-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小病毒冠冠來了 / 謝明芳文 ; 邱千容

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圖書有限

公司, 11105 .-- 42 面; 24X23 公分 .-- 

(愛智繪本館)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608-587-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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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不是獅子 / 林玟儀文 ; 施政廷

圖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42 面 ;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664-63-3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多多的不害羞練習 / 貓小小文 ; BO2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51-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安靜的恬恬 / 郭朵蒂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6 面; 25X25 公分 .-- (兒

童博雅 ; 174)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17-875-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自我肯定--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告訴摩拉摩拉我想他 / 陳素宜文 ; 法

蘭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1 公分 .-

- (閱讀展翅飛) .-- ISBN 978-986-5581-

58-9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99  

形 狀 王 國  : 藍 奇 的 漁 光 冒 險  = 

Yuguang Island : we found a perfect 

shapes : ) / 黃于庭文字 ; 楊杰翰繪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

邦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07-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我的臉想爸爸 / 郝廣才文 ; 多明尼可

尼(Paolo Domeniconi)圖 .-- 二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5X25 公分 .-- (格林

愛與關懷繪本) .-- ISBN 978-986-5576-

78-3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9  

我想養老虎 / 王維萱文 ; 貓魚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27-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和小孩在一起 / 劉旭恭文.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24 面; 20X1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

625-8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爸爸起床! / 阿文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光點, 11107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51-40-5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阿比迷路了 / 賴孟佳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6 面; 20X20 公分 .-- (小

魯創作繪本 ; 57N)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127-51-3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紅豆妮和綠豆兵的地球大冒險 / 康

軒學習雜誌編輯部文字 ; 謝文瑰繪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75-2 (平裝) 

NT$199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喜迎龜醮 /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

學師生故事編寫 ; 蔡依璇, 蔡永明, 蔡

紫怡, 蔡丞奇, 陳宏銘, 梁慧貞, 蔡依

珊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南

區喜樹國民小學 , 11105 .-- 40 面 ;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0701-14-

2 (精裝附光碟片) NT$200 普遍級  

 863.599  

嘟.嘟.嘟 / 曹俊彥文.圖 .-- 三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1X21 公分 .-- (小魯

寶寶書 ; 23R) .-- ISBN 978-626-7127-

53-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交通--0-3 歲幼兒讀物  

863.599  

熊夢蝶 ; 蝶夢熊 / 郝廣才文 ; 歐尼可

夫(Igor Oleynikov)圖 .-- 二版 .-- 臺北

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95-0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學校附近的老房子 / 嘉義市立復國

幼兒園文.圖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復

國幼兒園, 11105 .-- 23 面; 22X3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9-10-6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SHTB: 美感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寶寶的一天 ; 媽媽的一天 / 林美琴文 ; 

黃郁軒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8 面; 

19X19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100N) .-

- ISBN 978-626-7127-43-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單單一蕊打碗花  / 陳美燕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218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5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69-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751  

藍之夢 / 陳凱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671-6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3.757  

魂魄 YUHUM / 尤巴斯.瓦旦(Yupas 

Watan)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冊 .-- ISBN 978-986-294-318-2 (上冊:

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294-

319-9 (下冊 :平裝 ) NT$380 .-- ISBN 

978-986-294-320-5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863.857  

西洋文學 

拜倫詩選 : 漫步在美的光影 / 喬治.戈

登.拜倫著 ; 陳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 208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雙語版 .-

- ISBN 978-957-710-859-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73.51  

九曲喪鐘 / 桃樂西.榭爾絲(Dorothy L. 

Sayers)著 ; 朱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7 .-- 400 面; 21 公分 .-- (桃樂西.

榭爾絲作品集 ; 2) .-- ISBN 978-626-

315-14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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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 A / 艾比蓋兒.迪恩(Abigail Dean)

著 ; 蔡旻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異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7 .-- 360 面; 21 公分 .-- 

(sm ; 33) .-- ISBN 978-986-97630-9-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世界大戰 /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 

陳胤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59) .-- 

ISBN 978-626-335-535-4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73.57  

完美獵物 / 海倫.菲爾德(Helen Fields)

作 ; 楊沐希譯 .-- 一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Mystery world ; MY0021) .-- ISBN 978-

626-7156-01-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3.57  

愛在十二月某日 / 喬西.希維爾作 ; 牛

世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64 面; 

21 公分 .-- (Lámour love more ; 16) .-- 

ISBN 978-957-741-540-0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873.57  

愛麗絲夢遊仙境與鏡中奇遇 / 路易

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著 ; 盛世教

育西方名著翻譯委員會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 

11106 .-- 656 面; 18 公分 .-- 奇幻夢境

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710-

857-9 (精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迴圈 / 班.奧利佛(Ben Oliver)著 ; 周沛

郁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READ ; 153) .-- ISBN 978-957-658-

838-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3.59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六, 迷霧之

光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郭庭

瑄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0-145-3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73.59  

希爾達歷險記 : 尼森小人的神秘空

間 / 史戴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著 ; 

希耶拉.米勒(Seaerra Miller)繪 ; 戴至

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79-0-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73.596  

希爾達歷險記 : 拯救美妙的特洛爾

堡 / 史戴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著 ; 

希耶拉.米勒(Seaerra Miller)繪 ; 戴至

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643-9-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73.596  

樹精靈之歌. 1 : 歐盟文學獎、荒野寫

作大獎暢銷作家奇幻冒險故事 / 梅

麗莎.哈里森(Melissa Harrison)著 ; 蘿

倫.奧荷拉(Lauren O'Hara)繪 ; 謝維玲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96-1 (平裝) 

普遍級  

 873.596  

靈犬萊西 / 艾瑞克.奈特(Eric Knight)

原著 ; 周姚萍改寫 ; 灰塵魚繪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502-8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873.596  

什麼形狀都行 : 再試一次! / 娜歐蜜.

瓊斯(Naomi Jones)文 ; 詹姆斯.瓊斯

(James Jones)圖 ; 游珮芸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6 .-- 40 面 ; 

25X25 公分 .-- (繪本滴 ; 104) .-- ISBN 

978-626-7038-32-1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水裡怪怪的! : 點讀立體遊戲書 / 艾

莉.諾瑞絲文 ; 安迪.曼菲爾圖 ; 黃怡

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18 面 ; 

14X1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274-599-1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兇巴巴河馬好霸道 / 斯圖爾特.特洛

德(Stuart Trotter)文.圖 ; 張家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6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70-82-8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吃掉聖誕節的獨角獸 / 露.卡特(Lou 

Carter)文 ; 妮吉.迪森(Nikki Dyson)圖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40 面 ; 

25X25 公分 .-- (迷繪本 ; 111)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21-563-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巫婆阿妮和黑貓阿寶 / 韋樂莉.湯瑪

士 (Valery Thomas) 文  ; 柯 奇 . 保 羅

(Korky Paul)圖 ; 吳其鴻譯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40 面; 30 公分 .-- 35 週年

紀念版;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595-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森林怪怪的! : 點讀立體遊戲書 / 艾

莉.諾瑞絲文 ; 安迪.曼菲爾圖 ; 黃怡

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18 面 ; 

14X1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274-598-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路上有個洞 / 賈姬.伍德文.圖 ; 鄭如

瑤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 面; 27

公分 .-- (小魯知識繪本 ; 4R)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27-87-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9  

十 字 路  / 強 納 森 . 法 蘭 岑 (Jonathan 

Franzen)著 ; 林少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 經 典 圖 文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608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

林 ; LF0161) .-- ISBN 978-626-7061-23-

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74.57  



85 

 

小婦人 / 露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作 ; 謝靜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4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20-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4.57  

成為一個男人 / 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作 ; 施清真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5210-7-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7  

自由生活 / 哈金著 ; 季思聰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624 面; 21 公

分 .-- (大師名作坊 ; 189) .-- ISBN 978-

626-335-467-8 (平裝) NT$560 普遍級  

 874.57  

放歌 / 哈金(Ha Jin)著 ; 湯秋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1 公

分 .-- (大師名作坊 ; 190) .-- ISBN 978-

626-335-427-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4.57  

疫亂情迷 56 天 / 凱瑟琳.萊恩.霍華德

(Catherine Ryan Howard)作 ; 甘鎮隴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43-1 (平裝) 

普遍級  

 874.57  

修 正  / 強 納 森 . 法 蘭 岑 (Jonathan 

Franzen)著 ; 宋瑛堂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新 經 典 圖 文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632 面; 14 公分 .-- (文學森

林 ; LF0027C) .-- ISBN 978-626-7061-

25-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74.57  

破 戰 者  / 布 蘭 登 . 山 德 森 (Brandon 

Sanderson)著 ; 章澤儀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Fever ; 24-25) .-- 十週年典藏

版 .-- ISBN 978-986-319-674-7 (上冊:

平裝) NT$499 .-- ISBN 978-986-319-

675-4 (下冊 :平裝 ) NT$499 .-- ISBN 

978-986-319-676-1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874.57  

移 民 漁 工 血 淚 記  / 喬 . 亨 利 (J.W. 

Henley)著 ; 林靜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478-4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874.57  

備分人生 : 歡迎回來!您的記憶已下

載  / 馬 修 . 費 茲 西 蒙 斯 (Matthew 

FitzSimmons)著 ; 顏湘如譯 .-- 臺北市 : 

寂寞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1 公分 .-- (Cool ; 43) .-- ISBN 

978-626-95938-0-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74.57  

預言之子. II, 流浪沙漠 / 蘭波.羅威

(Rainbow Rowell)著 ; 朱崇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

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7 .-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8-8-5 (平裝) 普遍級  

 874.57  

預言之子. III, 無聲戰場 / 蘭波.羅威

(Rainbow Rowell)著 ; 朱崇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

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8 .-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1-3-3 (平裝) 普遍級  

 874.57  

戰地春夢 / 海明威著 ; 葉純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15-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7  

機 密 諜 報  / 凱 倫 . 克 里 夫 蘭 (Karen 

Cleveland)作 ; 陳彥賓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44-8 (平裝) 普遍級  

 874.57  

我的「ㄎㄧㄤ爸」改造日記 : 用<<

幼犬訓練手冊>>改造怪咖老爸的偉

大實驗 / 蓋瑞.伯森(Gary Paulsen)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8 .-- 208 面; 20 公分 .-

- (小野人 ; 49) .-- ISBN 978-986-384-

735-9 (平裝) 普遍級  

 874.59  

小殺手 / 傑瑞.史賓尼利文 ; 趙永芬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8 面; 21 公

分 .-- (小魯大獎小說 ; 103R) .-- ISBN 

978-626-7127-70-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74.596  

天神公主學園. 7, 女神的奧林匹克運

動會 /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 蘇珊

娜.威廉斯(Suzanne Williams)作 ; 舒靈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 (Much 讀本 ; 94) .-- ISBN 978-957-

521-565-1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74.596  

* 艾 瑪 畫 畫  / 溫 蒂 . 凱 瑟 曼 (Wendy 

Kesselman)文 ; 芭芭拉.庫尼(Barbara 

Cooney Porter)圖 ; 柯倩華翻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6 面; 22X1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

64-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74.596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2, 戰鬥吧,別再

耍 笨 了 ! / 強 尼 . 馬 希 安 諾 (Johnny 

Marciano), 艾 蜜 麗 . 切 諾 韋 斯 (Emily 

Chenoweth) 作  ; 羅 伯 . 莫 梅 茲 (Robb 

Mommaerts)繪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故事++) .-- ISBN 978-626-314-205-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3, 星際警犬大鬧

生日派對  / 強尼 .馬希安諾 (Johnny 

Marciano), 艾 蜜 麗 . 切 諾 韋 斯 (Emily 

Chenoweth) 作  ; 羅 伯 . 莫 梅 茲 (Robb 

Mommaerts)繪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故事++) .-- ISBN 978-626-314-207-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怪獸日記. 4, 小怪獸馬文和喬伊征服

社 交 焦 慮  / Raun Melmed, Caroline 

Bliss Larsen 著 ; Arief Kriembonga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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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34-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怪獸日記. 5, 驚異特攻小子馬文大勝

霸 凌 惡 鄰  / Raun Melmed, Caroline 

Bliss Larsen 著 ; Arief Kriembonga 繪 ; 

李政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35-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怪獸日記. 6, 神觸手丁丁降伏螢幕時

間壓力 / Raun Melmed, Annette Sexton

著 ; Jeff Harvey 繪 ; 李政賢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36-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74.596  

拯救溫斯洛  / 莎朗 .克里奇 (Sharon 

Creech)著 ; 黃聿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故事

館) .-- ISBN 978-626-7000-65-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索 爾  : 雷 之 女 神  / 寇 特 妮 . 卡 本

(Courtney Carbone)作 ; 荷莉.門格特

(Hollie Mengert)繪  ; 劉銘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7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38-045-5 (精裝) 普遍級  

 874.596  

彩虹小馬. 14, 天生一對 / 路易絲.亞

歷山大(Louise Alexander )作 ; 朱崇旻

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 11107 .-- 17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039-

4 (精裝) 普遍級  

 874.596  

贏家 / 傑瑞.史賓尼利文 ; 麥倩宜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 (小魯大獎小說 ; 546R) .-- ISBN 978-

626-7127-71-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上面和下面  / 珍娜 .史蒂芬斯(Janet 

Stevens)改編.圖 ; 李坤珊翻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6 面; 27X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

59-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74.599  

因為爹地愛你! / 安德魯 .克萊門斯

(Andrew Clements)文 ; R.W.艾利(R. W. 

Alley)圖 ; 沙永玲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2 面; 27 公分 .-- (小魯繪本

時間 ; 75N) .-- ISBN 978-626-7127-54-

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安靜！這裡是圖書館  / 唐 .弗利門

(Don Freeman)文.圖 ; 林真美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48 面; 22X26 公分 .-

- (大手牽小手) .-- ISBN 978-957-32-

9585-3 (精裝) NT$33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老虎先生 /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文.

圖 ; 劉清彥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52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25-626-5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874.599  

你 最 可 愛  / 麗 池 克 萊 姆 (Elizabeth 

Climo)You're LOVED 文.圖 ; 彭卉薇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3X23

公分 .-- (格林愛與關懷繪本) .-- ISBN 

978-986-5576-77-6 (精裝) 普遍級  

1.SHTB: 關懷--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我 的 幸 運 日  / 慶 子 . 凱 薩 茲 (Keiko 

Kasza)文.圖 ; 李坤珊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664-55-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74.599  

我要大蜥蜴 / 凱倫.考芙曼.歐洛夫文 ; 

大衛.卡特羅圖 ; 沙永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6 面; 27 公分 .-- (小魯繪

本時間 ; 43R) .-- ISBN 978-626-7127-

60-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到底要選哪一個? / 凱爾.安德魯斯

(Kell Andrews)作 ; 赫克特.博拉斯卡

(Hector Borlasca)繪 ; 吳羽涵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40 面; 25X23 公分 .-- (迷

繪本 ; 113)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566-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哈利,不要捉弄人! / 露絲瑪莉.威爾斯

(Rosemary Wells)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

言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40 面; 23X23 公分 .-- (小鱷

魚的幼兒園生活)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20-6-2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74.599  

美樂克亂發脾氣 / 露絲瑪莉.威爾斯

(Rosemary Wells)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

言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40 面; 23X23 公分 .-- (小鱷

魚的幼兒園生活)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20-7-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74.599  

絨 毛 兔  / 瑪 格 莉 . 威 廉 斯 . 比 安 科

(Margery Williams Bianco)著 ; 恩佐繪 ; 

劉清彥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05 .-- 104 面; 21 公

分 .-- (愛藏本 ; 111) .-- 中英雙語典藏

版 .-- ISBN 978-626-320-146-0 (精裝) 

NT$230 普遍級  

 874.599  

奧莉薇 : 誰拿走我的玩具? / 伊恩福

克納文.圖 ; 郝廣才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4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76-94-3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鳳梨公主 / 莎賓娜哈恩(Sabina Hahn)

文.圖 ; 王欣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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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面; 28 公分 .-- (情緒學習繪本) .-- 

ISBN 978-986-5576-79-0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874.599  

蠟 筆 大 罷 工  / 祖 兒 . 戴 沃 特 (Drew 

Daywalt) 文  ; 奧 利 佛 . 傑 法 (Oliver 

Jeffers)圖 ; 黃筱茵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40 面; 25X25 公分 .-- (藍繪

本) .-- ISBN 978-957-32-9600-3 (精裝) 

NT$399 普遍級  

 874.599  

蠟 筆 盒 的 故 事  / 唐 . 弗 利 門 (Don 

Freeman)文.圖 ; 林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0 面; 18 公分 .-- (大手牽

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

9584-6 (精裝) NT$2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在雨之後 : 來自詩人的溫柔提醒,學

會在低潮時享受孤獨、擁抱脆弱,就

能讓光透進生活  / 亞麗珊卓 .艾里

(Alexandra Elle)著 ; 張家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29) .-- ISBN 978-986-

507-890-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4.6  

心想事成二手書店 / 拉爾斯.西蒙著 ; 

麥德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 分  .-- ( 皇 冠 叢 書  ; 第 5024

種)(Choice ; 351) .-- ISBN 978-957-33-

3890-1 (平裝) 普遍級  

 875.57  

千萬別打開!古怪快遞 : 會放屁的包

裹  / 夏 洛 特 . 哈 柏 薩 克 (Charlotte 

Habersack)著 ; 管中琪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58-6 (精裝) 普遍級  

 875.59  

大盜賊第二次出動 : 救命蘑菇湯事

件 / 奧飛.普思樂著 ; 法蘭尤瑟.崔普

繪 ; 沙永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52 面; 24 公分 .-- (大盜賊系列 ; 

02N) .-- ISBN 978-626-7127-6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5.596  

卡夫卡日記 /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 姬健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6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308-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875.6  

諸神上桌 /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

公司雙囍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480 面; 21 公

分 .-- (鑽石孔眼 ; 1) .-- ISBN 978-626-

95907-6-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雨果(Hugo, Victor Marie, 1802-

1885) 2.CST: 法國文學 3.CST: 文學

評論  876.2  

風沙星辰 /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 蔡孟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50 面; 23 公分 .-- (愛經典 ; 

21) .-- 獨家隱藏夜光版 .-- ISBN 978-

626-95924-4-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6.57  

風 格 練 習  / 雷 蒙 . 格 諾 (Raymond 

Queneau)著 ; 周丹穎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一人出版社,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77-4-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76.57  

異鄉人 / 卡繆(Albert Camus)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37-9 (平裝) 普遍級  

 876.57  

瘟疫 / 卡繆(Albert Camus)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36-2 (平裝) 普遍級  

 876.57  

千鈞一髮 /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 東方

編輯部改寫 ; 吳健豐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亞

森.羅蘋傳奇系列 ; 21) .-- ISBN 978-

986-338-503-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76.59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著  ; 馬 克 . 揚 森 (Mark 

Janssen)繪 ; 鄭麗君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120 面; 24 公分 .-- (不朽系

列) .-- ISBN 978-957-08-6317-8 (精裝) 

普遍級  

 876.59  

好 想 變 成 你  / 奧 利 維 耶 . 塔 列 克

(Olivier Tallec)文圖 ; 宋珮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5 .-- 28 面; 

29 公分 .-- (生命花園 ; 52)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400-418-8 (精裝) 普遍

級  

 876.599  

艾瑪的黑點 / 法蘭西.夸特默(France 

Quatromme) 著  ; 帕 拉 斯 托 . 海 格

(Parastou Haghi)繪 ; 尉遲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4 公分 .-- (小米粒 ; 

50) .-- ISBN 978-626-95924-5-6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我上學遲到了,因為...... / 大衛.卡利

文 ; 班傑明.蕭圖 ; 柯倩華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0 面; 24 公分 .-- (繪本世

界 ; 66N)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27-75-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7.599  

我媽媽要去南極 / 安娜.卡布雷.阿勒

柏斯(Anna Cabré Albós)文 ; 瑪麗歐娜.

托 洛 沙 . 西 斯 德 雷 (Mariona Tolosa 

Sisteré)圖 ; 葉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6 .-- 40 面; 30 公分 .-- (繪本

滴 ; 105) .-- ISBN 978-626-7038-34-5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878.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騎鵝歷險記 / 賽爾瑪.拉格洛芙(Selma 

Lagerlöf)著 ; 李毓昭譯 .-- 二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80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109) .-- 中

英雙語典藏版 .-- ISBN 978-626-320-

139-2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81.3596  

世界上真的有這種工作嗎? / 瑪麗.可

洛(Marie Colot)文 ;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圖 ;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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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市  : 奧 林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95511-8-7 (精裝) 普遍級  

 881.7599  

其實大人也會害怕  / 艾蜜莉 .卡洛

(Amélie Callot)文.圖 ; 王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2X22 公分 .-

- ISBN 978-986-5570-81-1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81.7599  

9 隻小貓呼-嚕-嚕 / 麥克.格雷涅茨文.

圖 ; 沙永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 面; 22X22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47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

44-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82.1599  

*有麻煩了! / 伊波納.荷密艾雷波斯

卡(Iwona Chmielewska)文.圖 ; 張琪惠

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60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

62-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82.1599  

如何當一隻健康的龍 / 史黛邦卡.薛

甘妮諾娃(Štěpánka Sekaninová)文 ; 

維 羅 妮 卡 . 扎 查 洛 娃 (Veronika 

Zacharová)圖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

雄 市  : 東 雨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2 面; 26X26 公分 .-- (迷繪

本 ; 114)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21-567-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健康行動--3-6 歲幼兒讀物  

882.4599  

*雲朵屬於誰? / 馬里歐 .柏哈薩爾

(Mario Brassard)文 ; 傑哈爾 .迪布瓦

(Gérard DuBois)圖 ; 藍劍虹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6 .-- 100 面; 25 公分 .-- 

(Graphic novel ; 3) .-- ISBN 978-626-

7069-73-8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85.3596  

我們都是這樣玩! / 茱莉.弗雷特(Julie 

Flett)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8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06-

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885.3599  

新 朋 友  / 夏 洛 特 . 佐 羅 托 (Charlotte 

Zolotow)文  ; 班傑明 .修德(Benjamin 

Chaud)圖 ; 游珮芸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106 .-- 48

面; 29 公分 .-- (繪本夏令營 ; 34)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06451-8-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85.3599  

聽見鳥兒在唱歌 / 茱莉.弗雷特(Julie 

Flett)文.圖 ; 王心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5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07-2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85.3599  

格蘭德大媽的葬禮 / 加布列.賈西亞.

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 

葉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 分  .-- ( 皇 冠 叢 書  ; 第 5031

種)(Classic ; 117) .-- ISBN 978-957-33-

3901-4 (平裝) 普遍級  

 885.7357  

別忘記 / 珍.古德溫(Jane Godwin)文 ; 

安娜.沃克(Anna Walker)圖 ; 謝靜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35-551-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87.1599  

獵犬偵探杭德  / 金柏莉 .安德魯斯

(Kimberly Andrews)作.繪 ; 謝靜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31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497-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87.2599  

新聞學 

狗眼人間 : 昂首走在四面楚歌的過

敏世界 / 葛斯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好大一間出版社出版 : 暖暖書屋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2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05-2-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記者 2.CST: 新聞報導  895.1  

藝術類 

總論 

創作者的藝術之路 : 心靈鍛鍊、風

格發掘、技術精進,給所有追夢人的

23 則建言 / 肯特.內伯恩著 ; 実瑠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92-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藝術哲學  901.1  

藝術寫作 : 如何書寫藝術的簡明指

南 / 席爾文.巴奈特(Sylvan Barnet)作 ; 

劉泗翰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橋

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13-8-8 (平

裝) NT$588 普遍級  

1.CST: 藝術評論 2.CST: 論文寫作法  

901.2  

CREATORS 2018–2020 文化實驗三

年索引  = Three years : CREATORS 

2018–2020 / 游崴主編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 11105 .-

- 3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

96074-1-9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藝文活動 

3.CST: 藝術行政  901.6  

風起雲湧 海天一色 : 臺菲藝術交流

聯合畫展專輯. 2022 = 2022 The wind 

rises and the clouds begin to gather, the 

sea melts into the sky : Taiwan-

Philippines Art Exchange Exhibition 

painting album / 林永發主編 .-- 初版 .-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

系, 11105 .-- 6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6954-6-5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  

寄情與召喚 : 池上藝術村駐村藝術

家聯展 = Calling Forth Devotion : Art 

Chishang Artist Residency Exhibition / 

劉蘭辰, 陳欣妤, 古國瑄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好文化基金

會, 11106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38-3-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  

創.價 : 台灣美術 142 : 創價美術館開

館大展 = Constructing & creating : the 

142 artists of Taiwan : Soka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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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exhibition / 廖新田, 石瑞仁, 潘

襎, 文貞姬, 陳明惠, 劉小鈴專文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 

11107 .-- 21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9566-93-3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  

記藝體 :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第 38 屆美術班畢業作品集 = 

Memory & art / 江易修執行編輯 .-- 新

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11106 .-- 8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434-6-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  

Color party : 110 學年度桃園國小美術

班作品集 / 洪歆雅等 112 位著作 .-- 

桃園市 :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

學, 11106 .-- 16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00-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Kaijiangzi :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material art and design 13th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第十三屆畢刊組

著作 .-- 臺南市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11105 .-- 20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8425-8-7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相挺四方~從打狗到阿猴」高雄市

現代畫學會展 = We have your back 

wherever you are : the exhibition in 

Akauw schemes by a group of Takao 

artists / 林侑瑩策展.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林侑瑩, 11105 .-- 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4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叮咚!藝群人 : 苗栗縣大同國小第 31

屆美術班畢業專輯 / 吳梅瑛總編輯 .-

- 苗栗市 : 苗栗縣大同國民小學美術

班 : 苗栗縣大同國民小學第 31 屆美

術班班親會發行 , 11106 .-- 96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0-15-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未 抵 達 的 模 糊  : 眼 蟲 計 畫  = 

Unreached ambiguity : euglena program 

of art / 魏鎮中執行編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館, 11106 .-- 

80 面; 26 公分 .-- (創作論壇) .-- ISBN 

978-986-5465-94-0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正典與延異 : 宜蘭藝術家四人展的

群屬轉向 / 呂信芳總編輯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1106 .-- 1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8-82-

3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白色墨水 : 劉鳳鴒限量版次作品集 / 

劉鳳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劉鳳鴒, 

11106 .-- 9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61-9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地下交易 :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第參

拾屆美術班畢業畫冊 / 沈佩甄總編

輯 .-- 嘉義市 :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11105 .-- 14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5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如果島嶼會作夢 = When islands dream 

/ 謝宇婷, 龔卓軍, 陳平浩, 田偲妤, 林

意真, 許生翰, 王煜松, 澎葉生, 黃祥

昀, 艾瑪.杜松專文撰稿 ; 謝宇婷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自牧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112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626-96157-0-4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3.CST: 文

集  902.33  

拾肆 / 中華藝創文旅協會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藝創文旅協會,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849-1-1 (平裝) NT$128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春慕 涩色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

系 111 級畢業專刊 =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Grade 111 Graduation Exhibition / 楊蕙

祺, 黃金福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11105 .-- 

2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615-

6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風城美展. 第二十屆= Hsinchu City Art 

Exhibition 20th / 張馨之總編輯 .-- 新

竹市 : 新竹市文化局, 11105 .-- 1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91-19-

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框框外的形狀是框框 : 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日間學士 111

級畢業專刊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

術 大 學 美 術 學 院 書 畫 藝 術 學 系 , 

11105 .-- 14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7141-06-9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海的孩子在跳舞 : 110 學年度苗栗縣

立苑裡高級中學國中部第十四屆美

術班畢業專刊 / 陳彥伶總編輯 .-- 苗

栗縣苑裡鎮 :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

學, 11105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0-14-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現代驅魔師 = The Modern Exorcist / 蕭

淑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

立美術館, 11106 .-- 152 面; 25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144-17-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揮灑大鵬灣美景足跡 = Celebrate the 

beautiful expanse of Dapeng Bay / 林磐

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東港鎮 :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 11105 .-- 6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402-6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煥然藝新 :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

學美術班作品集= New artistic visions 

/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作 .-- 臺

中市  :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 

11106 .-- 14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1-99-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彰化縣立溪湖國中美術班作品專輯. 

第九屆 / 張世昆主編 .-- 彰化縣溪湖

鎮 :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 11105 .-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73-67-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翰墨天下. 2022. 三, 藝遊東華名家邀

請展 / 王阿勉, 林金環, 林文烱總編

輯 .-- 新北市 : 台灣茶書畫藝術協會, 

111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327-2-1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元時空 : 2022 臺中市大元國小第

十一屆藝術才能美術班作品集 /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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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鴻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大里

區大元國小美術班班親會, 11106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7-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苗 : 2022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第 40

屆藝才美術班畢業畫冊 / 九二九班

全體同學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11105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5-12-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馬當先 :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小

美術班第二十二屆作品集 / 陳皇維, 

許文杰, 林昕志, 蕭維霆, 謝美芳, 張

家偉, 張秀娟, 林慧芳編輯 .-- 宜蘭縣

羅東鎮 :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

學, 11106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8-83-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番賞 :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

學系創作組 22 級專刊 = ICHIBAN 

KUJI, the version of art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22 /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

學系創作組 22 級著 .-- 新竹市 : 國立

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11105 .-- 

12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434-7-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鳴驚人 : 第 7 屆雲林縣斗六國民小

學美術班成果作品集 / 許丞鎧, 江厔

軒, 丁于庭, 李黃騰等 112 位著作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

國民小學, 11105 .-- 15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50-62-1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小藝術家工作坊,開張!一次就領會的

美術世界,成功燃起你的畫畫夢 / 克

蕾蒙絲.班尼珂(Clémence Pénicaud)著 ; 

許雅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菓子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6 .-- 96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95271-9-9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美術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基礎課程  903  

藝術跨領域創意課程理論建構與表

演藝術戲劇課堂的實踐 / 張連強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9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17-897-7 ( 平 裝 ) 

NT$66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課程規劃設

計  903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2 / 洪昌穀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

版部, 11105 .--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17-7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藝術 2.CST: 文集  907  

現代身體的再現 : 十九世紀西方藝

術 中 的 運 動 文 化  = Picturing the 

modern body : sport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weatern art / 曾少千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6 .-- 280 面; 23 公分 .-- (人文社會

叢書 ; 16) .-- ISBN 978-986-350-606-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文集  907  

藝術行旅 : 當代歷史書寫及策展 / 賴

瑛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

版社,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2-300-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藝術 2.CST: 文集  907  

中國藝術研究叢書. 第一輯 / 陳雪華, 

易存國, 柏紅秀, 賀萬里, 張耀, 張文

利, 李浪濤, 黃強, 劉忠國, 羅加嶺著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蘭 臺 出 版 社 , 

11106 .-- 冊 .-- (中國藝術研究叢書. 

第一輯 ; 1-10) .-- ISBN 978-626-95091-

6-4 (全套:精裝) NT$180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中國  909.208  

桃園藝術亮點 . 2022 / 莊秀美總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020-98-

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家 2.CST: 訪談 3.CST: 臺

灣傳記  909.933  

關於羅丹 : 熊秉明日記擇抄 / 熊秉明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雄獅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92 面; 21 公分 .-

- (雄獅叢書 ; 08-020) .-- ISBN 978-957-

474-168-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羅丹(Rodin, Auguste, 1840-

1917) 2.CST: 雕塑家 3.CST: 藝術評

論 4.CST: 法國  909.942  

清華通識人物演講系列專輯 : 達文

西 / 毛傳慧, 王道還, 陳國璋, 邱誌勇, 

陳柏宇, 王道維作 ; 翁曉玲主編 .-- 初

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11105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434-5-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909.945  

畢卡索與他永恆的藍色時期 : <亞維

農少女>、<格爾尼卡>、<哭泣的女

人>,如何理解畢卡索的抽象表達? / 

石磊, 音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8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439-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畢卡索(Picasso, Pablo, 1881-

1973) 2.CST: 藝術家 3.CST: 傳記 

4.CST: 西班牙  909.9461  

音樂 

鋼琴家,醒醒來做夢!音樂個性與藝術

圖像 / 魏樂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160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317-839-7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音樂 2.CST: 藝術哲學  

910.11  

樂讀,古典音樂漫談 : 6 部歌劇,12 部

電影,一本書帶你輕鬆讀懂音樂史 / 

解磊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402-2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音樂史 2.CST: 古典樂派 

3.CST: 樂評  910.9  

夢響 夢想 : 作曲家/指揮家楊陳德的

交響人生 / 潘俊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176 面; 23 公分 .-- (Collection ; F12) .-

- ISBN 978-986-99685-8-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楊陳德 2.CST: 作曲家 3.CST: 

臺灣傳記  910.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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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的傳承者,西方音樂之父巴哈 : 

清唱劇、彌撒曲、室內樂......樣樣精

通的天才音樂家巴哈,以及他典雅清

麗的作品 / 劉一豪, 林錡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15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29-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巴哈(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 2.CST: 作曲家 3.CST: 傳

記 4.CST: 德國  910.9943  

時代的先驅指揮家古斯塔夫.馬勒 : 

一首交響曲的完成,一場世界級的革

命 / 景作人, 音渭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6 .-- 1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364-3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馬勒(Mahler, Gustav, 1860-

1911) 2.CST: 音樂家 3.CST: 傳記  

910.99441  

*偉大作曲家群像 : 舒伯特 / 佩姬.伍

德福特著 ; 黃正喬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1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65-

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舒伯特(Schubert, Franz, 1797-

1828) 2.CST: 作曲家 3.CST: 傳記 

4.CST: 奧地利  910.99441  

日語演歌漢文譯本 = ヨシシゲの艶

歌 / 楊吉成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楊

吉成 , 11108 .-- 冊  .-- 中日對照  .-- 

ISBN 978-626-01-0188-6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01-0189-3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01-0190-9 (全

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歌曲  913.0831  

吟遊半島 : 恆春半島民謠教材 / 余昕

晏編著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 

11104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1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謠 2.CST: 屏東縣恆春鎮  

913.533  

BTS DYNAMITE 防彈少年團榮光之

路 / 卡洛琳.麥克休(Carolyn McHugh)

作 ; 曾慧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

悅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12 面 ; 27 公 分  .-- ISBN 978-626-

95514-3-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歌星 2.CST: 流行音樂 3.CST: 

韓國  913.6032  

漁唱 : 那年十九 / 靳鐵章著 .-- 初版 .-

- 新 北 市  : 酷 米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185-0-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校園民歌 2.CST: 音樂創作 

3.CST: 臺灣  913.61  

TC 的音樂教學世界 : 吉他手冊基礎

篇 / 李德昌主筆 .-- 一版 .-- 高雄市 : 

鹽與光音樂有限公司, 11105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22-0-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吉他 2.CST: 音樂教學法  

916.650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鋼琴教學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110 年度 / 陳敏華, 王敏

蕙, 邵婷雯, 呂悅慈, 李燕宜, 林玉淳

作 ; 劉瓊淑, 林玲慧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

術學院音樂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11106 .-- 

147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06986-4-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鋼琴 2.CST: 音樂教學法 

3.CST: 文集  917.105  

南管七大枝頭排門頭系列 : (倍工)四

孤、四對 / 蔡郁琳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合和藝苑, 11105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168-0-0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南管音樂 2.CST: 臺灣  

919.881  

南管曲詞現代化之整理研究. 四 / 王

三慶, 魏金泉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11105 .-- 

51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04-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南管音樂  919.881  

建築 

Encounter Unfamiliarity : 為了與不熟

悉相遇 / 周安琪, 林詩羽, 陳安妮, 江

佳軒, 王梓貽, 陳宗承, 吳孟晅文字編

輯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

系, 11105 .-- 1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629-4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IEAGD 大評圖. 2021 : 大學建築系畢

業設計國際展覽 = IEAGD. 2021. 10th :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Architecture 

Graduation Design / 漆志剛, 蕭有志, 

王俊雄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都

市設計學會, 11105 .-- 19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83660-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成大建築一一 0 級畢業設計. 2022 = 

2022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hesis design 

projects review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110 級合著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11105 .-- 312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96004-2-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冷建築 : 一種自語喃喃的建築意圖 = 

Cold architecture : a self-mumbling 

architectural intention / 許棕宣編著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 , 

11108 .-- 2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629-43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柏森建築作品集 / 陳柏森(森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柏森建築師事務所, 

11106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169-0-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畢業設計作

品集. 第一 0 六級 = 2020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NUU graduation design 

portfolio / 2022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

系畢業班作 .-- 苗栗市 : 國立聯合大

學建築學系, 11107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423-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築 無 境  : 馮 國 安 建 築 作 品 集  = 

Emptiness in architecture : studio 

projects by Philip Fung / 馮國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273-5-9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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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社會與設計學術論壇論文集. 

2021 / 顏亮一, 邱浩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出版社, 11105 .-- 

210 面; 21 公分 .-- (輔仁大學研究叢

書 ; 235) .-- ISBN 978-986-0729-39-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空間設計 2.CST: 環境藝術 

3.CST: 文集  920.7  

隈研吾 : 成為夢想的實踐者,勇於超

越框架、創造自由想像 / 隈研吾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4-6-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建築美術設計 

3.CST: 文集  920.7  

50 位偉大的建築師 : 他們的作品建

構我們的世界 / 伊克.伊傑(Ike Ijeh)著 ; 

蘇威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

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74-13-8 (平裝) NT$699 普

遍級  

1.CST: 建築師 2.CST: 世界傳記  

920.99  

小園香徑舊亭臺 : 遠借框景 X 題名

作詩 X 疊山引泉,一窺古人芥子納須

彌的造園本事 / 黃震宇, 唐鳴鏑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31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391-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園林建築 

3.CST: 中國  922  

建築展覽的台灣經驗 1985-2008 / 林

芳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273-4-2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建築史 3.CST: 展

覽 4.CST: 臺灣  923.33  

傳統建築木質彩繪修護作業手冊  / 

邵慶旺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 11106 .-- 1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32-596-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文化資產

維護 3.CST: 臺灣  923.33  

傳統建築彩繪調查作業手冊 / 邵慶

旺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11106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32-597-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文化資產

維護 3.CST: 臺灣  923.33  

譫 狂 紐 約  / 雷 姆 . 庫 哈 斯 (Rem 

Koolhaas)著 ; 曾成德, 吳莉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32-

8 ( 平 裝 ) NT$880 .-- ISBN 978-626-

7084-34-2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美國紐約市  923.452  

日本古城建築圖典 : (全彩圖解)天守、

城郭、城門到守城機關,日本古城建

築的構造工法與文化史 / 三浦正幸

著 ; 詹慕如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經典一日

通 ; B12027Y) .-- ISBN 978-626-318-

32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古城 2.CST: 建築史 3.CST: 圖

錄 4.CST: 日本  924.31  

艋舺青山宮傳統建築裝飾藝術調查

計畫 / 范雅婷計畫主持 .-- 新北市 : 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05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1-0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建築藝術 3.CST: 

裝飾藝術 4.CST: 臺北市  927.1  

雕塑 

無 弦 . 琴 音 . 李 再 鈐  = 

Stringless.melody.Lee Zai-Qian / 蕭瓊

瑞, 劉俊蘭, 彭良禎, 林志銳專文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 

11108 .-- 2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9566-95-7 (精裝)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  

大巧若拙 : 廖德良印鈕藝術傳承展 / 

廖德良, 黃心音, 羅淑嬌, 陳沛逸作 .-- 

臺北市 : 黃心音出版 : 廖德良工作室

發行, 11105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01-010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印章 2.CST: 篆刻 3.CST: 印譜  

931  

買斧采山 : 李紹陽篆刻 / 李紹陽作 .-

- 初版 .-- 桃園市 : 竹石齋, 11106 .-- 

12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00-0-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印譜  931.7  

尋鑿竹塹 : 木雕職人黑車師 / 林寶珠, 

高政鈞, 楊鑑枝口述 ; 朱培綺, 彭婉儀

採訪 .-- 初版 .-- 新竹市 : 鴻梅文創志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70-0-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楊鑑枝 2.CST: 木雕 3.CST: 傳

統藝術 4.CST: 訪談 5.CST: 臺灣傳記  

933  

母土情牽 : 陳培澤石玉碾琢創作與

美學探討 / 陳培澤, 姜智娟, 陳寄閑

作 .-- 初版 .-- 南投縣竹山鎮 : 攻玉山

房, 11105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97-0-3 (平裝) NT$1500 普

遍級  

1.CST: 陳培澤 2.CST: 玉雕 3.CST: 學

術思想 4.CST: 臺灣傳記  936.1  

福臨美至 : 二 0 二二廖修平作品金門

展 / 廖修平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

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5 .-- 112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5468-68-

2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版畫 2.CST: 畫冊  937  

元形.複境 = Monad.epimorphism / 胡

朝聖總編輯 .-- 臺北市 : 双方藝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830-6-3 (精裝)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捏 陶 . 塑 意 . 李 茂 宗  = Making 

ceramics.forming meanings.Lee Mao-

Chung / 蕭瓊瑞, 吳世全, 莊秀玲專

文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基

金會, 11108 .-- 22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9566-96-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游漆孕事 : 黃麗淑師生漆藝展 / 黃

麗淑總編輯 .-- 南投縣草屯鎮 : 游漆

園, 11105 .-- 96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89999-3-0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漆藝 2.CST: 作品集  938.9  

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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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思維 : 找尋中西名畫在藝術史、

自然史、時尚史與科技史中的角色

與意義 / 邱琳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894-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圖像學  940.11  

黃金時代的先知林布蘭 : 自畫像最

多、拍賣額最高,為什麼我們都愛林

布蘭? / 金詩蘊, 音渭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399-5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1669)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4.CST: 荷蘭  

940.99472  

烏克蘭現實主義大師列賓,挑戰皇權

的藝術家 : 透過一幅<伊凡雷帝殺子

>,揭開沙俄皇朝的醜惡面目與腥風

血雨 / 陸佩, 音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6 .-- 1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427-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列賓(Repin, Ilya Efimovich, 

1844-1930)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4.CST: 俄國  940.9948  

人.間 : 陳澄波與畫都 / 賴依欣主編 .-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11107 .-- 

105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09-

11-3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蒐藏品 3.CST: 藝

術展覽  941.6  

花蓮縣長青書畫會名家翰墨交流作

品專輯 / 游照河總編輯 .-- 初版 .-- 花

蓮縣吉安鄉  : 花蓮縣長青書畫會 , 

11105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7658-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破繭殘墨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

學院書畫藝術學系 111 級學士班著 .-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

院書畫藝術學系 , 11105 .-- 19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1-10-

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臺灣書藝新契機 : 1949 渡海書家特

展  = Crossroads for calligraphy in 

Taiwan : Special Exhibition on 1949 

Calligraphers Crossing the Sea / 劉俊蘭

主編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11106 .-- 19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04-0 (平裝) NT$14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墨海禪悅 : 林俊光父子女作品集 = 

Lin Jun-Guang father and child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ion of works / 林

俊光, 林妍汎, 林奕辰, 林羿名執行編

輯 .-- 新北市 : 林俊光, 11105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21-

3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墨作.墨像.「非」書法 : 東亞書藝的

當代性  = Ink work, ink image, non-

calligraphy : the contemporariness of 

calligraphic art in East Asia / 李建德, 李

思賢, 林俊臣, 河內利治, 邱振中, 金

炳基, 黃智陽, 蔡介騰, 蔡明讚, 蔡耀

慶撰文 ; 劉俊蘭主編 .-- 桃園市 : 桃

園市 立美 術 館 ( 橫山 書 法 藝術 館 ), 

11106 .-- 3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08-8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文集  942.07  

筆極熊在寫硬筆. 首冊, 中文硬筆書

法的九個賞字原則 = MI first Chinese 

calligraphy book / 吳安明, 黃姿樺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雙母語學殿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152 面; 26 公

分 .-- (學而時習字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791-4-3 ( 精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書體 2.CST: 書法教學  

942.192  

每天 8 句正能量短語,靜心、美字,還

能 練 出 好 英 文 ! / Nexus Contents 

Development Team 著 ; 蘇琬清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9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美術字 3.CST: 英

語  942.27  

名家書法練習帖 : 歐陽詢.九成宮醴

泉銘 / 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917-6-3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5  

澹養天龢 : 黃羣英書藝紀念展 = Days 

of tranquility : commemorativ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Hwang Chyun-

Ing / 劉俊蘭主編 .-- 桃園市 : 桃園市

立美術館, 11106 .-- 25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05-7 ( 平 裝 ) 

NT$14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龜 趣 來 襲  : 鹿 鶴 松 書 藝 集  = 

Callgraphic works with fun of oracle 

script / 鹿鶴松作 .-- 臺中市 : 鹿鶴松, 

11106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31-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囊輕行遠 : 方朝宗書法篆刻集 / 方朝

宗作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0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924-8-8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篆刻 3.CST: 作品

集  943.5  

櫓翁師生作品集. 二 0 二二年 / 高雄

市筆禪書法學會, 高雄市打鼓書法學

會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筆禪

書法學會, 11105 .-- 14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88113-3-1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 進階級 / 療

癒人心悅讀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6 .-- 

冊 .-- (LifeStyle ; 64-) .-- 中英文版 .-- 

ISBN 978-626-7064-14-6 (第 4 冊:平裝) 

NT$149 .-- ISBN 978-626-7064-15-3 (第

5 冊:平裝) NT$169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中越語版). 

基礎級 / 療癒人心悅讀社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冊 .-- (Life style ; 61-) .-- 

ISBN 978-626-7064-11-5 (第 1 冊:平裝) 

NT$99 .-- ISBN 978-626-7064-12-2 (第

2 冊:平裝) NT$119 .-- ISBN 978-626-

7064-13-9 (第 3 冊:平裝) NT$129 普遍

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美字進化論 : 金牌硬筆字大師這樣

寫!800 常用字 X 結構習字法,給認真

想寫好字的你 / 李彧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0-248-4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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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習字範本  943.97  

人文與美學 : 江明賢墨彩近作展 = 

Humanities and aesthetics : Exhibition of 

recent works in ink painting by Chiang 

Ming-Shyan / 江明賢作 .-- 桃園市 : 桃

園市政府文化局 , 11106 .-- 84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01-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張玉珠彩墨畫集  / 張玉珠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郁景軒,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32-0-5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圓 山 . 大 觀 . 郭 雪 湖  = Grand 

Mountain.great view.Kuo Hsueh-Hu / 蕭

瓊瑞, 廖瑾瑗, 王麗蕉, 饒祖賢, 吳玗

倩專文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

教基金會, 11108 .-- 228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9566-94-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膠彩畫 2.CST: 畫冊  945.6  

楊麗真 恆真 彩墨畫集 / 楊麗真(恆真)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汎星消防器材

有限公司,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34-0-3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貓咪浮世繪圖鑑 / 長井裕子著 ; 蕭秋

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29-8 (精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浮世繪 2.CST: 動物畫 3.CST: 

貓 4.CST: 日本  946.148  

零基礎酒精墨水畫 : 從媒材、技法、

構圖到創作靈感,教你畫出療癒流動

畫 / 鈴木美香作 ; 許郁文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89-

733-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繪畫技法  947.1  

田野間的七彩燈屋 / 尤建凱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37-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素描 2.CST: 畫冊  947.16  

動畫師羽山淳一的人體動態速寫. 女

性角色篇 / 羽山淳一作 ; 林農凱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

版社, 11107 .-- 1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785-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素描 2.CST: 人物畫 3.CST: 繪

畫技法  947.16  

典藏裸體姿勢集 : 白峰ミウ / 田村浩

章攝影 ; 何姵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274-

1 (平裝) 限制級  

1.CST: 人體畫 2.CST: 裸體 3.CST: 繪

畫技法  947.23  

天帝的食譜 : 雅典.智慧女神.仙饌密

酒 / 李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39) .-- ISBN 

978-986-5588-8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屁屁偵探動畫漫畫. 5, 噗噗 怪盜 U 對

上怪盜 U?! / Troll 原作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1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587-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建築師搞怪進化史 / 林淵源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Designer ; 44) .-- ISBN 978-986-408-

828-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服裝畫手繪入門與應用 : 人體結構 X

表現技法 X 範例臨摹 / 柴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6 .-- 2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90-2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創意插畫聖經 / 安德魯.路米斯著 ; 林

奕伶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6 .-- 3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71-8 (平裝) NT$95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睜開雙眼擁抱未知 / 林依萱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林依萱,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48-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漫畫角色髮型設計入門 : 基礎到應

用全方位魅力發揮  / 蔡蕙憶(橘子)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6 公分 .-

- (多彩多藝 ; 14) .-- ISBN 978-957-686-

83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漫畫 3.CST: 繪畫

技法  947.45  

韓國繪師的人物插畫重點學習筆記 / 

金瑜璃作 ; 林季妤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7 .-- 

21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

783-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宇宙微觀  : 侯翠杏創作回顧展  = 

Universe.Microcosm : Hou Tsui-Hsing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 侯翠杏[作]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11106 .-- 

156 面; 29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32-593-0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做工的人 : 洪瑞麟與臺灣美術中的

勞 動 身 影  = Tender portrayals of 

difficult lives : Hung Jui-Lin and images 

of labor in the NTMoFA collection / 黃

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

館, 11105 .-- 12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532-590-9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掘光而行 : 洪瑞麟 = Unearthing light : 

Hung Jui-Lin / 修天容, 林怡秀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

館, 11106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14-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漫慢畫 : 賴威帆創作展  = Drawing 

manga slowly : solo exhibition by Lai-

Wei-Fan / 賴威帆作 .-- 臺中市 : 臺中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葫 蘆 墩 文 化 中 心 , 

11105 .-- 76 面; 25X26 公分 .-- (藝術

薪火相傳: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第



95 

 

12 屆) .-- ISBN 978-626-7001-94-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睡蓮頌 / 何恭上撰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藝術圖書公司, 11105 .-- 160 面; 

23 公分 .-- (一秒千秋系列 ; 3) .-- ISBN 

978-957-672-410-7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藝術欣賞  

947.5  

練福星作品集. 2022 : 憶藝 / 練福星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練 福 星 , 

11105 .-- 161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110-7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藝境 意境 : 天馬行空 無問西東: 陳瓦

木藝術創作專輯 / 陳瓦木創作 .-- 彰

化縣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106 .-- 6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595-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色鉛筆可愛插畫大全 / 李佾善, 趙惠

林作 ; 洪詩涵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7 .-- 1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77-784-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2  

繪聲繪影 : 勇闖藝術殿堂,40 位素人

的圓夢之旅 / 謝瑞芳作 .-- 新竹市 : 傑

羅思蝶古巴特教室, 11105 .-- 1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358-1-9 (精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畫冊  948.2  

<< 旅 繪 . 臺 中 >> 水 彩 大 展 . 2022 = 

Painting in travel : Taichung watercolor 

exhibition / 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展

覽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10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1-96-7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尋根  : 林碧霞水彩寫生創作集  = 

Seeking roots : watercolor sketch 

creation collection of Lin, Pi-Shia / 林碧

霞作 .-- 初版 .-- 彰化縣員林市 : 林碧

霞(彰化縣), 11106 .-- 7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5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生命之歌 : Keith Morant 作品集 = The 

song of life : Keith Morant album / 釋如

常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出版 : 佛光緣美

術館總部發行, 11105 .-- 216 面; 30 公

分 .-- (佛光緣美術館典藏作品集 ; 

22) .-- ISBN 978-957-457-633-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油畫技法入門 : 透過 14 幅作品的繪

製步驟剖析筆觸表現和色彩運用 / 

森田和昌著 ; 王盈潔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東 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6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5  

侯翠杏創作回顧展 : 畫與詩的偶遇 / 

張克明, 侯翠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君安企業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63-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題畫詩 3.CST: 畫

冊  948.5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文化創意

湖內區特色油畫展. 111 年 : 絢麗繪

色 2022 聯展 / 洪添謀, 蘇品涵作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湖內人文

發展協會, 11105 .-- 60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428-5-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高慶元 Kao Ching-Yuan. 2022 / 劉文良

總編輯 .-- 首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郭木生文教基金會, 11105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0663-5-

8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陳 秋 玉 油 畫 集  = The collected oil 

paintings of Joyce Chen / 陳秋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陳秋玉, 11105 .-- 72

面; 25X25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01-0091-9 (第 5 冊:平裝) 普遍

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廖文斌  與自然共存  / 劉文良總編

輯 .-- 首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郭木

生文教基金會, 11105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0663-6-5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臺灣美術全集. 第 43 卷, 侯翠杏 = 

Taiwan fine arts series. 43, Hou Tsui-

Hsing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

社, 11106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82-301-9 (精裝) NT$1800 普

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攝影；電腦藝術 

再現之重 : 論複數的攝影與歷史 / 約

翰.泰格(John Tagg)作 ; 林心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影言社, 11106 .-- 3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995-3-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 2.CST: 攝影史  950.9  

攝影構圖設計寶典 / 新知互動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51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952.2  

偉大攝影的基礎 : 人物 / 亨利.凱洛

(Henry Carroll)著 ; 林資香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7 .-- 128 面; 21 公

分 .-- (Design+ ; 52) .-- ISBN 978-986-

459-415-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像攝影 2.CST: 攝影技術  

953.3  

千 年 傳 奇  珠 夢 趣 影  = Millennium 

legend : imaging dreams on abacus beads 

/ 施美鈴 [作 ] .-- 桃園市  : 施美鈴 , 

11105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99-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33  

寰羽 : 陳維滄攝影集 = Birds of the 

world : photos & text by Richard Chen / 

陳維滄攝影.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 

11106 .-- 16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87941-9-1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動物攝影 

3.CST: 鳥類  957.4  

帶路. II : 透過鏡頭探索一帶一路的

商機、風貌、人情 = Belt and road. II : 

exploring the market,sceneries and 

peopl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rough 

lenses / 李秀恒(Eddy Li)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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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40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85-1-5 (精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2  

火燒島 : 流麻溝十五號攝影輯 / 謝三

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8-146-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精湛一生 : 甘侯攝影集 .-- 初版 .-- 臺

中市 : 劉漢介, 11105 .-- 20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11-4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We are CUTe :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

達設計系畢業專刊. 第十六屆 = 16th 

graduation exhibition. yearbook 2022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 

Design Ch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周昭瑀, 朱儀瑄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

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11106 .-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6226-48-9 (精裝)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I'll X :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學系作品集

第十二屆 / 時尚設計學系 107 級專刊

編輯小組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實踐

大學時尚設計學系, 11106 .-- 5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29-431-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時尚 3.CST: 作品

集  960  

人在六堆  : 影像藝術展 = Apertura 

Hexanoia / 陳昌仁撰文 .-- 初版 .-- 苗

栗縣銅鑼鄉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 11105 .-- 18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434-61-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裝置藝術 2.CST: 藝術展覽 

3.CST: 作品集  960  

重整作用 : 林煌迪作品集 2022 / 林煌

迪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林煌迪 , 

11107 .-- 11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50-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裝置藝術 2.CST: 藝術評論 

3.CST: 作品集  960  

晚餐吃什麼? = What's for dinner? / 國

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111 級全

體學生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

東大學, 11107 .-- 2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6542-9-5 ( 精 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視覺藝術 2.CST: 視覺設計 

3.CST: 作品集  960  

天才配色 / gaatii 光体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01-569-6 (平裝) NT$1280 普

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平面設計別這樣! : 避免失敗、解決

問題,設計菜鳥的自救手冊 / 平本久

美子著 ; 吳嘉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20-

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964  

奧運設計 : 臺灣設計口典藏品特展. I 

= Olympic design : special exhibition of 

Taiwan design corner collection I / 林磐

聳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8-24-5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商業美術 2.CST: 蒐藏品 

3.CST: 奧林匹克運動會  964  

解決困擾設計師的模糊委託設計風

格指南 / Power Design Inc.著 ; 陳聖怡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0-69-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商業美術  964  

設計體驗 : 專屬好奇心的驚奇世界 / 

艾瑞克.巴爾(Erik Bär), 史坦.博斯威

爾(Stan Boshouwers)作 ; 李雅玲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272 面; 29 公分 .-- (Act ; MA0053) .-- 

ISBN 978-626-7156-06-3 ( 平 裝 ) 

NT$76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文集  964.07  

包裝結構  : 華文包裝設計手冊  = 

Package structure design : mandarin 

package design guidebook / 王炳南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8-193-6 (平裝) NT$590 普

遍級  

1.CST: 包裝設計  964.1  

室內色彩搭配寶典 : 室內設計概念 X

色彩三要素 X 裝飾設計技巧 / 唯美

映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360-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室內裝飾 2.CST: 色彩學  

967  

技藝 

3D 結構設計的立體紙雕卡片 / 五十

嵐暁浩著 ; 林睿琪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

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96 面; 26 公分 .-- (紙.設計 ; 1) .-- ISBN 

978-957-9623-85-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紙雕  972.3  

*婆娑起舞 : 編創理念與舞作分析 / 

林郁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

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1105 .-- 1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14-6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舞蹈創作  976  

戲劇 

臺中市表演藝術品牌團隊 . 2022 = 

Taichung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ion 

brands / 邱佳玲, 李佳玲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 56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001-9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表演藝術團體 2.CST: 名錄 

3.CST: 臺中市  980.26  

參與式劇場美學 : 21 世紀的觀眾漫

遊 / 秦嘉嫄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成

大出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

發展基金會發行,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5-68-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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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劇場藝術 2.CST: 戲劇美學 

3.CST: 文集  980.7  

我要當演員 : 年輕表演工作者的第

一本書 / Jeremy Kruse 著 ; 王于菁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17-883-0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1.CST: 演員 2.CST: 演技 3.CST: 表演

藝術  981.5  

臺灣京崑劇場述評 : 劇目傳承、解

構與歷史紀述 / 劉慧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出版社, 11106 .-- 448 面; 

21 公分  .-- (國家戲曲研究叢書  ; 

119) .-- ISBN 978-957-36-1603-0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崑劇 3.CST: 戲曲

評論 4.CST: 臺灣  982.07  

劉豁公文存 / 劉豁公原著 ; 蔡登山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7 .-- 396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22)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14-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劇評  982.1  

戲劇叢談 / 陳璵璠, 劉豁公合編 ; 蔡

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6 面; 

26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

7088-78-4 (精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京劇  982.1  

抵抗的人民.不屈的電影 : 布洛薩的

電影、哲學、政治札記 / 阿蘭.布洛

薩(Alain Brossat)作 ; 曹天羽譯 .-- 初

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

版社, 11106 .-- 292 面; 21 公分 .-- (批

判理論翻譯叢書系列) .-- ISBN 978-

986-5470-37-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藝術哲學 3.CST: 

國際政治  987  

未來的光陰 : 給台灣新電影四十年

的備忘錄 = The future of time : memos 

for 40 years of Taiwan new cinema / 譚

以諾, 林松輝, 陳潔曜, 汪俊彥, 陳亭

聿, 孫松榮, 謝以萱, Yawi Yukex, 林怡

秀, 孫世鐸, 王萬睿, 王念英, 李翔齡, 

林木材作 ; 林松輝, 孫松榮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害喜影音綜藝有限公

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chill ; 

1) .-- ISBN 978-986-97395-1-1 (平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電影史 2.CST: 影評 3.CST: 文

集 4.CST: 臺灣  987.0933  

朱延平七日談 : 永遠不回頭的電影

人生路 / 朱延平口述 ; 藍祖蔚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3 公分 .-- 

(典藏人物 ; 25) .-- ISBN 978-626-7031-

31-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朱延平 2.CST: 電影導演 

3.CST: 訪談  987.09933  

憑空而來 : 伍迪.艾倫回憶錄 / 伍迪.

艾倫(Woody Allen)作 ; 陳麗貴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 384 面; 22 公分 .-- (灰盒子 ; 3) .-- 

ISBN 978-626-95866-8-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艾倫(Allen, Woody) 2.CST: 電

影導演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987.09952  

凝望.安哲羅普洛斯 / 史塔福羅斯阿

里弗藍基斯, 鴻鴻, 楊元鈴, 阿夸雷洛, 

珍嘉百列作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11105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13-8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1.CST: 安哲羅普洛斯(Angelopoulos, 

Theodoros, 1935- ) 2.CST: 電影導演 

3.CST: 影評 4.CST: 傳記  987.31  

國造計畫 / 游智傑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沉默老兵電影有限公司, 11105 .-

- 72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8-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紀錄片 2.CST: 電影製作  

987.81  

*少年 = 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 

任俠, 陳力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56-4-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影片  987.83  

媽,別鬧了!影像創作紀實 / 草舍文化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 , 

11107 .-- 19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38-02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989.233  

遊藝；娛樂；休閒 

生態旅遊理論與實務 : 開啟善的循

環 最撼動人心的旅遊模式 / 顏綺蓮

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6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態旅遊 2.CST: 旅遊業管理  

992  

觀光學 = Tourism / 陳宗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觀光旅運系列) .-- ISBN 978-986-298-

400-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旅遊業管理  

992  

茂林國家風景區服務解說手冊 / 柯

建興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交通

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31-411-

8 (全套:平裝) NT$950 普遍級  

1.CST: 茂林國家風景區  992.3833  

(導遊領隊)導遊領隊實務. 二, 華語、

外語導遊領隊人員 / 林俐編著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5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108-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導遊 2.CST: 領隊  992.5  

住旅宿學設計 : 老屋翻新.自地自建.

民宿旅店改造,你想不到的裝修眉角

全在這! / 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83-6-2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旅館 2.CST: 建築美術設計  

992.61  

走回淡蘭古道 / 古庭維, 吳雲天, 周聖

心, 徐銘謙, 楊世泰, 戴翊庭, 謎卡等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3 公分 .-- 

(台灣地圖 ; 50) .-- ISBN 978-626-320-

181-1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人文地理 3.CST: 

臺灣  992.77  

一個背包露營去 : 讓音樂、營火、

美食,解放冏忙的日常 / CABHEY 著 ; 

涂紋凰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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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感覺去旅行 ; 42) .-- ISBN 978-

957-658-83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露營  992.78  

我的露營活動書 : 給孩子的 35 個野

外 探 險 好 點 子  / 艾 蜜 莉 亞 . 梅 耶

(Amelia Mayer)作 ; 亞當.拉庫(Adam 

Larkum)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04-78-6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露營 2.CST: 野外活動 3.CST: 

兒童教育  992.78  

會開火就絕不會失敗的露營野炊食 / 

ALPHA TEC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

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92-0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露營 2.CST: 食譜 3.CST: 烹飪  

992.78  

大逃脫!逃出幽靈鬼屋 / 香山大我文.

圖 ; 詹慕如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6

面; 20X26 公分 .-- (繪本 ; 38)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05-237-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兒童遊戲  

997  

大逃脫!逃出殭屍小鎮 / 香山大我文.

圖 ; 詹慕如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6

面; 20X26 公分 .-- (繪本 ; 38)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05-236-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兒童遊戲  

997  

完全推理智力遊戲 / 羅波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資優

生系列 ; 47) .-- ISBN 978-986-453-168-

4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怡心臺詩謎 / 楊國顯編著 .-- 高雄市 : 

菜根香出版社, 11108 .-- 102 面; 19 公

分 .-- (菜根社系列叢書) .-- ISBN 978-

986-6169-7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謎語 2.CST: 臺語  997.4  

中華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97-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中華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96-3 (第 2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國民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08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98-7 (第 2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國民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08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99-4 (第 2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數學偵探物語  / 李斯 .哈斯奧(Leith 

Hathout)作 ; 黃俊瑋, 邱珮瑜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626-317-900-4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Deemo II : 美術設定集 / 雷亞遊戲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7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5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動畫設

計  997.82  

尼爾 : 人工生命 ver.1.22...攻略設定資

料集 / 電擊 GAME 書籍編輯部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2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997.82  

給我爆起來!Minecraft 超禁忌技巧爆

發特別篇 : 用 TNT+紅石+指令做出

超神連鎖爆炸機關 / GOLDEN AXE

作 ; 盧品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7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創意機關的益智勞作 / トモ.ヒコ著 ; 

黃廷嫥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 (玩創藝 ; 2) .-- ISBN 978-957-

686-831-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作 2.CST: 工藝美術  999  

超擬真戰車模型製作教範 : 實物觀

察 與 擬 真 技 法 應 用  / Armour 

Modelling 編輯部作 ; 許郁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7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77-786-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戰車 3.CST: 工藝

美術  999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Annual report of the Control Yua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2021/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5 .-- 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19-29-

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Holistic nursing: what the feet can 

tell/authors Shwu-Feng Tsay, Chi-Wang 

Hu .-- first printing edition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06 .-- 2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37-18-5 (平裝) 普遍

級  

Informe Anual del Yuan de Control 

Taiwán, República de China. 2021/ .-- 

primera edición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5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30-3 (平裝) NT$100 普遍級  

Mask on: invisible bondage/by 15th 

Class of Shan, English Group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北市景美女中 , 

11105 .-- 2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16-9 (平裝) 普遍級  

「數位設計與行銷」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2/陳春富總編輯 .-- 桃園市 : 

臺北商業大學創新經營學院, 11105 .-

- 2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705-3-9 (平裝) 普遍級  

小朋友的勞動異想世界: 2021 兒童認

識勞動權益四格漫畫徵件活動得獎

作 品 = Kids' paintings about labors' 

rights/陳信瑜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勞動局, 11106 .-- 48 面; 2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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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144-18-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小琉球潮間帶底棲生物資源解說手

冊/劉莉蓮, 康惇茹, 郭孟穎, 張水鍇

著  .-- 初 版  .-- 屏 東 縣  : 屏 縣 府 , 

11105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19-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戶政檔案知識王/陳又菁編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八德區戶政事

務所, 11105 .-- 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0-99-9 (平裝) 普遍級  

斗六國中<<薈萃英華>>文學獎作品

集. 第二屆/沈明昌, 賴其模, 蘇純玉編

輯 .-- 雲林縣 : 雲縣斗六國中, 11106 .-

- 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0-

67-6 (平裝) 普遍級  

北商大學術論壇. 2022 第二十一屆: 

國際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22 NTUB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國立臺北商業

大學國際商務系(所)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商業大學, 11105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05-2-

2 (平裝附光碟片) NT$200 普遍級  

民事裁判實務教材: 離婚等事件/法

官學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官

學院, 11107 .-- 1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34-1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刑事裁判實務教材: 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法官學院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官學院, 11107 .-- 2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33-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回望.當我們同在新北/孫心瑜圖; 粘

忘凡文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

化局,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5-13-6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在家玩!意想不到的工藝課/鄭采芩文; 

陳靖雱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

化局, 11106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01-16-6 (平裝) 普遍級  

如果你迷路/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狄運昌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

署, 11107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7-17-8 (平裝) 普遍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年報. 

110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編著 .-- 初版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

保局, 11105 .-- 1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0-78-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育兒 fun 輕鬆. 1, 我要怎麼照顧寶寶?

寶寶肚子餓了!/劉美淑主編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5 .-- 2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18-7 (平裝) 普遍

級  

金蓮纏夢= Entangled dreams of foot 

binding/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豫劇

團編著 .-- 初版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1105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592-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青澀的中橫/李瑞宗作; 王念慈, 李瑞

宗朗讀 .-- 臺中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二區養工處, 11105 .-- 約 9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1-406-4 (線上

有聲書(MP3)) 普遍級  

桃園市立美術館年報. 2021= Taoyu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nual report 2021/

劉俊蘭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美術

館, 11105 .-- 1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07-1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百週年

校慶專刊/王建忠主編 .-- 桃園市 : 桃

園市大崗國小, 11106 .-- 2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59-09-5 (精裝) 

普遍級  

問學. 第二十六期/王之敏, 陳雅婷, 楊

智凱, 蔡叔珍, 林政誼, 黃福鎮, 陳皓

渝, 蘇思寧, 羅紫珊, 錢維揚, 陳薏儒, 

張育綸著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國文

系, 11107 .-- 2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111-4-3 (平裝) 普遍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

輯 : 台 灣 油 畫 三 人 聯 展 =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Center Exhibition: 

Joint Exhibition of Three-Oil Painting 

Artists/楊嚴囊, 賴威嚴, 林憲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勤益科大,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20-

1-2 (精裝) 普遍級  

教育部績優環境教育人員獲獎實錄. 

110 年/鄭乃瑋, 王宇瑄執行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5 .-- 2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6-59-

4 (精裝) 普遍級  

*眷流: 空軍三重一村今昔變遷與地

方集體記憶再現/趙佑真, 郭紫婕, 林

映余撰文; 林映余, 林柔妤攝影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臺北科大文發系, 

11105 .-- 53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99-3-3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罩護新生活/捆牛湖巷弄長照站圖文

創作 .-- 高雄市 : 高市圖, 11106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65-93-

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管理創新與行銷專案研討會論文集. 

2022 第十四屆/楊敏里編輯 .-- 高雄

市 : 高雄科大企管系, 11106 .-- 冊 .-- 

ISBN 978-986-06557-6-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臺南市成人暨新住民動人百分百照

片說真情作品專輯. 一一 0 年度/王崑

源, 吳國珉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南

市 : 南市教育局, 11106 .-- 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15-9 (平裝) 

普遍級  

臺灣海域波浪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 

2020 年= Annual report of Taiwan wave 

observation data in 2020/國家海洋研究

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1107 .-- 

4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01-9 (平裝) 普遍級  

臺灣海域風力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 

2020 年= Annual report of Taiwan wind 

observation data in 2020/國家海洋研究

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1107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7-

99-9 (平裝) 普遍級  

臺灣海域海流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 

2020 年 = Annual report of Taiwan 

current observation data in 2020/國家海

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

編著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1107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03-3 (平裝) 普遍級  

臺灣海域潮汐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 

2020 年= Annual report of Taiwan tide 

observation data in 2020/國家海洋研究

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1107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00-2 (平裝) 普遍級  

臺灣鐵路年鑑. 110 年= 2021 Taiwan 

railways annual report/交通部臺灣鐵

路管理局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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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臺鐵局, 11106 .-- 65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1-408-8 ( 隨 身 碟 ) 

NT$950 普遍級  

數位傳播-賽博光廊暨飆心立藝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2021/邱啟明總編輯 .-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廣電系, 11105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1-

08-3 (平裝) 普遍級  

憶百年: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國小一百

周年紀念專輯/吳佩真總編輯 .-- 高雄

市 : 高雄市三民國小, 11106 .-- 4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92-6 (精

裝) 普遍級  

歸來番花/謝婷羽, 許家蜜, 林佳怡, 吳

芊芊, 王立綺, 賈維希, 林筱筑, 張禹

翔, 林奕維, 許卉岑圖.文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歸來國小, 11106 .-- 3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25-5 (精裝) NT$250 普遍級  

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大會手

冊 暨 論 文 摘 要 集 . 第 廿 屆 = 2022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in Outlying Islands/林

昱達編輯 .-- 1 版 .-- 澎湖縣 : 澎湖科

大資工系, 11105 .-- 18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962-4-5 (平裝) 普遍

級  

藝苗研究所: 旗山國民中學 111 級美

術班畢業畫冊/游靜薇總編輯 .-- 高雄

市 : 高市旗山國中, 11106 .-- 1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5-95-

7 (平裝)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人資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

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

課文版套書. 2022/黃淑真, 陳麗玲, 劉

似蓉, 張恆, 成宜, 陳月娥, 周毓敏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

115-6 (全套:平裝) NT$3400 普遍級  

(升大學測)英文科全真模擬考/丹吉

斯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34-7 (PDF) 普遍級  

(企管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

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

課文版套書. 2022/黃淑真, 陳麗玲, 劉

似蓉, 高芬, 成宜, 王志成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37-110-1 (全套:

平裝) NT$2765 普遍級  

(企管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

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

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德芬, 

陳金城, 羅格思, 章庠, 王志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09-

5 (全套:平裝) NT$2070 普遍級  

(技術士)主題式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資訊)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滿分題庫/林

惠貞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5 .-- 460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337-094-4 (平裝) 普遍

級  

(政風)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中

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課

文版套書. 2022/黃淑真, 陳麗玲, 劉似

蓉, 王俊英, 程馨, 南春白, 溫陽, 智摩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

337-116-3 (全套:平裝) NT$3155 普遍

級  

(專業科目)記帳士課文版套書. 2022/

賦誠, 方君, 歐欣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 ISBN 978-626-337-129-3 (全套:平裝) 

NT$2130 普遍級  

(郵政招考)洗錢防制法大意考點破

解+題庫/郭秀英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88-3 (平

裝) 普遍級  

(電機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

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

課文版套書. 2022/黃淑真, 陳麗玲, 劉

似蓉, 甄家灝, 陳震, 廖翔霖, 鄭祥瑞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

337-111-8 (全套:平裝) NT$2985 普遍

級  

(電機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

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

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德芬, 

甄家灝, 廖翔霖, 鄭祥瑞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37-112-5 (全套:

平裝) NT$2620 普遍級  

(監所管理員 )司法特考四等套書 . 

2022/李宜藍, 張良, 方華, 廖筱雯, 龍

宜辰, 許願, 劉似蓉, 高昇, 南春白, 王

強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

337-123-1 (全套:平裝) NT$3555 普遍

級  

(儀電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

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

課文版套書. 2022/黃淑真, 陳麗玲, 劉

似蓉, 甄家灝, 陳震, 蔡穎, 茆政吉, 翔

霖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

337-113-2 (全套:平裝) NT$2860 普遍

級  

(儀電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

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

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德芬, 

甄家灝, 千華編委會, 翔霖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14-

9 (全套:平裝) NT$2585 普遍級  

(機械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

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合甄試

課文版套書. 2022/黃淑真、陳麗玲、

劉似蓉、祝裕、林柏超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37-117-0 (全套:

平裝) NT$2330 普遍級  

(錄事)司法特考五等套書. 2022/李宜

藍, 公民叮-許家豪, 劉似蓉, 陳盛, 王

一周, 成宜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22-4 ( 全 套 : 平 裝 ) 

NT$2955 普遍級  

(職業安全衛生)經濟部所屬事業機

構(台電/中油/台水/台糖)新進職員聯

合甄試課文版套書. 2022/黃淑真, 陳

麗玲, 劉似蓉, 劉永宏, 陳毓軒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18-

7 (全套:平裝) NT$2735 普遍級  

1 試就上: 2022 律師、司法官第一試

模擬試題大全/學稔作者群編著 .-- 十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6 .-- 5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26-218-

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一般

民政)課文版套書/李宜藍, 邱樺, 劉似

蓉, 成宜, 朱華聆, 郝強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 冊 .-- ISBN 978-626-337-097-5 (全套:

平裝) NT$29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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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一般

行政)課文版套書/李宜藍, 邱樺, 劉似

蓉, 成宜, 林志忠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7-099-9 (全套:平裝) 

NT$2935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人事

行政)課文版套書/李宜藍, 邱樺, 劉似

蓉, 尹析, 林志忠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7-102-6 (全套:平裝) 

NT$2915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戶政)

課文版套書/李宜藍, 邱樺, 劉似蓉, 成

宜, 翊銜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7-098-2 ( 全 套 : 平 裝 ) 

NT$2935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交通

行政)課文版套書/李宜藍, 邱樺, 劉似

蓉, 白崑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7-104-0 ( 全 套 : 平 裝 ) 

NT$2775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社會

行政)課文版套書/李宜藍、邱樺、劉

似蓉、陳月娥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7-100-2 (全套:平裝) 

NT$2850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勞工

行政)課文版套書/李宜藍, 邱樺, 劉似

蓉, 尹析, 陳玥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7-101-9 (全套:平裝) 

NT$2945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廉政)

課文版套書/李宜藍, 邱樺, 劉似蓉, 尹

析, 林志忠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7-103-3 ( 全 套 : 平 裝 ) 

NT$2860 普遍級  

AI 智動化設計產業教材/劉柏伸, 高

文星, 陳紀翰編著 .-- 臺中市 : 僑光科

大 AI 與大數據實驗室, 11105 .-- 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35-11-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Capstone: English for information and 

new technology/Sean Kenny, Eric 

Sabitino, Jacalyn Bondar .-- 臺北市 : 文

鶴, 11106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147-979-8 (平裝) 普遍級  

Effective reading. 3/authors Jamie 

Blackler, Seraphim Davidson, Tanya Lin, 

Michael Riches, Pat Woods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6 .-- 9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96-8 (平裝) 

普遍級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and security 

valuation/by Stephen H. Penman .-- 臺北

市 : 麥格羅希爾, 11106 .-- 76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41-487-2 (平裝) 

普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三, 

第 1 冊, 心臟內科、胸腔內科. 2022/

曾健華, 江起陸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

圖書, 11105 .-- 40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19-98-4 (平裝) NT$770 普

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三, 

第 2 冊, 腸胃內科、肝膽內科、新陳

代謝科. 2022/曾健華, 江起陸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105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19-99-1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三, 

第 3 冊, 腎臟內科、感染科. 2022/曾

健華, 江起陸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

書, 11105 .-- 2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7-00-7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三, 

第 4 冊, 免疫風濕科、血液科、腫瘤

科、家庭醫學科. 2022/曾健華, 江起

陸, 黃家榆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105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7-01-4 (平裝) NT$740 普遍級  

*Flash 8 ActionScript 學習筆記: 新手

限定/楊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4-183-1 (PDF) 普遍級  

Here We Go. 發音養成篇/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2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99-2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IELTS 雅思致勝寶典: 圖解聽說讀寫

攻略+3 回制霸模擬試題/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6-8-5 

(PDF)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4, 溫度與熱/張芮慈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6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

52-7 (平裝) NT$90 普遍級  

KO 會考: 公民複習講義(全)/李依依, 

洪侑豪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49-7 (平裝) NT$410 普遍級  

KO 會考: 生物複習講義(全)/白露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

47-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KO 會考: 地理複習講義(全)/洪文芳, 

林喬伊, 陳彥蓁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奇鼎, 11105 .-- 3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48-0 ( 平 裝 ) 

NT$410 普遍級  

KO 會考: 理化複習講義. 3~4 冊/謝甫

宜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05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4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KO 會考: 理化複習講義. 5~6 冊/謝甫

宜, 張文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46-6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Reading highlights. 3/editor-in-chief 

Aska Wang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5-93-7 (PDF) 普遍級  

SAT 1000 core words for first-graders=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高一核心 1000 單

字/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

奇數位文創, 11105 .-- 488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7-9-6 (平裝) 

NT$220 普遍級  

Student's book. step 8/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 新北市 : 夏恩國

際教育, 11106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12-6-3 (平裝) 普遍

級  

Super skills book. step 8/writer Wynand 

Barnard .-- 新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1106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512-7-0 (平裝) 普遍級  

The theory of interest/by Stephen G. 

Kellison .-- 臺 北 市  : 麥 格 羅 希 爾 , 

11106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41-488-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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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IC®聽力與閱讀測驗官方全真試

題 指 南 . VI=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official test-preparation 

guide. vol. 6/ETS®作; TOEIC®臺灣區

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忠欣 , 

11106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2983-9-1 (平裝) NT$950 普遍級  

Workbook. step 8/writer Mark Rogers .-- 

新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1106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12-5-

6 (平裝) 普遍級  

一切從剪/王孝堂編著 .-- 再版 .-- 新

北市 : 謳馨, 11108 .-- 40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7-3-4 (平裝) 

普遍級  

人力資源管理/胡鼎華編著 .-- 十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11-3 (PDF)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3 上/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29-5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4 上/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30-1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社會重點複習. 4 上/康軒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5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31-8 (平裝) 

普遍級  

上榜模板刑事訴訟法/周易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5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8-

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土地法規/蕭華強編著 .-- 十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6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32-7 (平

裝) NT$670 普遍級  

土地法規概要/蕭華強編著 .-- 十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4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34-1 (平裝) NT$570 普遍級  

土地稅法規/蕭華強編著 .-- 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49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31-

0 (平裝) NT$630 普遍級  

大考英文考前衝刺 16 回(詳解)/王祈

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

語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5-92-0 (PDF) 普遍級  

大考英文考前衝刺 16 回(題本)/王祈

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

語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5-95-1 (PDF) 普遍級  

大數據成長社群教材/高文星, 劉柏

伸編著 .-- 臺中市 : 僑光科大 AI 與大

數據實驗室,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735-10-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大學入試物理的解題方法/張鎮麟編

著 .-- 修訂 2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7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24-410-4 (上冊:平裝) NT$420 普

遍級  

大學入學英語聽力測驗: 初階訓練= 

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C.E.E.: peliminary/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 

11105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717-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 零基礎演練篇

/孫易新著 .-- 臺北市 : 浩域企管顧問, 

11106 .-- 38 面; 29X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09-6-9 (平裝) 普遍級  

不能錯過的樂理模擬試題. 升國中篇

/黃暐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韻, 

11106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795-0-1 (平裝)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套書. 2022/廖筱雯, 程

馨, 林筱涵, 陳旭鳳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 ISBN 978-626-337-121-7 (全套:平裝) 

NT$2470 普遍級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謝坤

鐘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33-0 (PDF) 普遍級  

公民焦點速成/蔡力編著 .-- 第十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83-8 

(PDF) 普遍級  

公立幼兒園教師甄選複試技巧全公

開. 下, 口試篇/公立幼兒園教師甄選

必勝編輯小組作 .-- 一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5 .-- 18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086-5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公立幼兒園教師甄選複試技巧全公

開. 上, 教學演示篇/公立幼兒園教師

甄選必勝編輯小組作 .-- 一版 .-- 新北

市 : 黃怡雅, 11105 .-- 183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01-0085-8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公共政策狂作題本/高維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知識達數位科技 , 

11105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691-7-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刑事訴訟法(含概要)/

全道豐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17-5 (平裝) 普遍級  

公 務人 員招 考刑 法 ( 含概要 )/廖震

編  .-- 十 一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5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07-6 (平裝) 普遍級  

公務員法精義/常亮編著 .-- 4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28-0 (平

裝) NT$64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總則與刑

法總則(含親屬與繼承編、親屬與繼

承編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7~110

年試題)/沈尚誼, 陳弘, 湛伸彥, 鄭瑋,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1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241-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總則與刑

法總則(含親屬與繼承編、親屬與繼

承編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7~110

年試題)/沈尚誼, 陳弘, 湛伸彥, 鄭瑋,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45-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立法程序與技

術 )(申論題型 ). 2022(103~110 年試

題)/文翊, 軒諭,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1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301-6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立法程序與技

術 ). 2022(103~110 年試題 )(申論題

型)/文翊, 軒諭, 賽利絲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29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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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

政法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7~110

年試題)/陳弘 , 陳理 , 程揚 , 鄭瑋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6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02-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

政法概要))(測驗題型). 2022(107~110

年試題)/陳弘 , 陳理 , 程揚 , 鄭瑋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6 .-- 4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03-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

政法概要)). 2022(107~110 年試題)(申

論題型)/陳弘 , 陳理 , 程揚 , 鄭瑋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99-6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

政法概要)). 2022(107~110 年試題)(測

驗題型)/陳弘 , 陳理 , 程揚 , 鄭瑋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00-9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抽樣方法與迴

歸分析 (含統計實務、統計實務概

要))(申論題型). 2022(104~110 年試

題)/林碩, 司馬騫, 徐明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05-4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抽樣方法與迴

歸分析 (含統計實務、統計實務概

要))(申論題型). 2022(104~110 年試

題)/林碩, 司馬騫, 徐明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306-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籍與戶政法

規(含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申論題

型). 2022(106~110 年題型)/陳弘, 鄭瑋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3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籍與戶政法

規(含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申論題

型). 2022(106~110 年題型)/陳弘, 鄭瑋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46-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籍與戶政法

規概要)(測驗題型). 2022(106-110 年

試題)/陳弘,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44-6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籍與戶政法

規概要)(測驗題型). 2022(106~110 年

試題)/陳弘,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1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240-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移民法規概

要 )(測驗題型 ). 2022(107~110 年試

題)/陳弘, 熊武, 衛彬, 鄭瑋, 蘇靖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43-9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移民法規概

要 )(測驗題型 ). 2022(107~110 年試

題)/陳弘, 熊武, 衛彬, 鄭瑋, 蘇靖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47-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移民政策與法

規 )(申論題型 ). 2022(106~110 年試

題)/陳弘, 熊武, 衛彬, 鄭瑋, 蘇靖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42-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移民政策與法

規 )(申論題型 ). 2022(106~110 年試

題)/陳弘, 熊武, 衛彬, 鄭瑋, 蘇靖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48-4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

稅 務 法 規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3~110 年試題)/何菲, 張天啟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66-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

稅 務 法 規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3~110 年試題)/何菲, 張天啟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69-9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

稅 務 法 規 概 要 ))( 測 驗 題 型 ). 

2022(105~110 年試題)/何菲, 張天啟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67-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

稅 務 法 規 概 要 ))( 測 驗 題 型 ). 

2022(105~110 年試題)/何菲, 張天啟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80-4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

計學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3~110

年試題)/Szarnya, 李揚, 陳峰, 張玉玲, 

揚智, 蔡琳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62-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

計學概要))(測驗題型). 2022(103~110

年試題)/Szarnya, 李揚, 陳峰, 張玉玲, 

揚智, 蔡琳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63-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中華民國憲法)三、

四等/陳理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89-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文化資產概論與法

規)/洪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50-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水處理工程). 下, 污

水篇/張晉, 劉力, 劉澤融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90-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世界文化史)/丁永

恩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51-4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本國文學概論(含

本國文學概要))/李華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252-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自動控制)/詹森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33-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行政學(含行政學

概要、行政學大意)). 下 /謝望民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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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54-5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法學緒論(含法學

大意))三、四、五等/陳理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91-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統計學(含統計學

概要))(適用三、四等考試)/徐明, 徐

明龍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65-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資料處理(含資料

處理概要))三、四等/張逸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85-9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資料結構)/張逸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88-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環境化學)三、四

等/石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92-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環境規劃與管理). 

上, 基礎篇及政策篇/林駿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93-4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環境微生物學)三、

四等/石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87-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 水處理工程. 上. 給

水篇/張晉, 劉力, 劉澤融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04-7 (PDF) 

普遍級  

分科測驗模考大神通(自然組)/何合, 

張力升, 李振瑋, 林元露編著 .-- 臺北

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5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142-2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分科測驗模考大神通(社會組)/何合, 

季子欽, 陳逸, 許祥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5 .-- 1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48-143-9 (平裝) 

NT$22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試題. 英

文. 104~111 年/林博, 洪國棟, 楊智民, 

黃慧珊, 李語涵審訂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10-4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試題. 國

文. 104~111 年/朱碧霞審訂 .-- 初版 .-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97-8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稱霸系列: 基本電學(含

實習)總複習講義. 2023 最新版/陳冠

良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科友 , 

11105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64-398-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多媒材創作實務/沈昭

玲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04-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設計群專一造形原理完

勝對策. 2023 最新版/林明錚, 蔡須全, 

康柏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6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8-217-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升科大四技: 設計群專二設計基礎解

題大全. 2023 最新版/蕭嘉銘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

21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程式設計實習總複習/

陳建宏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3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396-7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微處理機總複習/陳仕

原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 

11105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64-39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經濟學滿分王總複習講

義. 2023 最新版/傅斯理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8-209-4 (上冊:

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328-

210-0 (下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

講義. 2023 最新版/楊盛松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5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07-0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電工電子概論與實習

Follow Me/高敏聰, 吳正飛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394-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歷

屆試題解析/黃慶璋, 何政翰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06-

3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數位科技概論與數位科

技應用總複習. 2023 最新版/夢想家

資訊工場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1106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16-2 (平裝) 普遍

級  

升科大四技: 數位科技概論總複習. 

2023 最新版/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

215-5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數位邏輯設計總複習講

義/呂景富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

友, 11106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395-0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 Follow Me/葉

輪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 

11106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399-8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攏 A 通/林益

瑋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 

11106 .-- 4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00-1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 Follow Me/陳

重銘, 激力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科友, 11106 .-- 3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64-402-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 Follow 

Me/張弘智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4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04-9 (平裝) NT$470 普

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

實習 )Follow Me/王千億 , 王俊傑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5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

403-2 (平裝) NT$57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攏 A 通/劉欣, 

陳飛祥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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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5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08-7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圖實習攏 A 通/

劉欣, 陳飛祥,林品均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3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64-401-8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應用力學 Follow Me/鍾

義編著 .-- 十七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393-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觀光餐旅業導論/張朠

紹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5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97-4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一般科目工職數學 C 快

易通總複習/陳權編著 .-- 5 版 .-- 新北

市 : 東岱圖書, 11105 .-- 3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150-0-1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一般科目商職數學 B 快

易通總複習/陳權編著 .-- 5 版 .-- 新北

市 : 東岱圖書, 11105 .-- 3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372-9-7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商

業概論升學總複習(雲端版). 上/葉伊

修編著 .-- 6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5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372-7-3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商

業概論新勝經總複習. 上/葉伊修編

著 .-- 3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 

11105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372-8-0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素

養教學講義 . III/劉美君 , 徐細娟編

著 .-- 2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 

11105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0-3-2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高

效率總複習. 上/陳文忠編著 .-- 2 版 .-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5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372-6-6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萬

試達總複習. 上/淑蕙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5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0-2-5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複

習計劃. III/陳文忠編著 .-- 2 版 .-- 新

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5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0-1-8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解

題祕笈(解答本). 2023 最新版/李俊奇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5 .-- 21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01-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解

題祕笈. 2023 最新版/李俊奇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5 .-- 

21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0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

作本. 2023 最新版/林怡均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5 .-- 2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

20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

作本解答. 2023 最新版/林怡均編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5 .-

- 2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03-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業科目全新模

擬試題及解題攻略. 一/陳郁惠, 鍾佩

容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 11106 .-- 192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430-840-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文意選填&篇章結構  桿桿進洞(詳

解)/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5-91-3 (PDF) 普遍級  

日檢圖解比較文法及必背閱讀高分

合格暢銷套書: 精修關鍵句版新制對

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 N3+新制

日檢!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 N3/吉

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山田社

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山田社, 11106 .-- 冊 .-- ISBN 978-

986-246-695-7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659 普遍級  

丙級工業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陳

冠良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05-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

析/技檢專門科編著 .-- 十一版 .-- 新

北市 : 科友, 11106 .-- 16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64-409-4 (平裝) 普遍

級  

包裝結構: 華文包裝設計手冊/王炳

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14-8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庭務員(普通+

專業))(測驗題型). 2022(107~110 年試

題)/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林聰, 

高士奇, 陳弘,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蔡

邑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30-9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錄事(普通+專

業))(測驗題型). 2022(107~110 年試

題)/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林聰, 

高士奇, 陳弘,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蔡

邑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31-6 (PDF) 普遍級  

台水招考評價人員共同科目 20 天速

成/洪正, 洪明明編著 .-- 六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84-0 (平

裝) 普遍級  

台水招考評價人員共同科目題庫/洪

明明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06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85-7 (平裝) 普遍

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運轉維護

類 ( 機 械 修 護 類 )) 共 同 + 專 業 . 

2023(105~111 年試題)/林聰, 李華, 紫

彤, 楊華, Jacob Wu, 葛瑞, 栗絲, 蘇菲, 

程東, 周哲揚, 徐明, 祝裕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83-

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必背聽力及必背比較文法大全超高

命中率套書: 最新精修改版新制日檢

絕對合格!N1,N2 必背聽力大全+新制

日檢!絕對合格 N1,N2 必背比較文法

大全/吉松由美,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山 田 社 , 

11106 .-- 冊 .-- ISBN 978-986-246-696-

4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988 普遍

級  

民事訴訟法: 全彩心智圖/宋定翔編 .-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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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出版, 11105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44-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概要/陳毅弘, 李由編著 .-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79-6 (平裝)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學霸筆記書 /葉律齊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波 斯 納 , 

11105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21-6-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民法(物權): 全彩心智圖表 5.0/賴佩

霞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5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47-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民法(總則): 全彩心智圖表 5.0/施宇

宸(苗星)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5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

46-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生物學歷屆試題精解/曾正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120-

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生涯戰情室= Career situation room/廖

芳慶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謳馨, 

11105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977-2-7 (平裝) 普遍級  

企業管理題庫熱門考點完全攻略/畢

斯尼斯編 .-- 十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27-4 (PDF) 普遍級  

全民英檢初級 1500+仿真試題: 寫作

(解析本)/葉德偉, 宋治瑾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佳音, 11105 .-- 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48-927-5 (平裝) 

普遍級  

全民英檢初級 1500+仿真試題: 閱讀

(解析本)/唐錫聖, 張庭瑜, 吳思穎, 梁

安廷, 李秉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105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28-2 (平裝) 普遍級  

全民英檢初級 1500+仿真試題: 聽力

(解析本)/王芳瑜, 王昱人, 吳思穎, 陳

玉婷, 朱家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105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29-9 (平裝)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 全彩心智圖表/戴蒙, 達

克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5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48-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考點透析/劉睿揚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10-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刑法(分則): 全彩心智圖表 5.0/陸奢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5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43-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好真!模擬考: 律師司法官一試. 2022/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6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64-323-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南版). 3(國中二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17-8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南版). 5(國中三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1-5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康版). 3(國中二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18-5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康版). 5(國中三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0-8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翰版). 3(國中二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19-2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翰版). 5(國中三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2-2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有機化學/方智著 .-- 五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06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56-5-8 ( 下 冊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民事訴訟法/宋定翔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5 .-- 8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42-6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自來水招考自來水評價人員題庫制

霸(共同科目三合一)/胡劭安, 廖震, 

李杰編 .--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105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16-8 (平裝) 普遍級  

自來水甄試(共同科目)3 合 1 歷屆+模

擬題庫. 2022/宏典文化自來水招考對

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06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06-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艾 歐 文 法 花 園 : 文 法 與 練習 = Aio 

grammar garden/金門縣私立艾歐英語

文理短期補習班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標竿得勝者出版, 11105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99-

0-1 (第 1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行政法秒速記憶. 111 版/程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29-

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快快樂樂學 PhotoImpact X3/文淵閣

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4-184-8 (PDF) 普遍級  

我們不一樣: 教師指引手冊/林玉菁

課程設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 

11105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53-46-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A

版). 第三冊/名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642-6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笑傲

統測數學 A 總複習講義詳解本/逍遙

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0-22-4 (平裝) NT$85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旅館客

務實務. 上冊/吳碧仙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16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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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56-0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

(乙版)/陳燕裕, 余佩玲, 吳秉諭編著 .-

- 再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1105 .-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941-3-0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 Light 數學 C3 教學

講義/蘇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騰文化, 11106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236-5 ( 平 裝 ) 

NT$325 普遍級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學 英 文 English 

highlight 學習手冊. 5/龍騰編輯小組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5 .-- 1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19-234-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 最新

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05 .-- 4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96-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兒科護理學歷屆試題詳解 /丁玥編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6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12-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法院組織法(大意)/陳毅弘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81-9 (平裝) 普遍級  

玩具特攻隊教師手冊/佳伶老師繪本

花園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5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12-4 (平裝) 普遍級  

知識圖解-行政學新論. 112 版/郭雋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33-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知識圖解: 行政學申論題庫實戰出擊

/郭雋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5 .-- 61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41-9 ( 平 裝 ) 

NT$660 普遍級  

知識圖解: 政治學測驗+申論題型實

戰出擊. 112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7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235-8 (平裝) 

NT$660 普遍級  

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5 上/康軒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27-1 (平裝) 

普遍級  

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6 上/康軒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5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28-8 (平裝) 

普遍級  

初考(五等)會計<重點整理>必備套

書. 2023 年/王上達, 孫妙雪, 蔡瑞祥

編著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4-114-2 (全套: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初等五等法學大意. 2023: 歷屆試題/

伍迪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105 .-- 7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898-4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初 等 考 試 2023 試 題 大 補 帖 ( 國

文)(107~111 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

李華, 林聰, 紫彤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34-7 (PDF) 普遍級  

初 等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財 政 學 大

意)(測驗題型). 2023(108~111 年初考

試題)/張天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1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7-238-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初 等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財 政 學 大

意)(測驗題型). 2023(108~111 年初考

試題)/張天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79-8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 (稅務法規大

意)(測驗題型). 2023(108~111 年初考

試題)/何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268-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 (稅務法規大

意)(測驗題型). 2023(108~111 年初考

試題)/何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81-1 (PDF) 普遍級  

*指考重要題型 : 圖形題 /姚俊旭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jun, 11105 .-- 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68-

8 (平裝)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工 程 力 學 ). 

2023(109~111 年試題)/祝裕, 張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7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75-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電研

所 ). 2023(109~111 年試 題 )/周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71-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2)機械

所 ). 2023(109~111 年試 題 )/周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7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72-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3)土木

所、環工所). 2023(109~111 年試題)/

周易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7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73-6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4)化工

所 ). 2023(107~111 年試 題 )/周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7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74-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自 動 控 制 ). 

2023(109~111 年試題)/詹森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77-

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磁 學 ). 

2023(109~111 年試題)/李長綱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276-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熱力學與流體力

學 ). 2023(109~111 年試 題 )/林禾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7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278-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線 性 代 數 ). 

2023(109~111 年試題)/周易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70-

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紀綱的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紀綱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6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22-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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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歷屆試題/黃宏祿, 楊凱全, 楊

慧君編著 .-- 增訂五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7 .-- 1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52-5 (平裝) 

普遍級  

英文學測克漏字/李俊文, 蔣銘鴻, 吳

姿瑩編著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92-3 (平裝) 普遍級  

計量經濟學與財務工程 /許誠哲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6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13-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風險管理: 理論與實務/鄭燦堂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77-9 (PDF) 

普遍級  

食物學. I= Principles of food. I/朱碧貞

編著 .-- 8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5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89-9 (平裝) 普遍級  

家政概論快易通/森林遇, 文博雅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 

11105 .-- 4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811-8-5 (平裝) 普遍級  

展演實務、音像藝術展演實務奪分

寶典/邱成順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06 .-- 1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154-2-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

蛋糕西點、餅乾)/文字復興編輯小組

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06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4-1-4 (平裝) NT$430 普遍級  

破解一試: 民事訴訟法歷屆試題體系

精編/希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105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111-1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破解一試: 刑法歷屆試題體系精編/

米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5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08-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賦誠編

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27-9 (PDF) 普遍級  

素養王國文閱讀理解達文析/林國鈿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550-9 (平裝) NT$290 普遍級  

記帳士課文版套書. 2022/廖筱雯, 賦

誠, 方君, 歐欣亞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30-9 (全套:平裝) 

NT$2500 普遍級  

財政學大意歷屆試題分章題解/張政

編著 .-- 15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19-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財務管理/錢富生編 .-- 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28-1 (PDF) 普遍級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I, 力

學一/黃君平修訂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02-9 (平裝) 普遍級  

高中地球科學學測歷屆試題本/全華

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5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94-3 (平裝) 普遍級  

高中物理(全)透析教學講義/張力升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23-0 (平裝) 普遍級  

高中英語聽力 A 級必勝: 15 回實戰

模擬試題(111 年題型)(試題本)(寂天

雲 隨 身 聽 APP)/Joseph Schier, Brian 

Foden, Ruth Chong, Rob Webb, Laura 

Phelps,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 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105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32-9 

(16K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生物透析教學講義. 108 版.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陳逸

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5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98-1 (平裝) 普遍級  

高普考考試經濟學. 112 版/徐喬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40-2 (平裝) NT$630 普遍級  

高普抽樣方法. 112 版/王瑋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39-6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高普法學緒論. 112 版/陳治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38-

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知識圖解. 112 版: 政治學新論/

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7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36-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高普特考講重點(工程數學)三等/程

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35-4 (PDF) 普遍級  

高 普特 考講 重點 (行 政法 )/陳理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94-1 (PDF) 普遍級  

高普特考講重點(流體力學)三、四

等/林禾編著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36-1 (PDF) 普遍級  

高普特考講重點(電機機械)/孫廷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55-2 (PDF) 普遍級  

高普特考講重點(熱力學)三等/林禾

編著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37-8 

(PDF) 普遍級  

高點圖解式法典: 國際私法/劉韋廷

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05-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健康與護理奪分寶典/唐善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06 .-- 

20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06981-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國小英語 Follow Me 電子書(學生版). 

5/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36-3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英語 Follow Me 電子書(學生版). 

7/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37-0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英語 Hello!Kids 電子書(學生版). 

5/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33-2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英語 Hello!Kids 電子書(學生版). 

7/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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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34-9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英語 Hello!Kids 電子書(學生版). 

9/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35-6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英語 Wonder World 電子書(學生

版). 1/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32-5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數學應用高手(教師版). 5/數學

科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541-7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數學應用高手(教師版). 6/數學

科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539-4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數學應用高手. 5/數學科編輯小

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540-0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應用高手. 6/數學科編輯小

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538-7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4 上/翰林作

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05-0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講義. 4 上/翰林作者群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04-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國中生活科技講義(教用版). 1 上/林

志軒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07-4 (平裝) 普遍級  

國中生活科技講義(教用版). 2 上/林

志軒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03-6 (平裝)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 自然. 3/許光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6 .-- 1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14-8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文法微講義. 英語. 3/李

東敏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08-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公民. 3/楊欣龍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6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11-7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地理. 3/郭易編

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10-0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國文. 3/陳元貞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13-1 (平

裝) NT$17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數學. 3/鍾孟炤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6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09-

4 (平裝) NT$27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歷史. 3/楊書濠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15-5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國中數學隨課練. 3(2 上)/數學科編輯

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546-2 (平裝) NT$110 普

遍級  

國文(閱讀測驗)/李杰 .-- 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5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54-24-3 (平裝) 普遍

級  

國文 -測驗焦點速成 /高朋 , 尚榜編

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20-0 (PDF) 普遍級  

國文考科全面動員/洪邦棣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

640-2 (平裝) 普遍級  

國文科歷屆統測試題 /各校名師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1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07-646-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 第四冊(4 下)/余政賢, 

周佩縈, 林展寬, 陳彥如, 陳錦堂, 黃

美月, 游皓麟, 曾慧芬, 蔡佩真, 蔡真

宜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2 .-- 1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542-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四冊(4 下)/余

政賢, 周佩縈, 林展寬, 陳彥如, 陳錦

堂, 黃美月, 游皓麟, 曾慧芬, 蔡佩真, 

蔡真宜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20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43-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四冊(4 下)/王

淑芬, 吳俊傑, 巫淑貞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2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47-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地球科學/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

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

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1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49-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紀錄

篇. 第一冊(1 上)/朱煥民, 何建樂, 吳

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

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

寫 .-- 再版二刷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563-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習題

篇. 第一冊(1 上)/朱煥民, 何建樂, 吳

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

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

寫 .-- 再版二刷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548-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營事業必考會計 1000 題/余瑋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105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89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國際貿易實務: 重點整理+試題演練

二合一奪分寶典/吳怡萱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26-2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政風類)共同+專業 (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林聰, 沈尚誼, 

軒諭, 栗絲, 張天啟, 陳弘, 陳理, 湛伸

彥,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蕭峰, 賽利絲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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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32-3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公民/廖震編 .-- 十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13-7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企業管理題庫熱門考

點完全攻略/畢斯尼斯編 .-- 十六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7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08-3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財務管理/錢富生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09-

0 (平裝) 普遍級  

專技社工師: 綜合題庫解析/張庭編

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6 .-- 7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3-242-6 (平裝) NT$750 普

遍級  

從學霸到職場高「財」生的寫作課/

卓素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885-4 (PDF) 普遍級  

*探討化學丙級證照學科考題 /姚俊

旭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jun, 

11105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69-5 (平裝) 普遍級  

清潔隊員招考新北市清潔隊題庫(環

保常識、廉政及職業安全衛生)/鼎文

名師群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15-1 (平裝)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概要)學霸筆記書/林

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知識達數位

科技, 11106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691-8-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產科護理學歷屆試題詳解 /丁玥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6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17-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統測高頻率字彙/王祈堯總編輯 .-- 修

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5-90-6 (PDF) 普遍級  

貨幣銀行學大意/蔡經緯編著 .-- 1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18-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這是一本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共人力

資源管理解題書/良文育成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5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319-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這題會考!民事訴訟法大意+刑事訴

訟法大意/康晞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1105 .-- 7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6-213-6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透明的刑法. 總則編/張鏡榮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07-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勝出!外勤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

常識條文對照式題庫/陳金城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25-5 (PDF) 普遍級  

普通生物學歷屆試題精解 /曾正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6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16-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普通生物學題庫/沈浩著 .-- 十三版 .-

- 臺中市 : 及第, 11106 .-- 6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656-6-5 (平裝) 

NT$720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閩南

語. 1/李勤岸, 莊雅雯, 王桂蘭, 孔志明, 

吳龍安, 林秋華, 林淑美, 蔡惠名編

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 

11107 .-- 104 面; 39 公分 .-- ISBN 978-

986-6075-77-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

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一冊/沈易利, 許

光麃, 吳鴻文, 洪暐, 楊金桂, 乃慧芳, 

唐誌陽, 吳忠政, 黃明祥, 施國森, 羅

雅柔, 唐人屏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1105 .-- 25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941-4-7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地理空白圖集. 第一冊/

三民地理編輯小組編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44-0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堂旅行: 活動閱讀

歷程. 一/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7-651-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 第一冊/

尤愛慈, 林曉芬編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56-

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歷史. 第三冊/

郭雅馨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7 .-- 29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7-645-7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手冊. 

III/楊尚達, 賴廷倫, 陳思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 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

641-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習作. III/吳家

進, 吳紫雲, 林琬亭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53-2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學習講義. III/

吳子耆, 李貞苡, 孫允中, 石采艷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07-650-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學習講義. III/

韋裕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664-8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健康與護理授課指引. 下/陳

玉雯, 李敏鳳, 葉怡君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5 .-- 33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133-45-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素養題本. I, 物質與能量/張

威進, 趙君傑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5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42-2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 I, 細胞與

遺傳/蘇懿生, 古新梅編輯委員 .-- 再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01-2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 II, 生命的

起源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劉仲康, 

蕭淑娟編輯委員 .-- 再版 .-- 臺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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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 11108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98-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乙版): 主權在民/陳昺泰, 楊

振源, 劉炳勛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9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93-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素養題本(乙版). 1/許尹鏵, 劉

怡婷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08-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學習寶典(乙版). 1/李文正, 胡

湘珍, 許尹鏵, 陳皓, 楊振源, 廖翠雰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8 .-- 2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09-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

素養閱讀題本. 1/郭姿吟, 蔡秉修, 謝

幸芸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00-5 (平裝) NT$155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

素養閱讀題本. 3/夏子芸, 莊馥靈, 廖

經庭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1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91-6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

學習寶典. 1/廖經庭, 史曜菖, 鍾明珊, 

鄭曌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96-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

學習寶典. 3/陳菲, 廖經庭, 鄭雅文, 鍾

明珊, 郭瓊蔚, 史曜菖, 汪栢年, 簡敏

如, 蘇信宇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1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690-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 III/

于宏燦, 黃偉邦, 郭典翰, 江皓森, 楊

尚達, 賴廷倫, 陳思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7 .-- 24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66-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 III/

高文芳, 張明哲, 陳其威, 陳智勝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7 .--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

7462-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

(乙版). 下冊/蔡孟恬, 葉橙原, 張暉旻, 

陳芊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

文化, 11105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41-2-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

(乙版). 上冊/張哲榕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1105 .-- 2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41-5-4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月考王公民與社會

(乙版). 3/廖翠雰, 葉家馨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5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237-

2 (平裝) NT$175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球科學加深加廣

講義: 天文、大氣、海洋/關娜, 吳嘉

鴻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6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19-235-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普通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

學實驗一把罩. I, 物質與能量/許靖松

編 著  .-- 再 版  .-- 新 北 市  : 泰 宇 , 

11105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43-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

學實驗一把罩.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

率/許靖松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

宇, 11105 .-- 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44-6 (平裝) 普遍級  

普通數學題庫(教甄)/莫非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6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82-6 (平裝) 普遍級  

焦點英語閱讀. 3: 108 課綱核心素養

(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Laura 

Phelps, Richard Luhrs 著; 黃詩韻, 林育

珊, 邱佳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

天文化, 11106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36-7 (16K 平裝) 普

遍級  

程樂的十堂行政法解題課/程樂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5 .-- 8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45-7 ( 平 裝 ) 

NT$780 普遍級  

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 切出玄

機/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5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7-40-8 (平裝) 

普遍級  

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 就是一

個巧/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5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39-2 (平裝) 

普遍級  

進會考: 國文複習講義主題式. 字詞

與成語自學篇/華山壬, 南敦箖, 吳風

蓉編著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51-

0 (平裝) NT$110 普遍級  

進會考: 國文複習講義主題式. 語常

與閱讀素養篇/華山壬, 南敦箖, 吳風

蓉編著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50-

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郵政內勤 30 天速成/程湘, 善淵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6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86-4 (平裝) 普遍級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

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外勤)/陳金城

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092-0 (PDF) 普遍級  

微處理機奪分寶典/陳以熙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06 .-- 3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81-8-

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徐弘縉編著 .-- 第

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32-3 (PDF) 普遍級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套書. 2023/徐弘縉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

337-096-8 (全套:平裝) NT$1140 普遍

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 英文模擬試題與歷

屆試題題卜書(Tips)/許雅惠編著 .-- 

十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64-5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基礎

工程力學升學寶典/廖長志, 康通能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53-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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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測量

實習升學寶典 /興工測量工作室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60-7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製圖

實習升學寶典/張文澤編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54-

6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分析化學含

實習升學寶典/歐秉原, 曾憲平, 張家

銘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106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46-1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基礎化工升

學寶典/陳筱君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5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42-3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

閱 讀 與 翻 譯 パ ワ ー ノ ー ト Power 

Note/図書之介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70-6 (平裝) 

普遍級  

新 一 代科 大四 技英 文大考 題 卜書

(Tips)(全)/許雅惠編著 .-- 十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5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448-5 (平

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家政群家庭教育升

學寶典/林佳蓉, 林郡妤, 林紫茵, 曾玉

瓶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106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59-1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二

(引擎實習、底盤實習、電工電子實

習)升學寶典/黃旺根, 陳玉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 5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71-3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數位

科技概論與應用升學跨越講義/豪義

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106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67-6 (平裝) 普遍

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色彩原理升

學寶典/耿立虎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58-4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

學寶典 /曾清旗 , 王宗興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43-0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升

學寶典/謝啟駿編著 .-- 2 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44-7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

學寶典/陳新安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4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65-2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微處

理機升學金鑰寶典/謝新洲, 謝輔誠

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62-1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

學含實習升學寶典/黃傑, 林予梧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23-450-

8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23-

451-5 (下冊: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數位

邏輯設計升學寶典/黃傑, 陳海誓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57-7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B 升學跨越講

義含解析本/劉源禎(劉慎), 巫曉芸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5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40-9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C 升學跨越講

義/許燦興, 董德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5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55-3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件原理升

學跨越講義/鍾義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5 .-- 4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52-2 (平

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

學跨越講義含解析本/高培堯, 黃濬

泓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106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68-3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基礎實

習升學寶典/江元壽編著 .-- 2 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45-4 (平

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與

機械基礎實習升學寶典/羅章軒, 林

家繽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1106 .-- 4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61-4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餐飲服務技

術升學金鑰寶典/劉君慧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69-0 (平裝) 普遍級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文字語彙整理

問題集/江山文化社作 .-- 桃園市 : 江

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22-7-0 (EPUB) 普遍級  

新 主 題 式 國 語 文 歷 屆 試 題 解 析

(102~106 年)/楊昕編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15-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新版句型總動員/王祈堯總編輯 .-- 修

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5-89-0 (PDF)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社會學習自

修. 4 上/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545-5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社會學習評

量. 4 上/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544-8 (平

裝) NT$210 普遍級  

新時代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高效

率解題技巧(使用 Excel 2016+Word 

2016-Dataset 3)/李權祐編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63-

8 (平裝)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教師用). 

3/方嘉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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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95-4 (平裝) NT$130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 3/方嘉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94-7 (平裝) NT$130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3/陳

怡靜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88-6 (平裝) NT$190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3/陳怡靜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89-3 (平裝) NT$190 普遍級  

會計丙級技術士(學科+術科)套書 . 

2022/林惠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37-8 (全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巫毓琪, 馬心屏編著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07-3 (平裝) NT$570 普遍級  

準老師的上岸救星: 教甄教育專業科

目子彈考點速成/舒淮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93-7 

(PDF) 普遍級  

經濟部聯招(人資類組)考試專用歷

屆題庫 6 合 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

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第三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5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04-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經濟部聯招(財會類組)考試專用 歷

屆題庫 6 合 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

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05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05-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經濟部聯招(資訊類組)考試專用歷

屆題庫 6 合 1. 2022/宏典文化國營事

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5 .-- 5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02-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經濟部聯招(機械類組)考試專用歷

屆題庫 6 合 1. 2022/宏典文化國營事

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5 .-- 4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01-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經濟部聯招新進職員(企管類組)歷

屆題庫 6 合 1. 2022/宏典文化國營事

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5 .-- 7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00-4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經濟學(國營)/蘇文編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83-

3 (平裝) 普遍級  

農會招考企業管理/畢斯尼斯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29-8 (平

裝) 普遍級  

農會招考財務管理/錢富生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30-4 (平

裝) 普遍級  

農會國文(含作文與公文寫作)焦點

複習講義/千華編委會編著 .-- 第六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19-4 

(PDF) 普遍級  

農業概論試題精選/蔡耀中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1105 .-- 4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1-57-

7 (平裝) 普遍級  

電子學(含實習)奪分寶典/陳俊, 林瑜

惠, 陳以熙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06 .-- 28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981-7-6 (上冊:平裝) 

NT$380 普遍級  

實務必考熱區: 民總、債法/張璐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5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211-2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實務最前線: 刑法 X 刑訴/林熙編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5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214-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實務最前線民法 X 民訴/丁偉, 允文, 

宇人, 周瑜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5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12-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甄戰大學決戰新課綱 (遊憩運動學

群)/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297-2 (PDF) 

普遍級  

監獄學概要/喬正一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80-

2 (平裝) 普遍級  

管理學分章題解全攻略/管仲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09-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精準掌握 聽解 N4/田代ひとみ, 初鹿

野阿れ, 大木理恵, 中村則子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1108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217-1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銀行口試秘訣與實作: 試前準備+實

戰題型+應答技巧. 2023 版/邱詩瑜, 

林崇漢, 林沂, 邱詩雯, 戴榮冠 .-- 第七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5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97-

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

解析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桓編

著 .-- 第 19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03-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銀 行招 考會 計學 (含 概要 )/王龍應

編  .-- 十 四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5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14-4 (平裝) 普遍級  

銀行招考邏輯推理/司馬明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33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54-25-0 (平

裝) 普遍級  

銀行英文精析攻略/郭靖著 .-- 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10-6 (PDF) 普遍級  

銀行業之鑰(金融基測)高分過關組

合包. 2022/林惠貞, 陳敏, 李亭, 林蓉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

337-105-7 (全套:平裝) NT$930 普遍級  

審計學題庫/金永勝編著 .-- 第十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 9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30-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數位電子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桃園

市念慈文教技藝推廣協會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06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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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4-0-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數位邏輯設計奪分寶典/陳俊, 陳以

熙, 林瑜惠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06 .-- 35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981-9-0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複變數理論與應用/劉明昌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06-

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憲法: 全彩心智圖表 5.0/王為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5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49-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憲法學霸筆記書/項勻編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5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1-7-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歷屆英文大考(五年學測+五年指考

改編)(試題本+詳解本)/王祈堯總編

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95-94-4 (PDF) 普遍級  

環境工程與管理數學講義/余廼文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7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11-7 (平裝) 普遍級  

鍾禾的行政法完全打擊: 體系、爭點、

解題一次搞定/鍾禾(莊智翔)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提斯出版, 11106 .-- 

50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5756-1-9 (上冊:平裝) 普遍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題庫解密/湯

士弘編著 .-- 十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05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895-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贏家攻略/湯

士弘編著 .-- 11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05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894-6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職業衛生/魯葦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27-3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羅文國考公民最新歷屆試題詳解/羅

文, 蘇恒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讀

享數位文化, 11106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320-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關務四等英文用書/李盛光編著 .-- 新

北市 : 李震光, 11105 .-- 20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95-7 (平裝) 

NT$900 普遍級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

政法概要)). 2023(100-110 年試題)/陳

弘, 陳理, 程揚,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286-6 (PDF) 

普遍級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

政法概要)). 2023(100~111 年試題)/陳

弘, 陳理, 程揚,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96-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警專地理. 112 版/林世川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37-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計算機概論)/劉逸, 

張逸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58-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基本電學(含大意))/

余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64-4 (PDF) 普遍級  

人體筋膜系統機能解剖學圖譜/Carla 

Stecco 原著; 王瑞襄, 李威, 周品皓, 林

宜君, 林振綱, 張盛傑, 傅士豪, 曾子

嘉翻譯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3-16-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電子儀表概要)/余

宏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57-6 (PDF) 普遍級  

公職國營講重點(電力系統)/林力, 李

元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56-9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電子學(含電子學

概要))/鄧茗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60-6 (PDF) NT$700 普遍

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半導體工程)/劉強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59-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文化行政與政策分

析)/洪澤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49-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行政學(含行政學

概要、行政學大意)). 上 /謝望民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253-8 (PDF) 普遍級  

兒童讀物 

0~3 歲玩出好腦力/清水大輔文.圖; 劉

子韻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140-26-

0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2,3 飛吧!(中英對照)/李郁清文; 黃

瀅潔圖; 小豆娘改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上好社會企業,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76-5-9 (精裝) 

普遍級  

200 縣道上的秋天/高雨涵, 洪方萱, 

洪玉琳, 鐘佳君, 潘雅胭, 李冠賢, 李

俊豪, 陳建宏, 許子彤, 張詠傑, 楊萍

圖.文 .-- 屏東縣 : 屏東縣長樂國小, 

11106 .-- 37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23-1 (精裝) 普遍級  

60 秒變身地球科學小天才/強.理查茲

(Jon Richards)著; 洪夏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26-1 (EPUB) 普遍

級  

A day of Linda/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

教育科技, 11107 .-- 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6-5 (平裝) 普遍

級  

A full bottle makes no noise= 能有幾句,

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王

振茂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5-4-4 (平裝) 普遍級  

A rainy day/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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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教育科

技, 111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1-0 (平裝) 普遍級  

A sequel to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illustrator Molly Chang .-- First 

published .-- 臺 南 市  : 學 獅 教 育 , 

11107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119-0-4 (平裝) 普遍級  

Animal matching game/蔡惠芬執行編

輯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071-97-7 (全套:精裝) 

NT$1490 普遍級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germ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5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60-5 (平

裝) 普遍級  

At the car wash/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554-5-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At the doctor's/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554-8-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Back to School/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

教育科技, 111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6139-8-8 (平裝) 普遍

級  

Be brave!= 勇者無懼/高瑞敏作; 邱文

櫻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

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

分 .-- ISBN 978-986-97645-7-5 (平裝) 

普遍級  

Be kind and respectful= 心要慈悲,事要

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鄧佳琳, 

呂翠鈴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5-3-7 (平裝) 普遍級  

Be mindful=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

差半錯,哪個沒有。/何佳真作; 邱文

櫻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

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128-9-5 (平裝) 普遍

級  

Be strict with yourself= 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 /高郁婷作; 邱文櫻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986-97645-9-9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big reader). 10/writer 

Scout Creson; illustrator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3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83-4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big reader). 11/writer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or JoJo Studio .-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07 .-- 3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

626-7086-84-1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big reader). 12/writer 

Scout Creson; illustrator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3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85-8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big reader). 9/writer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or Red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07 .-- 3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

626-7086-82-7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mini reader). 

10/writer Scout Creson; illustrator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107 .-- 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86-79-7 (平裝) 普遍

級  

Bumblebee readers(mini reader). 

11/writer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or JoJo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6-80-3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mini reader). 

12/writer Scout Creson; illustrator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107 .-- 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86-81-0 (平裝) 普遍

級  

Bumblebee readers(mini reader). 9/writer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or Red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07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86-78-0 (平裝) 普遍級  

Cabbage & Tyler's amazing adventures in 

snappy world/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96164-3-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Chatter Patter: friends(中英對照)= 好

朋友/writers Ruth Sy, Cecilia Chen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107 .-- 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645-3 (平裝) 

普遍級  

Chatter Patter: go to school(中英對照)= 

上学去/writers Ruth Sy, Cecilia Chen .-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107 .-- 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649-1 (平

裝) 普遍級  

Chatter Patter: happy year(中英對照)= 

玩 乐 四 季 /writers Ruth Sy, Cecilia 

Chen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107 .-- 

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

644-6 (平裝) 普遍級  

Chatter Patter: my hobby(中英對照)= 

我 的 兴 趣 /writers Ruth Sy, Cecilia 

Chen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107 .-- 

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

646-0 (平裝) 普遍級  

Chatter Patter: my vacation(中英對照)= 

我 的 假 期 /writers Ruth Sy, Cecilia 

Chen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107 .-- 

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

647-7 (平裝) 普遍級  

Chatter Patter: teamwork(中英對照 )= 

群 体 合 作 /writers Ruth Sy, Cecilia 

Chen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107 .-- 

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

648-4 (平裝) 普遍級  

Check your facts=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

也。 /洪佳雯作; 邱文櫻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0-2 (平裝) 普遍級  

Clean Evan/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教育科

技, 11107 .-- 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80-2-6 (平裝) 普遍級  

Don't be greedy=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呂翠鈴, 盧星蓉作; 邱文櫻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2-6 (平裝) 普遍級  

Don't blame others= 不怨天,不尤人。/

高郁婷作; 邱文櫻繪畫 .-- 一版 .-- 臺

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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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986-

97645-8-2 (平裝) 普遍級  

E. B. White 作品集: Charlotte's web, 

Trumpet of the swan, Stuart little/by E. B. 

White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書 林 , 

11105 .-- 冊 .-- ISBN 978-957-445-992-

6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1050 普遍

級  

Faster is not better= 欲速則不達/呂翠

鈴, 盧星蓉作; 邱文櫻繪畫 .-- 一版 .-- 

臺 南 市  : 南 市 至 善 教 育 基 金 會 ,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8-8 (平裝) 普遍級  

Friends from faraway= 有朋至遠方來,

不亦樂乎。/高瑞敏作; 邱文櫻繪畫 .-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

會, 11105 .-- 48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986-97645-6-8 (平裝) 普遍

級  

Fun at the beach/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164-2-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Get just what you need= 子釣而不綱,弋

不射宿。/高郁婷作; 邱文櫻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

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4-0 (平裝) 普遍

級  

Give your advice nicely= 忠告而善道

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呂翠鈴, 許

媖華, 許恩睿作; 邱文櫻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7-1 (平裝) 普遍級  

Good friends= 要成好人,須尋好友。

引酵若酸,哪得甜酒。/陳曉郁, 陳聖

其作; 邱文櫻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56-0-5 (平

裝) 普遍級  

How can we get there?/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

教育科技, 11107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9-6 (平裝) 普遍

級  

I can’t do it!/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

教育科技, 11107 .-- 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4-1 (平裝) 普遍

級  

I have a toothache/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

教育科技, 11107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7-2 (平裝) 普遍

級  

I like to go to school/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

教育科技, 11107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80-0-2 (平裝) 普遍

級  

I like. book 3/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07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1-3-2 (平裝) 普遍級  

I love my friend/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

教育科技, 11107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8-9 (平裝) 普遍

級  

I say…/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教育科

技, 111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2-7 (平裝) 普遍級  

Jay's magical adventure: a picture book 

about Kaohsiung's Da Shu district/edited 

by global kids editorial department; 

illustrated by Asta Wu; Translated by 

Sharay Pan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40 面; 25x23 公分 .-- ISBN 

978-986-525-647-0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Keep Learning= 世間藝業,要會一件。

有時貧窮,救你患難。/王振茂作; 邱

文櫻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

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155-1-3 (平裝) 

普遍級  

Kids fun picture dictionary= 主题式双

语 图 典 /writers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 .-- 新 北 市  : 元 將 文 化 , 

11107 .-- 40 面; 29X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650-7 (平裝) 普遍級  

Kids' school of magic. book 2, fantastic 

spiritual stories and meditation/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 臺中市 : 華祈

寧, 11107 .-- 2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28-2 (平裝) 普遍級  

Kids' school of magic. book 3, fantastic 

spiritual stories and meditation/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 臺中市 : 華祈

寧, 11107 .-- 2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29-9 (平裝) 普遍級  

Learn from the past= 白日所為,夜來省

己。是惡當驚,是善休喜。/王振茂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版 .-- 臺南

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55-

7-5 (平裝) 普遍級  

Listen to advice=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

當局者迷,旁觀者醒。/鄧佳琳, 呂翠

鈴, 林宜樺, 楊燕山作; 邱文櫻, 楊皓

麟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

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155-2-0 (平裝) 普遍

級  

Lost along the way/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164-1-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May I…/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教育科

技, 111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6139-9-5 (平裝) 普遍級  

Meet the colopandas/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554-3-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Never guji 獅 子搔搔癢 /Sam Taplin;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佳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7 .-- 1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

19-0 (精裝) 普遍級  

Never touch!HUGE 動物偷偷摸/Rosie 

Greening 作; Stuart Lynch 插畫; 何妍

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7 .-- 1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15-2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Never Touch! 老 虎 偷 偷 摸 /Rosie 

Greening 作; Stuart Lynch 插畫; 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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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7 .-- 1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16-9 (精裝) 普遍級  

Never Touch! 河 馬 偷 偷 摸 /Rosie 

Greening 作; Stuart Lynch 插畫; 廖佳

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7 .-- 1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14-5 (精裝) 普遍級  

Never touch! 活潑 動物 偷 偷摸 /Rosie 

Greening 作; Stuart Lynch 插畫; 何妍

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7 .-- 1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18-3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Never touch!躲貓貓動物偷偷摸/Rosie 

Greening 作; Stuart Lynch 插畫; 何妍

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7 .-- 1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17-6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1, 為什麼

會發生霸凌?/NHK「打倒霸凌」製

作組編;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68-3 (PDF) 普遍級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1, 為什麼

會發生霸凌?/NHK「打倒霸凌」製

作組編;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69-0 (EPUB) 普遍級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2, 發生霸

凌了該怎麼辦?/NHK「打倒霸凌」

製作組編;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66-9 (EPUB) 普遍

級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3, 打造沒

有霸凌的教室!/NHK「打倒霸凌」

製作組編;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64-5 (EPUB) 普遍

級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3, 打造沒

有霸凌的教室!/NHK「打倒霸凌」

製作組編;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65-2 (PDF) 普遍級  

No one is left behind= 有教無類/呂翠

鈴, 盧星蓉作; 邱文櫻繪畫 .-- 一版 .-- 

臺 南 市  : 南 市 至 善 教 育 基 金 會 ,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6-4 (平裝) 普遍級  

No pain, no gain=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

須屈得下,才跳得高。/呂翠鈴, 許媖

華, 許恩睿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

會,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55-9-9 (平裝) 普遍級  

Noodles & spaghetti/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164-0-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Put words into practice= 讀聖賢書,字字

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吃飯。/呂翠鈴, 

林宜樺, 楊燕山, 鄧佳琳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

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55-6-8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5: big storybook. 1, 

Timmy's big jump/written by Scout 

Creson; illustrated by Galaxy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07 .-- 28 面; 40X4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65-0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5: big storybook. 2, a 

tale of two friend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28

面; 40X4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

66-7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5: big storybook. 3, 

eco-Janet will save the planet/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28 面; 40X4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67-4 (平裝) 普遍

級  

Rainbow explorers. 5: big storybook. 4, 

space station heroes/written by Scout 

Creson;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07 .-- 28 面; 40X4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68-1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5: mini storybook. 1, 

Timmy's big jump/written by Scout 

Creson; illustrated by Galaxy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07 .-- 24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7086-69-8 (精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5: mini storybook. 2, 

a tale of two friend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

70-4 (精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5: mini storybook. 3, 

eco-Janet will save the planet/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71-1 (精裝) 普遍

級  

Rainbow explorers. 5: mini storybook. 4, 

space station heroes/written by Scout 

Creson;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07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72-8 (精裝) 普遍級  

Robot lan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5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94-61-2 (平裝) 普遍級  

Sad Anna/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教育科

技, 11107 .-- 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3-4 (平裝) 普遍級  

SOS 探險隊: 拯救珊瑚大作戰+珊瑚

大挑戰/嚴淑女作; 蔡嘉驊繪 .-- 基隆

市 : 海科館, 11105 .-- 冊 .-- ISBN 978-

626-7106-51-8 (全套:平裝) NT$450 普

遍級  

Stay out of trouble= 從小為人,休壞一

點。覆水難收,悔恨已晚。/許瑛華, 

呂翠玲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6-2-9 (平裝) 普遍級  

STEAM 全知識翻翻書: 逛逛天文館

/Samone Bos 作; Caitlin Murray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109 .-- 

1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43-

816-9 (平裝) 普遍級  

STEAM 全知識翻翻書: 逛逛水族館

/Tanya Kyle 作; Hui Skipp 繪 .-- 初版 .-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109 .-- 1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43-815-2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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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全知識翻翻書: 逛逛美術館

/Tanya Kyle 作; Sr. Sánchez 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109 .-- 1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43-817-

6 (平裝) 普遍級  

STEAM 全知識翻翻書: 逛逛動物園

/Nick Wryno 作; Hui Skipp 繪 .-- 初版 .-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109 .-- 1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43-813-8 (平

裝) 普遍級  

STEAM 全知識翻翻書: 逛逛博物館

/Tanya Kyle 作; Sr. Sánchez 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109 .-- 1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43-814-

5 (平裝) 普遍級  

Take it easy. Take your time!= 一切言

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

/林姿妤作; 邱文櫻繪畫 .-- 一版 .-- 臺

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 40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156-1-2 (平裝) 普遍級  

Take your share= 強取巧圖,只嫌不夠。

橫來之物,要你承受。/何佳真作; 邱

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55-5-1 (平

裝) 普遍級  

That's not my fault= 自家過失,不須遮

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陳聖其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版 .-- 臺南

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56-

3-6 (平裝) 普遍級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shadow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105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94-58-2 (平裝) 普遍級  

The boy who cries wolf/illustrator Molly 

Chang .-- First published .-- 臺南市 : 學

獅教育, 11107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15-7-8 (平裝) 普遍

級  

The cold winter/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

教育科技, 11107 .-- 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5-8 (平裝) 普遍

級  

The firefighter/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554-9-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The fox and the stork/illustrator Molly 

Chang .-- First published .-- 臺南市 : 學

獅教育, 11107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19-1-1 (平裝) 普遍

級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ants/illustrator 

Molly Chang .-- First published .-- 臺南

市 : 學獅教育, 11107 .-- 2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119-2-8 (平裝) 

普遍級  

The king's new clothes/illustrator Sandy 

Chung .-- First published .-- 臺南市 : 學

獅教育, 11107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19-4-2 (平裝) 普遍

級  

The legend of lion island/illustrator 

Sandy Chung .-- First published .-- 臺南

市 : 學獅教育, 11107 .-- 2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119-3-5 (平裝) 

普遍級  

The lion and the two friends/illustrator 

Molly Chang .-- First published .-- 臺南

市 : 學獅教育, 11107 .-- 2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3415-8-5 (平裝) 

普遍級  

The painted house/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554-7-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The rainbow train/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554-4-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The right tools for the jobs= 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呂翠鈴, 盧星蓉作; 

邱文櫻繪畫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

至善教育基金會 , 11105 .-- 44 面 ;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5-

7 (平裝) 普遍級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tall 

building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105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94-59-9 (平裝) 普遍級  

The three little lions/illustrator Molly 

Chang .-- First published .-- 臺南市 : 學

獅教育, 11107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15-9-2 (平裝) 普遍

級  

The witty little mouse Ali/四樓曾先生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四樓曾先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04-6 (EPUB) 普遍級  

Think before you speak= 沉靜立身,從

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陳曉

郁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版 .-- 

臺 南 市  : 南 市 至 善 教 育 基 金 會 ,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5-0-6 (平裝) 普遍級  

Think twice before you speak and act=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呂翠鈴, 盧星蓉作; 邱文櫻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1-9 (平裝) 普遍級  

Tiger & I/text Christine Y. H. Chou .-- 

first published .-- 屏東縣 : 屏東科大智

媒中心, 11105 .-- 1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5782-4-5 (平裝) 普遍

級  

We are family= 父母唯其疾之憂/高瑞

敏作; 邱文櫻繪畫 .-- 臺南市 : 南市至

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8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986-97645-5-1 (平裝) 

普遍級  

We love our neighborhood= 里仁為美/

高郁婷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

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56-4-3 (平裝) 普遍級  

When my body says no= 無可奈何,只

要安命。怨嘆躁急,又增一病。/何佳

真作; 邱文櫻, 楊皓麟繪畫 .-- 一版 .-- 

臺 南 市  : 南 市 至 善 教 育 基 金 會 ,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5-8-2 (平裝) 普遍級  

Where is the cat/written by Anthony 

Soames, Vicky J. Chang; illustrated by 

Fan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中市 : 

蓋比泰勒, 11106 .-- 32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554-6-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Where is water from?/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 桃 園 市  : 福 祿 貝 爾 教 育 科 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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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48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80-1-9 (平裝) 普遍級  

WHY?未來科學漫畫/全載雲, 曹永先, 

姜周弦, 尹相奭, 張惠園, 崔鍾[], 金政

郁原作; 崔明求, 李永鎬, 李俊熙, 姜

信榮, 金光浩, 宋會錫繪; 林建豪, 阿

譯, 牟仁慧, 謝淑芬, 楊舒婷譯 .-- 初版

三刷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539-98-

6 (全套:平裝) NT$3000 普遍級  

Will you do that to others?=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洪佳雯作; 邱文櫻繪畫 .-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

會, 11105 .-- 44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28-3-3 (平裝) 普遍

級  

WOW 原來是這樣/小牛頓科學教育

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廖篤誠, 江

正一, 譚婷, 張承, 藍色夢境動漫工作

室繪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小牛頓

科學教育, 11105 .-- 冊 .-- ISBN 978-

986-5539-99-3 (全套 :平裝 ) NT$2500

普遍級  

Yes or no/author Mary Lin; illustrator RY 

Chang, Ya-Chih Chuang .-- first 

published .-- 桃園市 : 福祿貝爾教育科

技, 111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72-0-3 (平裝) 普遍級  

Y 咪/中山美智圖.文 .-- 初版 .-- 新北

市 : 中山美智, 11105 .-- 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34-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一家人/梁英著; 鍾兆慧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72-

7 (精裝) NT$220 普遍級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田麗雲朗讀 .-

- 臺北市 : 好好聽文創, 11105 .-- 約 7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93-5-3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大大的,小小的/鍾彧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73-

4 (精裝) NT$220 普遍級  

大牙恐龍和小牙恐龍/孫昱著; 羅絲.

金奈爾德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1105 .-- 3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74-1 ( 精 裝 ) 

NT$220 普遍級  

大自然說/洪瓊君著.朗讀 .-- 第一版 .-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約 2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61-3 (線上

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大野狼去旅行/謝明芳文; 許文綺圖 .-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 11105 .-- 36

面; 24X23 公分 .-- ISBN 978-957-608-

588-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大野狼去旅行/謝明芳文; 許文綺圖 .-

- 初版二刷 .-- 高雄市 : 愛智, 11106 .-

- 24 面; 38X38 公分 .-- ISBN 978-957-

608-590-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小小知識家的百科書 /Clive Gifford, 

Barbara Taylor, Philip Steele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13-99-1 (全套:

精裝) 普遍級  

小手按按有聲書: 聖誕歌謠/風車編

輯群作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11 .-

- 12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

223-750-2 (精裝) 普遍級  

小王子/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著 ; 馬 克 . 揚 森 (Mark 

Janssen)繪; 鄭麗君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50-5 (EPUB) 普遍級  

小王子/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著 ; 馬 克 . 揚 森 (Mark 

Janssen)繪; 鄭麗君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51-2 (PDF) 普遍級  

小病毒冠冠來了/謝明芳文; 邱千容

圖 .-- 初版二刷 .-- 高雄市  : 愛智 , 

11106 .-- 28 面; 38X38 公分 .-- ISBN 

978-957-608-589-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小魚遇到小鳥/黃春華著; 瑪農.高蒂

爾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75-8 (精裝) NT$220 普

遍級  

小象的澡盆/蕭袤著; 水母咪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

976-5 (精裝) NT$220 普遍級  

小黑點(中英對照)/林梅枝文; 冉綾珮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上好社會企業,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276-4-2 (精裝)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1, 控制不住怒氣怎麼

辦?/安藤俊介監修; 鈴木理繪子漫畫; 

吳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20-8 (PDF)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1, 控制不住怒氣怎麼

辦?/安藤俊介監修; 鈴木理繪子漫畫; 

吳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21-5 (EPUB) 普遍級  

小薇不見了: 川崎症-教育繪本/郭和

昌文; 阿布布思義圖 .-- 初版 .-- 高雄

市 : 麗文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0-203-3 (PDF) 普遍級  

不一樣/劉丙鈞著; 布克布克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

977-2 (精裝) NT$220 普遍級  

今天心情糟透了/鍾彧著.繪 .-- 初版 .-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78-

9 (精裝) NT$220 普遍級  

今 天 刷 牙 了 沒 ?/ 克 莉 絲 汀 . 貝 潔

(Christine Beigel)文; 克莉絲丁.戴圖爾

圖(Christine Destours); 吳愉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7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0-438-

4 (精裝) 普遍級  

天才麵包理髮師. 1, 歡迎光臨麵包髮

廊/Monster Studio 文.圖;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57-0 (EPUB) 

普遍級  

天 才 麵 包 理 髮 師 . 2, 夢 幻 小 鎮

/Monster Studio 文.圖; 徐月珠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61-7 (EPUB) 普遍

級  

日月潭 /沙永玲文; 洪義男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50-6 (PDF) 

普遍級  

月亮出來了/林明子文.圖; 陸崇文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 

11106 .-- 2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945-8 (精裝) 普遍級  

月亮說晚安/鍾兆慧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79-

6 (精裝) NT$2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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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鬍子 PK 紫飛龍/林翔作; 徐建國插

畫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1-63-3 

(PDF) 普遍級  

牛羚跑跑/黃晨迪文; 吳子平圖 .-- 臺

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77-3 (精裝) 

普遍級  

王子的玩具城堡/林敏雲文; 羅俊俏

圖 .-- 臺北市 : 學而文化, 11105 .-- 24

面 ;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

91245-7-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北海大英雄(中英雙語有聲書)/劉碧

雲著; 李問翻譯.英文朗讀; 馬君珮中

文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5 .-- 約 5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358-1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280 普遍級  

北極熊白白/黃晨迪文; 吳子平圖 .-- 

臺北市  : 何嘉仁 , 11107 .-- 28 面 ;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76-

6 (精裝) 普遍級  

叮叮咚咚音樂: 空中樂團/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6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

7160-06-0 (精裝) NT$650 普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Santa 樂 團 /Sam 

Taplin 作; Violeta Dabija 插圖; ; 廖佳

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9-1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火 車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7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20-6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交 通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5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10-7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林 地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6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4-6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花 園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6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5-3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恐 龍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5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3-9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叮咚咚音樂會: 動物園樂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5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2-2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深 夜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5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1-5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雪 上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5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8-4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農 場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5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0-8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叢 林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6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07-7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寵 物 樂 團 /Sam 

Taplin 作; Polly Noakes 插畫;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6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13-97-7 (精裝) NT$600 普

遍級  

叩叩城門開. 1, 龍王不見了/陳彥沖

文; 柯智元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47-1 (EPUB) 普遍級  

台灣好好玩= Welcome to Taiwan/洪新

富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扶風文化, 

11105 .-- 10 面; 12 公分 .-- ISBN 978-

957-99808-6-9 (平裝) 普遍級  

台灣炒飯王: 少年總鋪師. 2/鄭宗弦

著; 陳余寬, 穆宣名朗讀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06 .-- 約 134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54-1 (線上有

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幼幼養成系列成長套書: 皮皮猴想一

起玩 X 噗噗狗要抱抱/澤赫拉.希克斯

(Zehra Hicks)文.圖; 周婉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038-35-2 (全套:

精裝) NT$688 普遍級  

白雪公主/董伊庭, 李品萱繪圖 .-- 新

北市 : 人類, 11108 .-- 18 面; 17X19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98-4 (精裝) 

NT$340 普遍級  

白蟻女王為什麼孤單死去,毛毛蟲集

體被迷昏?: 松鼠大偵探帶路,揭開動

植物生存戰之謎/一日一種著.繪; 李

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0-64-9 (EPUB) 普遍級  

石角十大不思議. 第三部曲: 搶救東

川國大作戰/潘仕倫總編輯 .-- 初版 .-

- 臺中市 : 臺中市石角國小, 11108 .-- 

52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66-00-0 (精裝) 普遍級  

同學討厭我,該怎麼辦?/曹明子圖.文;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72-0 (EPUB) 普遍級  

同學討厭我,該怎麼辦?/曹明子圖.文;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73-7 (PDF) 普遍級  

同 學 討 厭 我 , 該 怎 麼 辦 ?= 나를 

싫어하나 봐/曹明子圖 .文 ; 林建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7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07-862-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多幸運,有哥哥陪我長大/查理.法利

(Charlie Farley) 文 ; 蓮 恩 . 馬 洛 (Layn 

Marlow)圖; 賴潔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80-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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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 /龔房芳著; 趙曉宇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6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

980-2 (精裝) NT$220 普遍級  

好喜歡媽媽!/思帆著.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5 .-- 34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81-

9 (精裝) NT$220 普遍級  

安靜!這裡是圖書館/唐.弗利門(Don 

Freeman)文.圖; 林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04-1 (EPUB) 普遍

級  

安靜的恬恬/郭朵蒂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84-7 (PDF) 普遍級  

灰姑娘/Héloïse Solt 作.插圖;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6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0-12-1 (精裝) 普遍級  

老 人與 海 /海明威原著 ; 伊莎貝 拉

(Isabella Labate)繪圖; 劉嘉路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7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76-

80-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老鼠報恩/董伊庭, 陳亭宇, 張奕瑩繪

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18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626-7071-99-

1 (精裝) NT$340 普遍級  

克拉瓦森林之歌/洪瓊君著.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約

2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

163-7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

遍級  

克拉瓦森林之歌/洪瓊君著; 陳采悠

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65-1 

(EPUB) 普遍級  

別忘記/珍.古德溫文; 安娜.沃克圖;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43-9 (PDF) 普遍級  

別忘記/珍.古德溫文; 安娜.沃克圖;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45-3 (EPUB)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3, 妖怪們的春夏秋冬/

廣嶋玲子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04-1-9 (PDF)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3, 妖怪們的春夏秋冬/

廣嶋玲子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04-2-6 (EPUB)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4, 半妖之子/廣嶋玲子

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4-3-3 (PDF)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4, 半妖之子/廣嶋玲子

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4-4-0 (EPUB)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3&4 套書: 妖怪們的春

夏 秋 冬 / 半 妖 之 子 / 廣 嶋 玲 子 作 ;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步步,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96104-0-2 (全套:平裝) NT$640 普

遍級  

希爾達歷險記: 看不見的小精靈/史

戴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著; 希耶

拉.米勒(Seaerra Miller)繪; 銀河文化

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9-1-3 (PDF) 普遍級  

希爾達歷險記: 看不見的小精靈/史

戴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著; 希耶

拉.米勒(Seaerra Miller)繪; 銀河文化

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9-2-0 (EPUB) 普遍級  

形狀王國: 藍奇的漁光冒險/黃于庭

著; 楊杰翰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意市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08-9 (EPUB) 普遍級  

我也想出去玩/泓潤著; 薛丹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

982-6 (精裝) NT$220 普遍級  

我不!/蕭袤著; 徐開云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5 .-- 34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83-

3 (精裝) NT$220 普遍級  

我可以很棒!/梁泰錫文; 全秉畯圖; 林

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70-6 (EPUB) 普遍級  

我可以很棒!/梁泰錫文; 全秉畯圖; 林

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71-3 (PDF) 普遍級  

我可以很棒!= 너도 잘 할 수 있어/梁

泰錫文; 全秉畯圖; 林建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861-

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在海邊靜獵/洪瓊君著.朗讀 .-- 第

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約 2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62-0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我的「ㄎㄧㄤ爸」改造日記: 用<<幼

犬訓練手冊>>改造怪咖老爸的偉大

實驗/蓋瑞.伯森(Gary Paulsen)作; 謝佩

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36-6 (PDF) 普遍級  

我的「ㄎㄧㄤ爸」改造日記: 用<<幼

犬訓練手冊>>改造怪咖老爸的偉大

實驗/蓋瑞.伯森(Gary Paulsen)作; 謝佩

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37-3 (EPUB) 普遍級  

我是大頭鬼/錵九九作; 蔡侑玲插畫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1-62-6 (PDF) 

普遍級  

我要當最後一名!= I want to be the last 

one!/呂奇文; 林昕慧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呂奇, 11107 .-- 28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64-0 (精裝) 

普遍級  

我喜歡去海邊玩/仲川道子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94-

6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想養老虎/王維萱文; 貓魚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50-0 (EPUB) 普遍級  

我想養老虎/王維萱文; 貓魚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51-7 (PDF) 普遍級  

我愛玩溜滑梯/仲川道子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92-2 (平裝) 

NT$1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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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自己收東西/仲川道子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88-

5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會做環保/仲川道子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93-9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學會互相分享/仲川道子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89-

2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學會自己表達/仲川道子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91-

5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擔心,因為我怕被笑/金永鎮作; 鄭

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84-3 (PDF) 普遍級  

我擔心,因為我怕被笑/金永鎮作; 鄭

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85-0 (EPUB) 普遍級  

我擔心,因為我怕被笑= 걱정이 너무 

많아/金永鎮作;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7-863-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把壞脾氣收起來: 有話好好說,學會

控制情緒!/Carol Roth 著; Rashin 繪; 童

夢館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

美生活文創, 11107 .-- 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725-80-3 (精裝) 普遍

級  

李潼中篇小說: 藍天燈塔/李潼文; 徐

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1-61-9 (PDF) 普遍級  

李潼短篇小說: 鬼竹林/李潼文; 徐建

國 圖  .-- 二 版  .-- 臺 北 市  : 小 兵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1-60-2 (PDF) 普遍級  

李潼短篇小說: 鐵橋下的鰻魚王/李

潼文.圖;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1-64-0 (PDF) 普遍級  

汽車汽車愛玩水/亞東著; 麥克小奎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84-0 (精裝) NT$220 普

遍級  

芒狗狗 你們讓我好生氣!/劉怡聖文

字; 廖德岳, 巧 yun, zuzu 繪圖 .-- 臺北

市 : 南風吹, 11106 .-- 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854-4-1 (精裝) 普遍

級  

芒狗狗 我想回家了.../劉怡聖文字; 

廖德岳, 巧 yun, zuzu 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06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54-5-8 (精裝) 普遍

級  

那天我變得比狼還凶= Jour où je suis 

devenue plus méchante que le loup/艾蜜

莉.賈沃(Amélie Javaux)文; 雅妮克.馬

松(Annick Masson)圖; 蕭郁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7-882-

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來自遺忘星球的爺爺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16-1 (PDF) 普遍級  

兒童日常生活英語 (有聲雙語點讀

書)= English for children's daily life/楊

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91-995-6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兒童英語單字大書 (有聲雙語點讀

書 )= English vocabulary book for 

children/胡媛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91-996-3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兒童情境對話英語 (有聲雙語點讀

書)= Situational dialogues in english for 

children/胡媛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91-997-0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兒歌識字登高樓. 臺北一 0 一篇/李光

福作; 宋雅圓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76-6 (PDF) 普遍級  

和小孩在一起/劉旭恭文.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40-1 

(EPUB) 普遍級  

和小孩在一起/劉旭恭文.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41-8 

(PDF) 普遍級  

夜遊聖誕莊園/YOYO BOOKS 作.插

畫; 廖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

流文創, 11106 .-- 19 面; 23X24 公分 .-

- ISBN 978-626-7013-98-4 ( 精 裝 ) 

NT$360 普遍級  

奇妙卻很實用!動物演化知識小百科/

今泉忠明監修; 森松輝夫繪; 連雪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8-87-8 (EPUB) 普遍級  

拉拉的自然筆記/嚴淑女作; 郭惠芳

繪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35-2 (EPUB) 普遍級  

抱抱 /米吉卡著; 麥克小奎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

985-7 (精裝) NT$220 普遍級  

林邊蓮霧的黑珍珠奇蹟 /鄭博真作; 

針葉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20-3-1 (EPUB) 普遍級  

爸爸變成了什麼?/亞東著 ; 許玉安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5 .-- 3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86-4 (精裝) NT$220 普

遍級  

狗狗天堂/蘇慶元劇本; 駱思竹繪; 簡

惠碧改寫 .-- 初版 .-- 新北市 : 上好社

會企業, 11105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276-6-6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勇闖南國之森: 米塔與他的守"戶"精

靈/林芳瑜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

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11106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1-97-4 (平裝) 

普遍級  

怎麼叫醒胖小豬/許萍萍著; 黃纓繪 .-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 3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

491-991-8 (精裝) NT$220 普遍級  

拯 救 溫 斯 洛 / 莎 朗 . 克 里 奇 (Sharon 

Creech)著; 黃聿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66-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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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科學/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五刷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5 .-- 冊 .-

- ISBN 978-957-9250-04-7 (全套:平裝) 

NT$1000 普遍級  

為冥王星命名的女孩: 威尼夏.伯尼

的 故 事 / 艾 莉 絲 . 麥 晶 蒂 (Alice B. 

McGinty)文; 伊莉莎白.海德(Elizabeth 

Haidle)圖;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7 .-- 4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37-7 (精裝) 

普遍級  

*疫苗的故事/田麗雲朗讀 .-- 臺北市 : 

好好聽文創, 11105 .-- 約 176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293-4-6 (線上有

聲書(MP3)) 普遍級  

看西遊 ,學成語 /李光福作 ; 吳雅怡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49-0 (EPUB) 普遍級  

看童話作頭腦體操/賴麗珍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吉利識,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95-0-4 (EPUB) 

NT$100 普遍級  

迪化街 /洪新富文; 盧妍均圖 .-- 再

版 .-- 臺北市 : 扶風文化, 11105 .-- 10

面; 12 公分 .-- ISBN 978-957-99808-5-

2 (平裝) 普遍級  

音樂童年藝術花園(幼幼班)/音樂童

年教學研發部故事.詞曲; 唐唐, 貝果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音樂童年, 

11106 .-- 28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57-3-4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音樂童年藝術花園(幼幼班)/音樂童

年教學研發部故事.詞曲; 錢茵, 陳盈

帆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音樂童年, 

11106 .-- 28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57-4-1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飛翔的文字: 艾蜜莉.狄金生的非凡

一生/珍妮弗.伯恩(Jennifer Berne)文; 

貝卡.史泰蘭德(Becca Stadtlander)圖;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1107 .-- 48 面; 25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0-436-0 (精裝) 普遍

級  

首位潛入南極冰洞的女孩: 吉兒.海

涅斯/吉兒.海涅斯(Jill Heinerth)文; 金

潔米(Jaime Kim)圖; 李貞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6 .-- 4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

435-3 (精裝) 普遍級  

夏天,大家都在做什麼?(中英單字版)/

羅 陶 蘇 珊 娜 . 伯 納 (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8 .-- 16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626-317-890-8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夏天吹起的風: 從 1945 年開啟的時

光/黃惠鈴作; 張振松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 11106 .-- 44 面 ; 

25X29 公分 .-- ISBN 978-986-294-317-

5 (精裝) 普遍級  

時光型錄= Il catalogo dei giorni/盧卡.

托托里尼著; 丹妮拉.提耶尼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7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18-50-

4 (精裝) NT$400 普遍級  

校園个樹/鳳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110

學年度全體師生文.圖 .-- 初版 .-- 花

蓮縣 : 花縣鳳林國小, 11105 .-- 2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70-

6 (精裝)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 1, 無處可逃!伯爵的

狼人遊戲/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宛

庭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小 熊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22-2 (PDF)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 1, 無處可逃!伯爵的

狼人遊戲/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宛

庭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小 熊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23-9 (EPUB) 普遍級  

病毒: 看不見的小東西改變了全世界

/素淵作; 洪成志繪; 陳靖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88-5 

(EPUB) 普遍級  

砰!立體教室大發現!月球原來長這

樣 /Anne Jankeliowitch 作 ; Annabelle 

Buxton 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7 .-- 

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

11-4 (精裝) 普遍級  

神奇的牙齒小鎮/吳洪斌作; 董興茹

插畫; 廖佳儀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6 .-- 14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0-13-8 (精裝) 

普遍級  

神奇魔豆/洪新富結構; 陳瀅晴繪圖 .-

- 再版 .-- 臺北市 : 扶風文化, 11105 .-

- 10 面 ; 12 公分  .-- ISBN 978-957-

99808-7-6 (平裝) 普遍級  

神獸獵人(共五冊)/管家琪文; 鄭潔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96-5-8 

(EPUB) 普遍級  

神獸獵人. 1: 學校後山的怪事/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4-6-4 (PDF) 普遍級  

神獸獵人. 1: 學校後山的怪事/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4-7-1 (EPUB) 普遍級  

神獸獵人. 2: 夕陽下的大發現/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4-5-7 (PDF) 普遍級  

神獸獵人. 2: 夕陽下的大發現/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96-0-3 (EPUB) 普遍級  

神獸獵人. 3: 雨中的神祕婦人/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4-8-8 (PDF) 普遍級  

神獸獵人. 3: 雨中的神祕婦人/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4-9-5 (EPUB) 普遍級  

神獸獵人. 4: 沙漠中的大冒險/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96-1-0 (PDF) 普遍級  

神獸獵人. 4: 沙漠中的大冒險/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96-2-7 (EPUB) 普遍級  

神獸獵人. 5: 塵封已久的懸案/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96-3-4 (PDF) 普遍級  

神獸獵人. 5: 塵封已久的懸案/管家

琪文;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96-4-1 (EPUB) 普遍級  

草地靜獵: 尋找一棵樹/洪瓊君著; 陳

眉如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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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56-9 (EPUB) 普遍級  

草地靜獵: 尋找一棵樹/洪瓊君著.朗

讀  .-- 第 一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05 .-- 約 9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164-4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380 普遍級  

偷偷看一下: 火箭/蘿拉.布萊恩(Lara 

Bryan) 文 ; 卡 洛 琳 . 阿 提 亞 (Caroline 

Attia)圖; 謝維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11 .-- 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03-947-2 (精裝) 普遍

級  

偷偷看一下 : 直升機 /蘿拉 .布萊恩

(Lara Bryan) 文 ; 喬 瓦 娜 . 梅 德 羅 斯

(Giovana Medeiros)圖; 謝維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11 .-- 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03-948-

9 (精裝) 普遍級  

偷養一隻貓/林淑玟文; 鰻魚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1-59-6 (PDF) 

普遍級  

堅守古埃及的末代女王 克麗奧佩脫

拉/阪本浩監修; 笹原智映漫畫; 林冠

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88-92-2 (平裝) 普遍級  

帶著學齡前兒童一起了解就醫時的

檢查與治療/蕭雅文, 黃心樹著 .-- 臺

中市 : 中臺科大,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351-8-2 (PDF) 普遍級  

捷徑是最遠的= The furthest shortcut/

社團法人台灣無毒世界協會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台灣無毒世界協會, 

11105 .-- 4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96125-0-5 (平裝) .-- ISBN 978-

626-96125-1-2 (精裝) 普遍級  

排隊啦!/石哲元著.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87-1 (精裝) 

NT$220 普遍級  

猜猜看去哪裡玩?/林芳萍文 ; 九子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45-6 (PDF) 普遍級  

猜猜看去哪裡玩?/林芳萍文 ; 九子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46-3 (EPUB) 普遍級  

猜猜看交通工具/林芳萍文; 蔡元婷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42-5 (PDF) 普遍級  

猜猜看交通工具/林芳萍文; 蔡元婷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43-2 (EPUB) 普遍級  

猜謎洞洞書/彭閔熙作.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71-90-8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眼鏡公主/張蓬潔文.圖 .-- 三版 .-- 臺

北市  : 信誼基金 , 11106 .-- 40 面 ; 

26X20 公分 .-- ISBN 978-986-161-695-

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貪玩的兔子小果/楊穌愛著 .-- 臺中

市 : 楊穌愛, 11105 .-- 32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08-4 (平裝) 

普遍級  

這個是什麼?那個是什麼?/吉竹伸介

文.圖; 許婷婷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46-4 (EPUB) 普遍級  

都是我的!/朱惠芳著; 欽吟之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

988-8 (精裝) NT$220 普遍級  

麻豆文旦的傳奇/鄭博真作; 陳怡臻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20-1-7 (EPUB) 普遍級  

最小的犛牛/露.弗雷澤(Lu Fraser)文; 

凱特.辛得利(Kate Hindley)圖; 吳愉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

化, 11106 .-- 32 面; 27X27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4-4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 A++. 第三

冊/洪珮菱, 林嶽峙, 李永成, 楊曜璘, 

黃可欣等名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43-3 (平

裝) 普遍級  

童話拉拉書/張奕瑩, 陳亭宇, 董伊庭, 

李品萱編著.繪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68-01-

1 (全套:精裝) NT$1490 普遍級  

給孩子的美好禮物: 中英對照雙語繪

本套書/莉娜.海瑟(Lena Hesse)文.圖; 

Wendy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

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038-31-4 (全套:精裝) NT$588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千年古城-北京/溫

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57-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世界的公園-瑞士/

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67-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去足球王國巴西踢

球吧!/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蔡景文繪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571-4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去美國找阿里/吳

佐晰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8 .-- 20 面 ;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560-

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去澳洲貼近大自然

/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蔡景文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54-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吃美食遊韓國/溫

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61-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回到古埃及/溫曉

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56-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多娜的泰國新年/

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70-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好大的俄羅斯/溫

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74-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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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貼畫畫遊戲書: 肉丸的國度-瑞典

/Jasmine.C 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66-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到紐西蘭找毛利人

/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76-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拜訪荷蘭的春天

/Jasmine.C 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72-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美麗迷人的法國/

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55-4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英國倫敦好好玩/

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蔡景文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64-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重返古希臘/溫曉

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58-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香料王國-印度/溫

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73-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楓葉之國-加拿大/

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68-4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跟著小步家去日本

玩 /吳佐晰文字; 劉鵑菁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69-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跟著布魯諾認識義

大利/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562-2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熱情無比西班牙/

溫曉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65-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貼貼畫畫遊戲書: 熱情墨西哥/溫曉

君, 沈品汝文字; 陳志鴻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59-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超展開實驗室/許經夌, 施奇廷, 陳翰

諄作; 吳宇實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46-8 (EPUB) 普遍級  

媽媽在哪裡?/王春子圖.文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75-4 (EPUB) 普遍

級  

*新怒氣收集袋/李曉卿朗讀 .-- 臺北

市 : 好好聽文創, 11104 .-- 約 215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93-3-9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萬物由來科學繪本系列 /項華編著; 

樊煜欽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223-749-6 (全套:精裝) 普遍級  

節日翻翻書: 端午節划龍舟/阿部作 .-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071-

87-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運動場的小妖怪. 1/齊藤洋作; 宮本

悅美繪; 伊之文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44-0 (EPUB) 普遍級  

旗山香蕉大王/鄭博真作; 葉曼玲繪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宇 宙 文 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20-4-8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二版二刷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5 .-- 冊 .-

- ISBN 978-957-9250-02-3 (全套:平裝) 

NT$3360 普遍級  

管家琪熊熊天使心理成長套書: 老師

別走、手機大戰、在虛擬空間的一

天/管家琪著; 賽樂茹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5832-4-9 (全套:平裝) 

NT$960 普遍級  

綠蠵龜漂漂/黃晨迪文; 吳子平圖 .-- 

臺北市  : 何嘉仁 , 11107 .-- 28 面 ;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75-

9 (精裝) 普遍級  

臺中市兒童文學創作徵文專輯. 小榕

樹. 第 12 輯/楊振昇總編輯 .-- 初版 .-

- 臺中市 : 中市府, 11106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02-4 (精裝) 

普遍級  

臺語囝仔歌套書: <<菜瓜開花>>+<<

月光光 踅夜市>>+<<山嘛驚寒>>/林

武憲文; 鄭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069-80-6 ( 全 套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噓!別出聲/盧瑞娜著; 岡井美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3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

491-989-5 (精裝) NT$220 普遍級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陳衛平作 .朗

讀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 

11106 .-- 冊 .-- ISBN 978-957-490-575-

1 ( 第 6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576-8 (第

7 冊 :線上有聲書(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577-5 (第 8 冊:線上

有聲書(MP3)) NT$480 .-- ISBN 978-

957-490-578-2 (第 9 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

579-9 (第 10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580-5 (第

11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581-2 (第 12 冊:線

上有聲書(MP3)) NT$480 .-- ISBN 978-

957-490-582-9 (第 13 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

583-6 (第 14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584-3 (第

15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480 普遍

級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全)/陳衛平作.

朗讀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6 .-- 約 15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85-0 (線上有聲書(MP3)) 

NT$5040 普遍級  

趣味邏輯思維訓練/小牛頓科學教育

有限公司著作 .-- 初版五刷 .-- 新北

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5 .-- 冊 .-- 

ISBN 978-957-9250-03-0 (全套:平裝) 

NT$1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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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2, 拯救被

冰 封的 同學 /崔銀玉文 ; 帕卡娜 美

(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80-5 (PDF) 普遍級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2, 拯救被

冰 封的 同學 /崔銀玉文 ; 帕卡娜 美

(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81-2 (EPUB) 普遍

級  

樹的記憶/洪瓊君著; 詹雁子繪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54-5 (EPUB) 

普遍級  

樹的記憶/洪瓊君著.朗讀 .-- 第一版 .-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約 2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86-6 (線上

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樹精靈之歌. 1: 歐盟文學獎、荒野寫

作大獎暢銷作家奇幻冒險故事/梅麗

莎.哈里森(Melissa Harrison)著; 蘿倫.

奧荷拉(Lauren O'Hara)繪; 謝維玲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97-8 

(PDF) 普遍級  

樹精靈之歌. 1: 歐盟文學獎、荒野寫

作大獎暢銷作家奇幻冒險故事= By 

ash, oak and thorn/ 梅 麗 莎 . 哈 里 森

(Melissa Harrison) 著 ; 蘿 倫 . 奧 荷 拉

(Lauren O'Hara)繪 ; 謝維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98-5 

(EPUB) 普遍級  

機智的小老鼠: 勇者阿力(注音版)/四

樓曾先生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四樓

曾先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100-8 (EPUB) NT$150 普

遍級  

貓咪小偷/石井浩司作; 蘇懿禎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42-9 (EPUB) 普遍

級  

貓咪小偷/石井浩司作; 蘇懿禎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43-6 (PDF) 普遍級  

龜兔賽跑/張奕瑩繪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18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8-00-4 (精裝) NT$340 普

遍級  

嚇一跳/黃春華著;馬布貝.雅茲達妮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5 .-- 3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990-1 (精裝) NT$220 普

遍級  

謝謝你,二峰圳/潘宇晨插圖繪製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06 .-- 3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17-20-

0 (精裝) 普遍級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1, 我們來做好

朋友/北川千春著; 公文祐子繪; 林謹

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83-6 (PDF) 普遍級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1, 我們來做好

朋友/北川千春著; 公文祐子繪; 林謹

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86-7 (EPUB) 普遍級  

藏在社區裡/林敏雲文; 蔡季嫻圖 .-- 

臺北市 : 學而文化, 11105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91245-6-

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藍鵲幫幫/黃晨迪文; 吳子平圖 .-- 臺

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74-2 (精裝) 

普遍級  

蟲蟲的世界: 認識形狀/艾絲特.凡登

伯格(Esther van den Berg)文.圖; 王奕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0-79-8 (PDF) 普遍級  

關廟鳳梨的種子祕密/鄭博真作; 吳

奕璠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20-2-4 (EPUB) 普遍級  

蠟 筆 盒 的 故 事 / 唐 . 弗 利 門 (Don 

Freeman)文.圖; 林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05-8 (EPUB) 普遍

級  

みんな どこにいくの?/江川聖子, 淺

野孝一文; 林言臻圖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36 面; 22X2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73-5 (平裝) 普遍

級  

机智的小老鼠: 勇者阿力/四樓曾先

生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四樓曾先

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1-0118-3 (EPUB) 普遍級  

殞命於革命的悲劇王妃: 瑪麗.安東

尼/長谷川真由帆監修; 上地優步漫

畫;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角落文化,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88-91-5 (精裝) 普遍

級  

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時薪制 Lovers/灰原洗

濯, アズナ悠月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10-3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請教教我,藤縞先生!/な

え.淡路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09-7 (EPUB) 

限制級  

(衝擊)我神推的美容系網紅成了我

的客人之後...(全一冊)/うり作; 潘琳

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18-1 (EPUB) 

限制級  

2.5 次元的誘惑 /橋本悠作; 李俊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81-8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2.5 次元的誘惑. 6/橋本悠作; 李俊銘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17-4 (EPUB) 

普遍級  

凪子的遺言/後藤作; 林香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50-4 (平

裝) 限制級  

凪子的遺言(全一冊)/後藤作; 林香吟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43-3 (EPUB) 

限制級  

AM 8:02、初戀. 1/紺野理沙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49-6 (EPUB) 普遍級  

AM 8:02、初戀. 1/紺野理沙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50-2 (PDF) 普遍級  

Artists in Korea/pixiv 作; 李亞倫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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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9-

667-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Artists in Taiwan. 2022: 臺灣插畫.漫畫

家藝術精選/pixiv 作; 吳慶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5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9-

668-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AWAKE/小樁作 .-- 二版二刷 .-- 桃園

市 : 謝昀蓉, 11105 .-- 1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152-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BEAST COMPLEX 動物世界. 2/板垣

巴留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71-5 (EPUB)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石塚真一作; 

柯冠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61-5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BLUE LOCK 藍色監獄. 3/金城宗幸原

作; ノ村優介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73-9 (EPUB) 普遍級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

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498-5 (第

1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Coyote 郊狼. IV/座裏屋蘭丸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13-2 (EPUB) 

限制級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 9/

真島浩原作; 上田敦夫漫畫;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65-4 (EPUB)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9/TYPE-

MOON 原作 ; 川口毅漫畫 ; 賴韋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92-0 (EPUB) 

普遍級  

FIX: 英雄們/臥斧原著小說; Gami 漫

畫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動 力 , 

11106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41-8 (平裝) NT$220 普遍級  

GIVEN 被贈與的未來/キヅナツキ作; 

H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68-4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I'm in Love/阿部茜作; 阿茜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748-9 (平

裝) 限制級  

I'm in Love/阿部茜作; 蘇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66-3 (EPUB) 

限制級  

I'm in Love/阿部茜作; 蘇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67-0 (PDF) 

限制級  

inappropriate: 人良土兀攝影書 /人良

土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89-0 (EPUB) 限制級  

inappropriate: 人良土兀攝影書 /人良

土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90-6 (PDF) 限制級  

LOVE→暗鬥/淺野彩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778-

6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M/桂正和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9657-6 (平裝) NT$320 限

制級  

MARS RED 零機關/唐々煙作;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459-6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miroirs/白井カイウ原作; 出水ぽすか

漫畫;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048-6 (平裝) 普遍級  

MIX. 18/安達充作; ALATA 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06-8 (EPUB) 普遍級  

MONOTONE BLUE: 無彩之藍/なが

べ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803-5 (平裝) 普遍級  

ONE PUNCH MAN 一拳超人/ONE 原

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499-2 (第 25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SANDA 變身聖誕老人/板垣巴留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20-3 (第 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SINoALICE 死亡愛麗絲/ヨコオタロ

ウ原作; ヒミコ漫畫; 江昱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456-5 (第 3 冊:平

裝) NT$140 限制級  

SKIP.BEAT!: 華麗的挑戰. 47/仲村佳

樹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03-3 (EPUB)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起源作品

集: Remix/川原礫作; 九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1-619-

8 (平裝)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起源作品

集: Remix/川原礫作; 九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44-0 

(EPUB) 普遍級  

Take me home :請帶我回家(全一冊)/

ｍ:ｍ作; ch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09-9 (EPUB) 限制級  

Take me home: 請帶我回家/m:m 作; 

ch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54-2 (平裝) 限制級  

Take your time: 慢慢來的戀情/多賀タ

イラ作; 何硯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89-4 (平裝) 限制級  

Take your time: 慢慢來的戀情(全一

冊)/多賀タイラ作; 何硯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85-3 (EPUB) 

限制級  

THE 按摩♂♀被歡愉逼到絕境的性

交服務/anthology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10-8 (EPUB) 限制級  

Wind breaker/にいさとる作; 郭子菱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60-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今天妳又忘記...穿內衣褲了...」青

梅竹馬有裸露自慰癖,只好發情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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筧秀隆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19-6 (EPUB) 

限制級  

「乳頭已經硬梆梆了哦?」: 溫泉街

的按摩贈送插入服務 /あらいぐま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11-5 (EPUB) 

限制級  

「明明還在拍攝...卻插進來了!?」姊

姊男友的強制擦邊色影會/砂糖いち

と:ぷるる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34-9 

(EPUB) 限制級  

「看得懂」氣氛的新人和臭臉前輩. 

II/鳥原習作; 廖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457-2 (平裝) NT$140 普

遍級  

「喜歡」的反應身體更誠實!: 高冷

上司過於激烈的求愛/猫柴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18-9 (EPUB) 限制級  

「踢我」男孩/上原あり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83-8 (EPUB) 

限制級  

「騷貨...看我插爆妳的小穴深處!」

情色裏帳女孩,被 AV 男優給設計了!/

飴川塩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17-2 (EPUB) 

限制級  

Ω 大人不懂得什麼是愛/藤尾佳由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92-2 (平裝) 限制級  

Ω 的我收下了虛假的婚戒/さがみし

か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1-615-0 (平裝) 普遍

級  

Ω 的我收下了虛假的婚戒/さがみし

か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42-6 (EPUB) 普遍級  

一夜情怎麼可能走到幸福結局: 風流

帥哥美髮師的戀愛「實做課」/宮崎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16-5 (EPUB) 限制

級  

一個人做飯好好吃/高木直子著; 洪

俞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49-6 (EPUB) 普遍級  

一起生活吧,龍人. 2/刹那魁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01-9 (EPUB) 

限制級  

九天少年/阮光民漫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動力, 11106 .-- 1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59-42-5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九太陽/阿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1106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59-47-0 (平裝) 普遍級  

人家是嫩妻,對不起嘛!. 5/江斑文作;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19-9 (EPUB) 普遍級  

人家是嫩妻,對不起嘛!. 5/江斑文作;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20-5 (PDF) 普遍級  

十二支色戀草子: 蜜月之章/待緒イ

サミ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266-6 (第 4 冊:平

裝) 限制級  

十等分的新娘/雪乃漫畫; 蘇聖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56-

6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十等分的新娘. 2/雪乃作; 蘇聖翔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10-5 (EPUB) 限制

級  

三 島 小 姐 說 不 出 「 喜 歡 」 兩 字

/Tachibana Eik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894-8 (EPUB) 普遍級  

上司老公是溺愛系: 新婚夫妻的日常

是全身酥麻高潮不斷.../小桜しょう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15-8 (EPUB) 限制

級  

上司的 XL 巨根好驚人今天也被情趣

玩具玩弄到高潮連連!/一徹, 赤木蓮

屋, めたる☆ハニィ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35-6 (EPUB) 限制級  

大叔與貓/S 井ミツル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12-8 (第 9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女主播調教飼育: 強制中出正式開拍

/ブランシェア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14-1 

(EPUB) 限制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三嶋与夢原作; 潮里潤作; 王啟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80-1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7/三嶋与夢原作; 潮里潤作; 王啟

華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11-2 (EPUB) 

普遍級  

小玉的情色妄想 Flag/ろむ作; 巫白白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36-6 (平裝) 限制級  

小玉的情色妄想 Flag/ろむ作; 巫白白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62-5 

(EPUB) 限制級  

小玉的情色妄想 Flag/ろむ作; 巫白白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63-2 

(PDF) 限制級  

小紅帽的夢中情人是大野狼/あおい

ゆうき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13-4 (EPUB) 

限制級  

小紅帽搞不定狼男/ナツミ作; 陳幼

雯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25-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小孬孬和超級笨蛋/秋好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12-7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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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與食欲與我/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

先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79-5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山與食欲與我. 11/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12-9 

(EPUB) 普遍級  

工作細胞 LADY/原田重光原作; 乙川

灯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07-4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工作細胞想交朋友. 2/黒野環奈原作; 

和泉美緒漫畫;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72-2 (EPUB) 普遍級  

才做了一次就被征服了!?做作女被

處男猛烈抽插後一臉淫蕩/椎奈しな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93-1 (EPUB) 

限制級  

不行!不要!討厭!重逢 0 秒、我淪為

成黑道的情婦/花里ひかり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11-0 (EPUB) 限制級  

不知愛為何物的兄弟/Jbn 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33-2 (EPUB) 限制級  

不要太靠近我身邊/星倉ぞぞ作; ch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45-0 (平裝) 限制級  

不要太靠近我身邊(全一冊)/星倉ぞ

ぞ 作 ; chun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13-6 (EPUB) 限制級  

不 要 碰 我 小 星 星 /マ ミ タ作 ; Y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53-5 (平裝) 限制級  

不要碰我小星星(全一冊)/マミタ作; 

Y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14-3 

(EPUB) 限制級  

不要纏著我啦!/桜城やや作; 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50-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不倫曝光真的沒有關係嗎?: 勤務時

間外的祕密情事/山本ともみつ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32-5 (EPUB) 限制級  

不能委託他. 3/雪広うたこ作; 陳家

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89-0 (EPUB) 

普遍級  

不起眼女孩的戀曲. 2/田村茜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90-6 

(EPUB) 普遍級  

不曾擁有那個的我們/Sakumi Hanad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09-2 (EPUB) 

普遍級  

不當哥哥了!. 5/ねことうふ作;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81-4 (EPUB) 

普遍級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10/春場葱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99-9 

(EPUB) 普遍級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16/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67-8 

(EPUB) 普遍級  

六和類/水曜日作; lingosou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796-0 (平

裝) 限制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春原

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

采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47-9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公 主 騎 士 是 我 的 同 班 同 學 !THE 

COMIC/EKZ 原作; NO.ゴメス漫畫; 

梁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58-0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公 主 騎 士 是 我 的 同 班 同 學 !THE 

COMIC. 2/EKZ 作; 梁勝哲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15-0 (EPUB) 普遍級  

勿說是推理 . 10/田村由美作 ; 風花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16-7 (EPUB) 

普遍級  

化物語/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09-8 (第 17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午夜 0 時的失戀同好會/源和貴作; 巫

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88-5 (平裝) 限制級  

午夜 0 時的吻. 5/MIKIMOTO 凜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62-3 

(EPUB)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釣伊富魚篇. III. 

8/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588-3 (EPUB)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3/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05-7 (EPUB) 普遍級  

天帝的食譜: 雅典.智慧女神.仙饌密

酒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86-1 

(EPUB) 普遍級  

夫妻甜蜜物語/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24-5 (第 81 冊:平裝) 限制級  

夫妻甜蜜物語. 81/克.亜樹作; 捲毛太

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33-4 (EPUB) 

限制級  

少 年 的 深 淵 / 峰 浪 り ょ う 作 ; 

Mongolian Bait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7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878-8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少 年 的 深 淵 . 3/ 峰 浪 り ょ う 作 ; 

Mongolian Bait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34-1 (EPUB) 普遍級  

少年淫魔愛上了人類大姐姐/御子柴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84-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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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淫魔愛上了人類大姐姐/御子柴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85-5 (EPUB) 

限制級  

比初戀更舒服的事/えーすけ作; 雄

次郎譯 .-- 臺北市 : 紳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55-6 

(EPUB) 限制級  

比初戀更舒服的事/えーすけ作; 雄

次郎譯 .-- 臺北市 : 紳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56-3 (PDF) 

限制級  

水蛇神夜詠. 3/雷雷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45-6 (EPUB) 普遍級  

以壓倒性的轉蛋運稱霸異世界!. 1/ケ

ンノジ原作 ; 藤咲ユウ漫畫 ; 花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21-2 

(EPUB) 普遍級  

以壓倒性的轉蛋運稱霸異世界!. 1/ケ

ンノジ原作 ; 藤咲ユウ漫畫 ; 花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22-9 

(PDF) 普遍級  

令和花丸學園. 2/壽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82-1 (EPUB) 普遍

級  

出包愛戀後宮. 總集篇/サムライ忍

者 GREENTEA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64-0 (PDF) 限制級  

出包愛戀後宮. 總集篇/サムライ忍

者 GREENTEA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65-7 (EPUB) 限制級  

出自喜歡的相互擁抱/コダマ ナオコ

作 ; 游 非 凡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15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441-1 (第 1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出租女友/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505-0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9691-0 (第

26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20 普遍

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蛭田達也作;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489-3 (第 26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957-26-9490-

9 (第 27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26-9491-6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9492-3 (第

29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

26-9493-0 (第 30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9494-7 (第 31 冊:平

裝) NT$250 普遍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19/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06-4 

(EPUB) 普遍級  

北歐貴族與猛禽妻子的雪國狩獵生

活. 2/江本マシメサ原作; 白樺鹿夜

漫畫; 黎維津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35-8 (EPUB) 普遍級  

半澤直樹(漫畫版). 5/池井戸潤, 藤本

繁貴, 津霸圭一作; 黃娟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93-7 (EPUB) 

普遍級  

半澤直樹(漫畫版). 5/池井戸潤, 藤本

繁貴, 津霸圭一作; 黃娟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95-1 (PDF) 

普遍級  

可惡的反逆戀愛破壞者(全一冊)/さ

きしたせんむ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95-2 (EPUB) 限制

級  

可愛的是我的傷痕/無理薰原作; 如

月マナミ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52-8 (平裝) 限制

級  

可愛的是我的傷痕(全一冊)/無理薰

原作; 如月マナミ作; 亞美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37-2 (EPUB) 限制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 19/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36-5 (EPUB) 普遍級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

化身世界最強/瀬戸メグル原作; 樋

野友行漫畫; 蕭宏育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453-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

化身世界最強. 3/瀬戸メグル原作; 

樋野友行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69-2 (EPUB) 普遍級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異世界後宮生

活 . 2/月夜涙原作; 月見隆士漫畫; 風

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06-1 (EPUB) 

普遍級  

失格新娘 : 異系婚姻 /月永遠子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23-6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失戀成癮/鷹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33-3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孕育友情的三角關係/雨宮かよう作; 

吳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15-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孕育虛假的愛: ABO 世界/ポケラ ふ

じ子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78-4 (EPUB) 限制級  

尼爾外傳: 寄葉: 空降珍珠港作戰紀

錄/橫尾太郎原作; 空路惠漫畫; 蔡柏

頤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53-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巨根上司的絕倫 Sex: 真的不吹牛實

在有夠大何年何月能合體/上原ヨヨ

ギ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31-8 (EPUB) 限制

級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白米良原作; 

RoGa 漫畫;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16-6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平良先生果然還是不想要受歡迎/佐

木かやの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2-851-1 (平裝) 限制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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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良先生果然還是不想要受歡迎(全

一冊)/佐木かやの作; midori 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39-6 (EPUB) 限制級  

打工吧!魔王大人/和ヶ原聡司作; 李

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585-6 (EPUB) 普遍級  

正太哥哥/中山幸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

957-26-9700-9 (第 1 冊:平裝) NT$140 .-

- ISBN 978-957-26-9701-6 (第 2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永別了,薔薇花園/毒田ペパ子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18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77-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永別了,薔薇花園. 3/毒田ペパ子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40-2 

(EPUB) 普遍級  

永遠不夠好. 2/CTK 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41-9 (EPUB) 限制

級  

甘甜莉莉絲/玉之けだま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7 .-- 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188-6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白鳥的新娘/東野海作; 加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95-1 (EPUB) 限制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すめし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7 .-- 8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05-0 (第 2 冊:平

裝) NT$260 限制級  

皿三昧/イクニラッパー原作; ミギ

ー作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44-6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任你拳打腳踢,我都會用愛治癒你/音

海ちさ作;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87-6 (EPUB) 限制級  

任你拳打腳踢,我都會用愛治癒你/音

海ちさ作;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88-3 (PDF) 限制級  

全部都是你的錯。 . I/玉之けだま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66-4 (EPUB) 

限制級  

全部都是你的錯。 . I/玉之けだま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67-1 (PDF) 

限制級  

印刷百面相 !. 1/染谷実作 ;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70-8 (EPUB) 

普遍級  

同居人有時在腿上,有時在頭上. 6/み

なつき原作; 二ツ家あす作畫;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79-1 (EPUB) 

普遍級  

同居不良 赤松與七焚/SHOOWA 原

作; 奧嶋寬雅漫畫;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0-6731-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00-6732-8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冊 .-

- ISBN 978-626-322-835-1 (第 100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2-836-8 (第

100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名偵探柯南. 100/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32-7 (EPUB) 

普遍級  

因為不想被王子溺愛,前公主要變成

男裝執事了!/にーづま。作; 陳幼雯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79-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地 。 : 關 於 地 球 的 運 動 / 魚 豊 作 ;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38-054-

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38-

055-4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地下忍者. 4/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96-8 

(EPUB) 普遍級  

地下忍者. 4/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97-5 (PDF) 

普遍級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II/大森藤ノ原作; 矢町大成漫畫; 李

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76-4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在你的腳邊明白愛情 /後之マツリ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30-1 (EPUB) 限制

級  

在迷宮生活的原勇者 THE COMIC/峰

崎龍之介原作; しかげなぎ漫畫; 梁

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75-7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在迷宮生活的原勇者 THE COMIC. 2/

峰崎龍之介原作; 梁勝哲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30-3 (EPUB) 限制級  

在塑身院上班的妻子似乎有些不對

勁/やまと みゆ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20-7 (EPUB) 限制級  

多愁善感的吻/小森蜜子作; 曲冰熙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29-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多愁善感的吻. 1/小森蜜子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05-9 (PDF) 普遍級  

多愁善感的吻. 1/小森蜜子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06-6 (EPUB) 普遍級  

她的真心話/真夏ろ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00-5 ( 平 裝 ) 

NT$230 限制級  

如何跟你愛愛/夏尾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23-8 (EPUB) 限制級  

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

法師 /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2-833-7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2-834-4 (第 9 冊:

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如果能卸下頸圈的話/トナミショウ

作 ; 杜 信 彰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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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425-1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如果順利勃起就來演 A 片吧!: 雖然

是 陽 痿 但 卻 被 A 片 導 演 給 看 上

了!?/96SK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29-5 (EPUB) 

限制級  

宇宙兄弟. 34/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02-8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34/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03-5 (PDF) 

普遍級  

宇津井不肯和我做/白松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426-8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宅男打籃球/洪元建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5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44-9 (第 20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年下小男友/とりよし漫畫;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7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14-3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年下小男友. 4/とりよし漫畫; 楊采

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40-2 (EPUB) 普遍級  

年下青梅竹馬悄悄偷走我的心/花緒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28-8 (EPUB) 限制

級  

年上菁英女騎士只在我面前露出可

愛的一面/たかた原作; 吉野宗助漫

畫;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7 .--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857-3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年上菁英女騎士只在我面前露出可

愛的一面. 1/たかた原作; 吉野宗助

漫畫; 蘇奕軒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29-7 (EPUB) 普遍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真木蛍五; 

蔡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01-2 (第 1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8/真木蛍五

作 ; 游 非 凡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61-6 (EPUB) 普遍級  

成為老師的俘虜/nao fujiya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92-4 (EPUB) 限制級  

收傘之夏/後藤作; 和靜清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49-8 (平

裝) 限制級  

收傘之夏(全一冊)/後藤作; 和靜清寂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28-0 (EPUB) 

限制級  

有可能是晃(♂)也可能是晃(♀)/八壽

子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784-7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有馬先生想成為 Ω/藤田カフェコ

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44-3 (平裝) 限制級  

有馬先生想成為 Ω(全一冊)/藤田カ

フェコ作; 都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27-3 (EPUB) 限制級  

此花綺譚. 7/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26-6 (EPUB) 普遍

級  

老 夫 老 妻 重 返 青 春 / 新 挑 限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7 .-- 1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608-2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老 夫 老 妻 重 返 青 春 . 4/ 新 挑 限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38-9 (EPUB) 普遍級  

老師啟動了性慾按鈕/kino 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7 .-- 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196-1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8/りゅうせん

ひろつぐ原作;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

畫 ; 李 殷 廷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25-9 (EPUB) 普遍級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THE COMIC/り

ゅうせんひろつぐ原作; すえみつぢ

っか漫畫;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82-5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自慰直播歡迎光臨/めがね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26-4 (EPUB) 限制級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野扶桑圖.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愛人如己文創

工作室, 11105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76-2-9 (第 12 冊:平

裝) 普遍級  

你好,身為魔女的我,被心上人委託製

作迷情藥/六つ花えいこ原作; 釜田

漫畫;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6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1-620-4 (第 1 冊:平

裝) 普遍級  

你好,身為魔女的我,被心上人委託製

作迷情藥. 1/六つ花えいこ原作; 釜

田漫畫;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36-5 (EPUB) 普遍級  

你的身邊才是最遙遠的距離/あさじ

まルイ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6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734-2 (平裝) 限制

級  

你的身邊才是最遙遠的距離/あさじ

まルイ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72-4 (EPUB) 限制級  

你的身邊才是最遙遠的距離/あさじ

まルイ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73-1 (PDF) 限制級  

你幾歲?/林良文; 趙國宗圖 .-- 三版 .-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24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986-161-694-

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你遭難了嗎?. 9/さがら梨々漫畫; 岡

本健太郎原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133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56-2 (EPUB) 普遍級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 下/ちふゆ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77-7 

(EPUB) 限制級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 上/ちふゆ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76-0 

(EPUB) 限制級  

別碰我 ,緊緊抱住我 /紅作 ;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冊 .-- ISBN 978-626-00-6807-3 (上冊:

平裝) .-- ISBN 978-626-00-6808-0 (下

冊:平裝) 限制級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山本崇一朗

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 冊 .-- ISBN 978-957-26-9450-3 (第 5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

9451-0 (第 6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9452-7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 3/山本崇一

朗 作 ; Niva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98-2 (EPUB) 普遍級  

即便這是命運也不許熱愛!(全一冊)/

雨戸るく原作; 沖クロエ作畫; 都雪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23-5 (EPUB) 

限制級  

告 訴 我 戀 愛 的 顏 色 。 /MonoganaSi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91-7 (EPUB) 

普遍級  

妙廟美少女. 4/吉岡公威作;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20-0 (EPUB) 

普遍級  

妖怪連絡簿/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14-2 (第 2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妖傀愚連隊. 1/スズキ唯知作; 凜峰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85-2 (EPUB) 

普遍級  

完美的緋聞/菊乃杏作; 蘇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0-6727-4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00-6728-1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完美的緋聞. 3/菊乃杏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01-1 (EPUB) 

普遍級  

完美的緋聞. 3/菊乃杏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02-8 (PDF) 

普遍級  

完美的緋聞. 4/菊乃杏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99-1 (EPUB) 

普遍級  

完美的緋聞. 4/菊乃杏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00-4 (PDF) 

普遍級  

希望再做一次,那一天的夢/滝端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83-2 (EPUB) 限制

級  

希望這是最後一場戀愛/末広マチ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443-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忍愛!/ね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07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02-9 (平裝) NT$200 限制級  

忍戀!/猫乃森シマ作; 魚塔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740-3 (平

裝) 限制級  

忍戀!/猫乃森シマ作; 魚塔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74-8 (PDF) 

限制級  

忍戀!/猫乃森シマ作; 魚塔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75-5 (EPUB) 

限制級  

快感初體驗/上原あり作; 蔡孟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08-0 

(EPUB) 限制級  

快感初體驗/上原あり作; 蔡孟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09-7 (PDF) 

限制級  

我、貓咪與二十歲的你/あさひよひ

作 ; 許 任 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17-0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我 已經不是 孩子了唷 /sage.ジョー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68-8 (PDF) 

限制級  

我 已經不是 孩子了唷 /sage.ジョー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69-5 (EPUB) 

限制級  

我才不是玩玩而已/巧巳遊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0-6741-

0 (上冊 :平裝 ) .-- ISBN 978-626-00-

6742-7 (下冊:平裝) 限制級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桜井紀雄作; 蔡

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460-

2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我和管理員永不分離的靈異日常生

活 /SUZUKI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890-0 (EPUB) 普遍級  

我的 Ω 啊,請不要覺醒/櫻井ナナコ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24-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的可愛男友望月/るなつき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625-7 (EPUB) 限制級  

我的初夜與初戀,就全部都給你吧。: 

冷豔美女的工作命令 /蒼乃シュウ , 

春川メル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24-0 (EPUB) 

限制級  

我的英雄學院/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495-4 (第

34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我的家政夫是淫魔或許也說不定/野

宮とも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27-1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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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臭臉老婆/赤原ねぐ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96-8 (EPUB) 

限制級  

我的臭臉老婆. II/赤原ねぐ作; 張芳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18-

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的騎士是黑貓 /山葵マグロ原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3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64-2 (平裝) 限制級  

我們的伊甸園從不信神/一ノ瀬ゆま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321-617-4 (上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1-618-1 (下冊:平裝) 普遍級  

我們的伊甸園從不信神. 下/一ノ瀬

ゆま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51-8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伊甸園從不信神. 上/一ノ瀬

ゆま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33-4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後續/アマミヤ作; 藤崎スグ

ル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10-3 (EPUB) 限制級  

我們的後續/アマミヤ作; 藤崎スグ

ル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11-0 (PDF) 限制級  

我們被命運厭惡/KINCO 作; 熊次郎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37-0 (平裝) 限制級  

我家的貓又在幹怪事了。. 5/卵山玉

子作; 柯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77-6 (EPUB) 普遍級  

我家的貓又在幹怪事了。. 5/卵山玉

子作; 柯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78-3 (PDF) 普遍級  

我推的孩子. 6/赤坂アカ原作; 橫槍

メンゴ漫畫; 林香吟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19-8 (EPUB) 普遍級  

我被性癖怪異的男人盯上了。. 2/bov

作; 青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21-1 

(EPUB) 限制級  

我被狡猾男給撿回家了啦/うすいし

っぽ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623-3 (EPUB) 限

制級  

我 對 後 輩 的 愛 , 束 手 無 策 /Rakuta 

Shok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04-4 

(EPUB) 限制級  

找尋真心喜歡上的方法: 老師與我的

攻防戰/Yuu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08-5 (EPUB) 普遍級  

杜鵑婚約/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04-3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杖與劍的魔劍譚/大森藤ノ原作; 青

井聖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9449-7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杖與劍的魔劍譚. 1/大森藤ノ原作; 

青井聖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553-1 (EPUB) 普遍級  

沉迷於自拍 SNS 的秘湯部落客 OL 被

強制性連結/エアリーソック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01-2 (平裝) 

NT$280 限制級  

狂熱深淵 NIRVANA/海法紀光, 深見

真原作; 塩野干支郎次漫畫; 謝子庭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645-3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男友不願意和我愛愛!: 童顏巨乳處

女的床事煩惱/かずいち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22-6 (EPUB) 限制級  

男裝女孩與嬌嬌女/もちオーレ原作; 

majoccoid 漫畫;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458-9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赤髮白雪姬/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036-

3 (第 22 冊:平裝) 普遍級  

那傢伙的真命天子/田中鈴木作; Q 太

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13-6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來不及等到未來/ぼんち作; 夜原優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38-0 (平裝) 限制級  

來不及等到未來/ぼんち作; 夜原優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64-9 

(PDF) 限制級  

來不及等到未來/ぼんち作; 夜原優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65-6 

(EPUB) 限制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星森雪最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冊 .-- ISBN 978-626-00-6782-

3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00-

6783-0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和哥哥們相愛,相殺。/遠山繪麻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87-8 (平裝) 限制級  

和壞男人結婚: 這場婚姻,是失敗還

是成功?/藤東馬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03-7 (EPUB) 普遍級  

夜畫帳 . 第二部 . 第四卷 /Byeonduck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4-458-3 (平裝) NT$320 限制級  

妻子變成小學生。. 2/村田椰融作;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55-5 

(EPUB) 普遍級  

妻子變成小學生。. 3/村田椰融作;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54-8 

(EPUB) 普遍級  

孤高獸人和單蠢不良/ひじき作; 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32-6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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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服從學園性活: 國王的命令是?

絕...對...的.../ぱらら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21-9 (EPUB) 限制級  

帕秋莉.諾蕾姬快感紀錄. I/てち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97-8 (平裝) 

NT$210 限制級  

幸福的家庭/青沼原作; 市井時計漫

畫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19-1 (EPUB) 

普遍級  

彼岸島 48 天後.../松本光司作; 林武

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68-0 (第 17 冊:平裝) 限制級  

怪物事變 /藍本松漫畫; 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874-0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怪物事變. 15/藍本松作; 伶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44-0 (EPUB) 普遍級  

怪獸 8 號/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777-

9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性教育 120%/田滝ききき原作; ほと

むら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1-611-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612-9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性教育 120%. 2/田滝ききき原作; ほ

とむら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52-5 (EPUB) 普遍

級  

性教育 120%. 3/田滝ききき原作; ほ

とむら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53-2 (EPUB) 普遍

級  

性感 x 塑身. 2/あちゅむち作; 蘇奕軒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20-4 (EPUB) 

普遍級  

性搜小隊/鯨川良作; 李昆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69-

7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承慈愛 ,然鹿鳴 (全一冊 )(電子特典

版)/春之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21-4 (EPUB) 限制級  

明天可能會愛你/山下街作; chun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43-

6 (平裝) 限制級  

明天可能會愛你(全一冊)/山下街作; 

ch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45-7 

(EPUB) 限制級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9/博作; 陳秀玫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46-4 (EPUB) 

普遍級  

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柚木 N'作; 逝

人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73-3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 3/柚木 N 作; 逝

人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47-1 (EPUB) 

限制級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4/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194-7 (平裝) NT$480 限制級  

東京: 四季(首刷限定版)/ハル作; 李

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647-7 (全套:

平裝) NT$350 限制級  

東京卍復仇者. 10/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57-9 (EPUB) 

普遍級  

泥沼: Because I Love You/ともち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23-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炎炎消防隊/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06-7 (第 3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炎炎消防隊. 30/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64-7 (EPUB) 

普遍級  

爸爸也想要/世尾せりな作; 張舜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17-3 (第

5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狐緣 /ナヅキアキラ作 ;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36-4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直到你打開那扇門為止/壱ぼむ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20-2 (EPUB) 限制級  

直到融化在王子的熱情為止/貓野ま

りこ原作;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65-9 (平裝) 

限制級  

直到懷你的孩子為止 /ヤマ♥びっ

こ 作 ; 刻 托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97-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臥底威龍/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63-

5 (第 58 冊:平裝) 限制級  

芭 樂 歌 BLA BLA SONG/PETER 

MANN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22-6 (平裝) 普遍級  

阿宅的戀愛太難. 11/ふじた作; 翁蛉

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09-5 (EPUB) 

普遍級  

阿爾巴少年和地獄女王/森永ミキ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19-4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雨夜之月 /くずしろ作 ;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614-9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青春三角/TaaRO[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525-

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526-5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 

ISBN 978-957-26-9527-2 (第 1 冊:平裝

首刷盒裝限定版) 限制級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村田真優作; 

Arieru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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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35-6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青鳥的幻象/大小喵[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08-5 (平裝) .-- ISBN 978-

957-26-9709-2 (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

遍級  

青與紳士/秋平しろ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56-4 (EPUB) 

普遍級  

青與紳士/秋平しろ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57-1 (PDF) 

普遍級  

俊 美 男 子 愛 上 我 / 夢 唄 よ つ ば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38-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勇 者 啊 跪 下 對 我 獻 媚 吧 !/如 月 瑞 , 

RAIDEN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36-3 (EPUB) 

限制級  

後輩居然是小惡魔!?/淡夢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7 .-- 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199-2 ( 平 裝 ) 

NT$180 限制級  

思春期性愛= 思春期セックス/メガ

ねい作; 江東譯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

設計, 11107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441-9-7 (平裝) 限制級  

急戰 5 秒殊死鬥/はらわたさいぞう

原案 ;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 小天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72-6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急戰 5 秒殊死鬥. 8/はらわたさいぞ

う原案;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小天野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48-8 (EPUB) 

普遍級  

恰如細語般的戀歌. 5/竹嶋えく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49-5 

(EPUB) 普遍級  

映 入 眼 中 的 藍 / か ざ み 幸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40-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流汗吧!健身少女. 7/三肉必起.牙霸

子原作; 泪紫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947-0 (PDF) 普遍級  

流汗吧!健身少女. 7/三肉必起.牙霸

子原作; 泪紫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948-7 (EPUB) 普遍級  

派對咖孔明. 6/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

亮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58-6 (EPUB) 普遍級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三部敬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1-604-

4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

605-1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8/三部敬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54-9 (EPUB) 普遍級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9/三部敬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55-6 (EPUB) 普遍級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9/渡真仁作

畫, 暁なつめ原作;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68-5 (EPUB) 普遍級  

皇帝與怪物/akabeko 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92-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看 似 陰鬱 的鄰 居其 實是輕 佻 女子

/sage.ジョー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192-3 (平裝) NT$200 限制級  

砂上之蝶渴望被囚禁/夕波楓[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84-9 (EPUB) 限制

級  

科多.馬提斯 CORTOMALTESE: 在西

伯利亞 /雨果 .帕特(Hugo Pratt)漫畫; 

賴亭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

文化, 111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9-413-9 (精裝) NT$680 普

遍級  

穿越羅浮宮= La traverse du Louvre/大

衛.普魯東(David Prudhomme)作; 喬一

樵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辣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80-7-8 (EPUB) 普遍級  

紅色玩具店. 2/KJK 著; 楊蕙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77-4 

(PDF) 普遍級  

紅線情/宮坂香帆作; 蔡雨璇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726-7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紅線情. 9/宮坂香帆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21-9 (PDF) 

普遍級  

紅線情. 9/宮坂香帆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22-6 (EPUB) 

普遍級  

紅繩子= The red rope/高秉涵原著 ; 

JULAI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

力,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45-6 (平裝) NT$240 普

遍級  

耐心等待熟成的戀愛果實/鶴子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85-6 (EPUB) 限制

級  

要不要跟我交往看看呢?: 被年下男

友寵溺的我/Kako Matsunari 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18-4 (EPUB) 普遍級  

貞操觀念零分的女友人與夏日祭典/

水龍敬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70-1 

(PDF) 限制級  

貞操觀念零分的女友人與夏日祭典/

水龍敬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71-8 

(EPUB) 限制級  

重版出來!/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71-9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重版出來!. 17/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

夜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50-1 (EPUB) 

普遍級  

風 暴 中 的 花 / 佐 藤 ア キ ヒ ト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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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93-9 (平裝) 限制級  

香格里拉.開拓異境: 糞作獵手挑戰

神作. 1/硬梨菜原作; 不二涼介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611-8 

(EPUB) 普遍級  

香格里拉.開拓異境: 糞作獵手挑戰

神作. 2/硬梨菜原作; 不二涼介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612-5 

(EPUB) 普遍級  

埃及豔后與鐵十字/真鍋讓治作; 逝

人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70-2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埃及豔后與鐵十字. 4/真鍋讓治作; 

逝人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51-8 

(EPUB) 普遍級  

夏日時光/田中靖規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430-5 (第 6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50 普遍級  

夏日時光/田中靖規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678-1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9679-8 (第

8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

26-9680-4 (第 9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9681-1 (第 10 冊:平

裝) NT$130 .-- ISBN 978-957-26-9682-

8 (第 7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130 .-

- ISBN 978-957-26-9683-5 (第 8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130 .-- ISBN 978-

957-26-9684-2 (第 9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130 普遍級  

姬之崎櫻子今天依然惹人憐愛/安田

剛助作;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321-609-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610-5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姬之崎櫻子今天依然惹人憐愛. 1/安

田剛助作;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56-3 (EPUB) 普遍級  

姬之崎櫻子今天依然惹人憐愛. 2/安

田剛助作;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57-0 (EPUB) 普遍級  

家有女友. 11/流石景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86-9 (EPUB) 限制

級  

家庭教師 HITMAN REBORN!(愛藏

版)/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

9461-9 (第 16 冊 :平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9462-6 (第 17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957-26-9463-

3 (第 18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26-9464-0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9465-7 (第

20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

26-9466-4 (第 2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9467-1 (第 16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250 .-- ISBN 978-

957-26-9468-8 (第 17 冊:平裝首刷附

錄 版 ) NT$250 .-- ISBN 978-957-26-

9469-5 (第 18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50 .-- ISBN 978-957-26-9470-1 (第

19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50 .-- 

ISBN 978-957-26-9471-8 (第 20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250 .-- ISBN 978-

957-26-9472-5 (第 21 冊:平裝首刷附

錄版) NT$250 普遍級  

展開雙臂化為羽翼 /山田ノノノ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85-9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島嶼狂想曲: 聽台灣在唱歌/日安焦

慮, 森森 sen, 曾耀慶, 搖滾貓, 左萱, 羅

寗 Ning Lo, 草千, Peter Mann, 木可柯, 

GGDOG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986-

319-663-1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島嶼狂想曲: 聽台灣在唱歌. Disc 1/日

安焦慮, 森森 sen, 曾耀慶, 搖滾貓, 左

萱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9-661-7 (平裝) 普遍級  

島嶼狂想曲: 聽台灣在唱歌. Disc 2/羅

寗 Ning Lo, 草千, Peter Mann, 木可柯, 

GGDOG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662-4 (平裝) 普遍

級  

拳願阿修羅. 27/三肉必起.牙霸子原

作 ; 沙 輪 忍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52-5 (EPUB) 普遍級  

拳願奧米迦/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8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69-6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捕食目標雛鳥君 /みよしあやと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36-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海盜戰記 VINLAND SAGA/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10-4 (第 26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烏洛波洛斯的共鳴. 後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72-5 (PDF) 

限制級  

烏洛波洛斯的共鳴. 後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86-2 

(EPUB) 限制級  

特殊傳說(漫畫). 學院篇/護玄原著腳

本; 紅麟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1105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43-2 (第 6 冊:平裝) 普遍

級  

特殊體質的白衣助手: 獸人性成長紀

錄/仁井ちく作; JuRy 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7 .-- 16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00-6804-2 (平裝) 限制

級  

狼人: 獸人伯爵鍾愛的男娼/山本テ

ィ ナ 作 ; 猴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22-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2/かろちー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73-2 (PDF) 限制級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2/かろちー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74-9 (EPUB) 限制

級  

真假茱莉葉. Ⅱ/絵夢羅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85-4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祕密的箱庭/梢子作; LYT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737-3 (平

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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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希同學是情趣玩具/亞眼作; 蘇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47-2 (平裝) 限制級  

祐希同學是情趣玩具/亞眼作; 蘇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60-1 

(EPUB) 限制級  

祐希同學是情趣玩具/亞眼作; 蘇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61-8 

(PDF) 限制級  

神之雫 最終章: Mariage. 25/亞樹直, 

沖本秀作; 涂翠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51-7 (EPUB) 普遍級  

神之雫 最終章: Mariage. 25/亞樹直, 

沖本秀作; 涂翠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52-4 (PDF) 普遍級  

神之子們的懺悔/千歲四季作; 花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30-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3/山田ヒツジ作;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53-1 (EPUB) 普遍級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3/山田ヒツジ作;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54-8 (PDF) 普遍級  

逆轉男友: 心機可愛的男偶像 x 肌肉

派男演員/Natsuba jun, Meshi 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02-0 (EPUB) 限制級  

逆轉男友: 偏激攻(暫定)x 傲嬌受(暫

定)/Ichi Ishikaw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05-1 (EPUB) 限制級  

迷亂的不治之症/古川ふみ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49-4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酒醉撲倒心上人的弟弟/non food 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47-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高水準獸人: 我和高水準獸人成為家

人了/doji 作; 陳家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7 .-- 16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2-842-9 (平裝) 限制

級  

高水準獸人: 我和高水準獸人成為家

人了(全一冊)/doji 作; 陳家恩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53-2 (EPUB) 限制級  

高冷帥哥與我的加班情事/赤羽チカ, 

坂井志緒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37-0 (EPUB) 

限制級  

高 谷 君 正 在 單 戀 課 長 中 /yuri, Su, 

Miyako Tsuzu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17-7 (EPUB) 普遍級  

高潮童年玩伴溺愛中/いけがみ小 5

作 ; 張 芳 馨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21-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高 牆 內 的 髮 廊 / 小 日 向 ま る こ 作 ;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48-1 (平裝) 普遍級  

鬼上司.獄寺先生想被曝光。/あらた

六花作; 魏嫚秀譯 .-- 初版二刷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5 .-- 17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004-7 (平裝) 限制

級  

鬼滅之刃 塗繪帳: 橙/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73-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鬼滅之刃 塗繪帳: 藍/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72-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鬼與蛇/ゆいつ作; 李其馨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639-2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偽善的兩極/はる作; 夜原優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51-9 (PDF) 

限制級  

偽善的兩極/はる作; 夜原優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52-6 (EPUB) 

限制級  

偽 裝 的 真 實 之 吻 / 末 広 マ チ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30-2 (平裝) NT$150 .-- ISBN 

978-957-26-9696-5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80 限制級  

停不下來的啊啊安可聲/加藤スス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6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39-7 (平裝) 限制級  

停不下來的啊啊安可聲/加藤スス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58-8 (PDF) 限制級  

停不下來的啊啊安可聲/加藤スス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59-5 (EPUB) 限制級  

做與愛這兩回事/まぶた単作; 吳美

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699-

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偶像 V 是我的性伴侶. 總集篇/藤崎

ひかり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190-9 (平裝) NT$280 限制級  

偶像之王/若木民喜作; 平川遊佐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065-

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國王排名動畫完全設定資料集/ホビ

ー書籍編輯部作; 林琬清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24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70-7 (平裝) 

普遍級  

寄生蟲 諾亞/慧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04-3 (第 3 冊:平裝) NT$280

限制級  

寄生蟲 諾亞. 1/慧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75-6 (PDF) 限制級  

寄生蟲 諾亞. 1/慧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76-3 (EPUB) 限制級  

專職出軌: 日漸沉淪的主夫與主婦/

甘詰留太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2-868-9 (第 3 冊:平

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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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出軌: 日漸沉淪的主夫與主婦. 

3/甘詰留太作; shaunte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2-954-9 (EPUB) 限制級  

專屬你的偶像/三池ろむこ作;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97-5 (EPUB) 

限制級  

從身體開始的戀愛不行嗎?/MEGUM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86-3 (EPUB) 

限制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 <<憧憬>>/うさぎ

な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195-4 (平裝) NT$210 限制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毒蛇>>/うさぎな

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77-0 

(PDF) 限制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毒蛇>>/うさぎな

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87-9 

(EPUB) 限制級  

掠奪之春,心箭指向/Matsudaira Tetsu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01-3 (EPUB) 

限制級  

啟示錄四騎士/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03-6 (第 7 冊:

平裝) NT$110 普遍級  

啟示錄四騎士. 3/鈴木央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08-8 (EPUB) 

普遍級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 作 ; 

黃依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13-5 (第 3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8-051-6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38-052-3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淫蕩的貓會藏住爪子/嶋二作; 流川

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70-3 (平裝) 限制級  

深海的兩人/冬乃郁也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791-

5 (平裝) 限制級  

深海魚掉進甜蜜的初戀了。/七微作; 

亞雷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6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33-5 (平裝) 限制級  

理想結婚對象居然是公司的女性後

輩。/三浦コズミ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38-7 

(EPUB) 限制級  

異人茶跡/張季雅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986-319-682-2 ( 全 套 : 平 裝 ) 

NT$1500 普遍級  

異世界召甘. V, 精靈的媽媽是你喜歡

的菜嗎?/あんざゆう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178-7 (PDF) 限制級  

異世界召甘. V, 精靈的媽媽是你喜歡

的菜嗎?/あんざゆう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179-4 (EPUB) 限制級  

異世界的處置依社畜而定/八月八原

作; 采和輝漫畫;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7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59-7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異世界的處置依社畜而定. 1/八月八

原作; 采和輝漫畫; 呂郁青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56-3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魔術師不用詠唱魔法 THE 

COMIC. 1/もち原作; こつぱむ漫畫;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78-5 

(EPUB) 限制級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masha 漫畫; 

天原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86-3 (EPUB) 普遍

級  

皎潔深宵之月/山森三香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447-3 (第

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眼鏡美女總是冷淡對應我/zen 9 作;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47-4 (平裝) 限制級  

眼 鏡 美 女 總 是 冷 淡 對 應 我 ( 全 一

冊)/zen 9 作; 賴詠新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79-2 (EPUB) 限制級  

第 二 次 初 夜 / ア ヒ ル 森 下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48-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組 長 女 兒 和 保 姆 . 3/ つ き や 作 ; 

CHIKA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81-5 

(EPUB) 普遍級  

終末的後宮/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496-1 (第 15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終 末 的 後 宮 奇 想 曲 /LINK 原 作 ; 

SAVAN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00-5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終結的熾天使/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

和漫畫;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9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867-2 (第 25 冊:平裝) 普

遍級  

終結的熾天使. 25/鏡貴也原作; 山本

大和漫畫; 弁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80-8 (EPUB) 普遍級  

被你睡算我衰/にこ山 P 蔵作;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38-7 (平裝) 限制級  

被背叛的 S 級冒險者決定跟心愛的

奴隸們組成奴隸後宮公會. 1/柊咲原

作; 川田暁生漫畫; 李俊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82-2 (EPUB) 

限制級  

被演員後輩擁抱的工作/藤田カフェ

コ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41-2 (平裝) 限制級  

被演員後輩擁抱的工作(全一冊)/藤

田カフェコ作; 都雪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77-8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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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幫助過的流氓盯上了/与一マキナ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46-7 (平裝) .-- ISBN 978-626-

340-043-6 (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這次我絕對不再犯錯!/空谷玲奈原

作; はるかわ陽漫畫;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607-

5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這是命令 ,臣服就有獎勵 /三栖よこ

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6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744-1 (平裝) 限制級  

這就是鴻池教授的陷阱傳說。: 距離

沉淪前......還有 1 秒/佐々江典子作 .-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39-4 (EPUB) 限制級  

這樣的 Ω 我可以保護他 24 小時(全

一冊)/小鴨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62-4 (EPUB) 限制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15/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607-1 

(EPUB) 普遍級  

逞強的處男無法抗拒快感!/ばんどう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16-0 (EPUB) 

限制級  

都已經濕成這樣,是在引誘我嗎?: 想

被他擁抱的危險男人 /庭鳥ヒナコ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15-3 (EPUB) 

限制級  

野生.野獸.野性日常/鬼嶋兵伍作; 馮

鈺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616-

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しおこんぶ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89-3 (第

2 冊:平裝) NT$200 限制級  

野獸與巧克力: 豹變社長的吻讓人融

化/AJI DOUMOR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00-6 (EPUB) 限制級  

麻雀白蛇求愛論/夏生んな作; 張芳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74-6 (EPUB) 

限制級  

麻辣教師 GTO.失落的樂園. 16/藤沢

亨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41-5 (EPUB) 普遍級  

傑尼斯男爵的可疑工作. 1/佐崎いま, 

高瀬ろく作; 布丁媽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594-4 (EPUB) 限制級  

喪屍.逃命.性愛. 2/淀川ゆお作; 布丁

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02-6 (EPUB) 

限制級  

尋神的旅途. 13/高山しのぶ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68-7 (EPUB) 普遍級  

尋神的旅途. 13/高山しのぶ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69-4 (PDF) 普遍級  

尋神的旅途. 14/高山しのぶ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70-0 (EPUB) 普遍級  

尋神的旅途. 14/高山しのぶ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771-7 (PDF) 普遍級  

就是不讓你吻我/露久ふみ作; 曾怡

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440-

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就 喜 歡 不 阿 諛 奉 承 , 貪 心 的 妳 。

/Ichijiku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99-3 

(EPUB) 普遍級  

就算妳叫我叔叔也不會放開妳喔?: 

我的監護人溺愛又絕倫 /杠野水春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41-7 (EPUB) 限制

級  

惡癖/イイモ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0-6745-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00-6746-5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惠與亞實/S 井ミツル作; 澤野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11-1 (第 4 冊: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森林裡的熊先生,冬眠中。. 1/ハルチ

カ作; 青文, Galassia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59-4 (EPUB) 限制級  

棒 球 大 聯 盟 2nd. 22/ 滿 田 拓 也 作 ; 

yoshik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60-0 

(EPUB) 普遍級  

湛藍色的愛戀/市川けい原作; 小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6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67-3 (第 5 冊:平裝) 限制級  

渴望愛情的心與兔子病(全一冊)/日

巻いと作; ALATA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58-7 (EPUB) 限制級  

無法被寬恕的我們/Yui Ashihara 作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14-6 (EPUB) 普遍

級  

無能戀愛諮商中心/穀子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63-9 (平裝) 

普遍級  

無從寄託的戀情住處/慧作; 李其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618-7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無節操☆Bitch 社. 4/おげれつたなか

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75-3 

(EPUB) 限制級  

發展中的性癖情事/Vanilla Bow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98-6 (EPUB) 限制

級  

發情?!加油啊巴巴拉醬 /ひなた悠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80-0 (PDF) 

限制級  

發情?!加油啊巴巴拉醬 /ひなた悠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81-7 (EPUB) 

限制級  

發熱浴室/ARUKU 作; 紅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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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71-

0 (平裝) 限制級  

結不了婚的醫師擬定超完美契約婚

姻: 斜槓女孩墜入性慾旺盛的甜蜜陷

阱/佐藤雪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40-0 (EPUB) 

限制級  

結界師(完全版)/田辺伊衛郎作;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473-2 (第 11 冊:平

裝) NT$360 .-- ISBN 978-957-26-9474-

9 (第 12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

957-26-9475-6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57-26-9476-3 (第

14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

26-9477-0 (第 15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26-9478-7 (第 16 冊:平

裝) NT$360 .-- ISBN 978-957-26-9479-

4 (第 17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

957-26-9480-0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57-26-9481-7 (第

1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957-26-9482-4 (第 12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

957-26-9483-1 (第 13 冊:平裝首刷附

錄 版 ) NT$360 .-- ISBN 978-957-26-

9484-8 (第 14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957-26-9485-5 (第

15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957-26-9486-2 (第 16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

957-26-9487-9 (第 17 冊:平裝首刷附

錄 版 ) NT$360 .-- ISBN 978-957-26-

9488-6 (第 18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普遍級  

結婚,在那之後/星河夜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64 面; 26X22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03-6 ( 平 裝 ) 

NT$260 限制級  

結緣甘神神社. 1/内藤 Marcey 作; 加

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59-3 (EPUB) 

普遍級  

絕對會變成 BL 的世界 VS 絕不想變

成 BL 的男人/紺吉作; 周芝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72-

7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菁英醫生不可告人的煩惱. II/藤河る

り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15-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虛構推理/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

畫; 光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02-9 (第 17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詐 欺 結 婚 戀 愛 中 / 愛 染 マ ナ 作 ; 

AKIRA 譯 .-- 臺北市 : 紳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57-0 

(EPUB) 限制級  

詐 欺 結 婚 戀 愛 中 / 愛 染 マ ナ 作 ; 

AKIRA 譯 .-- 臺北市 : 紳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58-7 

(PDF) 限制級  

超人 X/石田スイ作; 林琬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38-069-1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38-074-5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距離這麼近怎麼談戀愛(全一冊)/中

田アキラ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57-0 (EPUB) 限制級  

距離與同事接吻還剩 xx 天 /Asuka 

Sakura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13-9 

(EPUB) 普遍級  

開始當爸爸的兩人more/汐にがり作; 

亞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76-1 

(EPUB) 普遍級  

飯店大王勇於表白. 拉斯維加斯篇/

慧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6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442-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黃金神威/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064-

6 (第 26 冊:平裝) 普遍級  

黑暗集會/近藤憲一作; 李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866-

5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黑暗集會. 5/近藤憲一作; 李俊銘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75-4 (EPUB) 普遍

級  

黑貓的甜蜜輕咬/華谷艷作; 曲冰熙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冊 .-- ISBN 978-626-00-6780-9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626-00-6781-6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黑貓夢想著狼王子 /野津ウドン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48-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傲嬌少校的愛情/椎名秋乃作; 吳美

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698-

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 2/マツモ

トケンゴ作; 郭子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55-5 (EPUB) 普遍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 2/マツモ

トケンゴ作; 郭子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56-2 (PDF) 普遍級  

嫉妒使愛面露愁容(全一冊)/汀えい

じ作 ;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73-0 (EPUB) 限制級  

感傷星屑(全一冊)/四宮和作; 都雪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72-3 (EPUB) 

限制級  

想穿著制服被征服 /ななつの航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37-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想要一飲而盡你的淚/廣瀬アユム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86-1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愛情能使鬼推磨/高見乙作; 加奈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8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34-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搖曳露營△. 12/あ f ろ作; 陳楷錞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60-9 (EPUB) 普遍

級  

新手巨乳妻/大井昌和作; 鄭世彬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冊 .-

- ISBN 978-626-00-6789-2 (第 1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00-6790-8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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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0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1-603-7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8/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43-3 (EPUB) 普遍級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9/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46-4 (EPUB) 普遍級  

新網球王子/許斐剛作; 依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865-8 (第

31 版:平裝) 普遍級  

新網球王子. 31/許斐剛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71-6 (EPUB) 普遍

級  

溺愛、解禁。: 無法拒絕年下青梅竹

馬的求愛衝動/Tsuzur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97-9 (EPUB) 限制級  

溫熱的銀蓮花/桜木蓮著; 蕭嘉慧譯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日 月 書 版 ,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2-12-6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照亮這座城市的重生之日/本郷地下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93-4 (平裝) NT$170 限制級  

當挑逗成為事實!: 上床就會變成義

務/福徳紗織, 藤本透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49-3 (EPUB) 限制級  

聖女大人?不,我只是路過的魔物使!: 

絕對無敵的聖女與毛茸茸踏上旅途/

犬魔人原作; 飯島とい作畫; 潘琳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64-1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聖女大人?不,我只是路過的魔物使!: 

絕對無敵的聖女與毛茸茸踏上旅途. 

1/犬魔人原作; 飯島とい作畫; 潘琳

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70-9 (EPUB) 

限制級  

落第賢者的學院無雙 /白石新原作; 

けんたろう漫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2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63-4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跳舞的笨蛋與腐敗的壞人. 下/おか

ねソラ作; HARU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69-3 (EPUB) 限制級  

跳舞的笨蛋與腐敗的壞人. 上/おか

ねソラ作; HARU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68-6 (EPUB) 限制級  

達爾文遊戲. 20/FLIPFLOPs 作; 陳鈞

然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67-9 (EPUB) 

普遍級  

隔壁的男子/hagi 作; 帽子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616-7 (平

裝) 普遍級  

隔壁的男子/hagi 作; 帽子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58-7 (EPUB) 

普遍級  

雷丘律師有話要說/雷丘律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5-270-6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夢的化石: 今敏全短篇/今敏作; 馬世

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8-58-0 (EPUB) 普遍級  

對兒時玩伴痴情過頭,讓我愛得心很

累/Tomitsuka Miyako 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896-2 (EPUB) 限制級  

彆扭的愛。/高城リョウ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427-5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9428-2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徹夜之歌/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455-8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徹夜之歌. 2/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66-1 (EPUB) 普遍級  

摺紙戰士 A/周顯宗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2-862-7 (第 8 冊:平

裝) 普遍級  

摺紙戰士 A. 8/周顯宗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2-964-8 (EPUB) 普遍級  

熊星人蓋亞能源遺跡之謎. 3/比歐力

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6-43-9 (EPUB) 普遍級  

熊星人蓋亞能源遺跡之謎. 3/比歐力

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6-44-6 (PDF) 普遍級  

熊星人蓋亞能源遺跡之謎. 4/比歐力

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6-41-5 (EPUB) 普遍級  

熊星人蓋亞能源遺跡之謎. 4/比歐力

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6-42-2 (PDF) 普遍級  

監獄漫畫家. 3/謬齡大叔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44-9 (EPUB) 普遍級  

瞄準我的大姐姐/神毛物由宇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91-6 (平裝) 

NT$210 限制級  

綠之歌: 收集群風(上/下)(博客來獨

家特別版)/高妍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5-150-5 (EPUB) 普遍級  

與上司打好關係的方法/宝井さき作; 

吳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51-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與野獸形影相依 /八十庭たづ原作; 

鳥海よう子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12-7 (平裝) 

限制級  

與遊戲網友見面,來的是職場鬼上司. 

II/ん村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3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19-7 (平裝) 限制級  

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

險. 4/池澤真漫畫; 津留崎優原作; 弁

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96-9 (EPUB) 

普遍級  

遞變之青/オオヒラヨウ作; 風花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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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40-

5 (平裝) 限制級  

遞變之青(全一冊)/オオヒラヨウ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92-1 

(EPUB) 限制級  

嬌喘攻: 最愛男友的暖男 x 可愛肉食

男/Ichi Ishikaw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895-5 (EPUB) 限制級  

影姬的婚禮/京町妃紗作; 盧昀詩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776-

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獎勵要在眼鏡拿掉後/Kevin Tobidase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12-2 (EPUB) 

限制級  

談場普通的戀愛(全一冊)/テラシマ

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86-0 

(EPUB) 限制級  

請不要放開這雙手/咲本﨑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839-9 (平裝) 限制級  

請不要放開這雙手(全一冊)/咲本﨑

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91-4 

(EPUB) 限制級  

請問可以幫你按摩嗎?: 男性專門芳

香精油按摩館/白蜜ダイヤ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87-0 (EPUB) 限制級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Koi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58-5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請讓我一個人生活吧!/夏乃あゆみ

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7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811-0 (平裝) 普遍級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リムコロ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06-8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10/リムコロ

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59-4 (EPUB) 普遍級  

誰叫他如此可愛,還生了 2 個孩子/猫

田リコ作; 趙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00-2 (EPUB) 限制級  

誰叫她今天不在身邊/岩見樹代子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43-9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80-7 (第 25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鬧脾氣的依戀物(全一冊)(電子特典

版)/高乃トキ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22-1 (EPUB) 限制級  

魅魔的速食性愛. 本篇/関谷あさみ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93-0 (平

裝) NT$230 限制級  

鴆: 天狼之眼 /文善やよひ作; 木易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32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46-2 (平裝) 限制級  

學姐對我做的事. 2/笹森トモ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82-4 (PDF) 限制級  

學姐對我做的事. 2/笹森トモ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83-1 (EPUB) 限制

級  

學長,請教我戀愛嘛/ジョゼ作; 和靜

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55-9 (平裝) 限制級  

學長,請教我戀愛嘛(全一冊)/ジョゼ

作; 和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00-9 (EPUB) 限制級  

戰國權兵衛. 5/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91-3 (EPUB) 

普遍級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 7/山本

崇一朗原作; 稻葉光史漫畫; 泪紫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75-3 

(EPUB) 普遍級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 7/山本

崇一朗原作; 稻葉光史漫畫; 泪紫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76-0 

(PDF) 普遍級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山本崇一朗

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57-8 (第 16 冊:平裝) 普遍級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15/山本崇

一朗作; 泪紫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977-7 (EPUB) 普遍級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15/山本崇

一朗作; 泪紫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978-4 (PDF) 普遍級  

擁有超廢技能「沒存在感」的公會

職員其實是傳奇刺客. 1/ケンノジ原

作; 荒木風羽漫畫; 賴詠新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97-6 (EPUB) 普遍級  

機動戰士鋼彈桑/矢立肇, 富野由悠

季原案; 大和田秀樹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

601-3 (第 19 冊:平裝) 普遍級  

機械女僕.瑪麗/あきもと明希作; 揪

揪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24-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激烈的 f 羅曼史/やまち作; 李芸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8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31-9 (平裝) 

NT$170 限制級  

蕉兵戰時記/陳中寧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69-3 (EPUB) 普遍

級  

貓妖傳/艾莉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5-269-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貓與海的彼端/星期一回收日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

670-9 (平裝) 普遍級  

貓與海的彼端/星期一回收日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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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73-0 

(EPUB) 普遍級  

鋼鐵與迅雷(全一冊)/小鬼 36℃作; 游

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98-3 (EPUB) 限制級  

閻王帖/柚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1105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46-3 ( 中 冊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閻王帖. 中/柚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9-48-7 (EPUB) 普遍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天野明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67-7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優木同學是我的東西/らま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7 .-- 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198-5 (平裝) 限制

級  

幫派大哥是初戀小偷。: 黑道千金忍

不住甜膩呻吟/南香かをり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48-6 (EPUB) 限制級  

懦弱的旁觀者/山本アタル作; 馮鈺

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52-

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檜山健太郎懷孕了/坂井惠理作; 平

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79-0 (EPUB) 普遍級  

檜山健太郎懷孕了/坂井惠理作; 平

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80-6 (PDF) 普遍級  

糟糕的你最棒了(全一冊)(電子特典

版)/時羽兼成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05-4 (EPUB) 限制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畑健二郎作; 柯冠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062-2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2/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79-1 (EPUB)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2/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80-7 (PDF)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3/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81-4 (EPUB)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3/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82-1 (PDF)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4/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83-8 (EPUB)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4/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84-5 (PDF)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5/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85-2 (EPUB)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5/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86-9 (PDF) 普遍級  

膽大黨/龍幸伸作; 蔡夢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21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497-8 (第 5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還是處子的淫魔難道不行嗎?/入日

マロ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743-4 (平裝) 限制級  

隱藏在謊言下的愛/丹野ちくわぶ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649-

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雖然做了愛,但那不是喜歡/やん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6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735-9 (平裝) 限制級  

鮮艷色彩有劇毒 /あやみね稜緒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38-2 (平裝) 限制級  

鮮艷色彩有劇毒(全一冊)/あやみね

稜緒作; 都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90-7 (EPUB) 限制級  

禮儀講師.黑咲/高城リョウ作; 李其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535-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藍色時期/山口飛翔作; Niva 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508-1 (第 12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1/

鴉びえろ作; 倚風沐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99-0 (EPUB) 普遍級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

み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322-831-3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2-832-0 (第 7 冊:平裝特別版) 

普遍級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7/山口悟作; ひだかな

み漫畫; 霖之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01-6 (EPUB) 普遍級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走投無路!瀕臨毀滅篇. 

2/nishi 作; 霖之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03-0 (EPUB) 普遍級  

轉生為第七王子,隨心所欲的魔法學

習之路/謙虚なサークル原作; 石沢

庸介作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448-0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離家出走的鴨梨子/C4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128 面; 

16 公分 .-- ISBN 978-626-321-629-7 (平

裝) 普遍級  

雙愛自殺(全一冊)/トジツキハジメ

作 ; 鍾 明 秀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87-7 (EPUB) 限制級  

騎乘之王. 7/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87-6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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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開綁住你的繩索 retie/緋汰しっぷ

作 ; 吳 美 嬅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84-5 (EPUB) 限制級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愛七ひ

ろ原作 ; あやめぐむ漫畫 ; 王志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587-0 (EPUB) 普遍級  

藤本樹短篇集. 17-26/藤本樹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431-2 (全套:平裝) 

NT$320 普遍級  

鏡之孤城/辻村深月原作; 武富智漫

畫; 籃球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7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61-0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鏡之孤城. 1/辻村深月原作; 武富智

漫畫; 籃球丸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02-3 (EPUB) 限制級  

霧島繪美大人的新人教育(全一冊)/

浅ひるゆう作; 賴詠新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2-988-4 (EPUB) 限制級  

觸不可及的旅途盡頭. 1/鎌谷悠希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63-0 

(EPUB) 普遍級  

殲滅魔導的最強賢者/進行諸島原作; 

月澪, 彭傑作畫; 某ㄚ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7 .-- 18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2-860-3 (第 1 冊:平

裝) 普遍級  

蠟筆小新(愛藏版)/臼井儀人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621-7 (第 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622-4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

26-9623-1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624-8 (第 4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625-5 (第

5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

26-9626-2 (第 6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627-9 (第 7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628-6 (第

8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

26-9629-3 (第 9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630-9 (第 10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631-

6 (第 1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957-26-9632-3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57-26-9633-0 (第

1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

26-9634-7 (第 14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635-4 (第 15 冊:平

裝) NT$200 普遍級  

鐵界戰士.4/墨佳遼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93-7 (EPUB) 普遍

級  

霹靂英雄戰紀: 花語狐/霹靂國際多

媒體原作; D2 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528-

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529-6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

遍級  

魔女的使命/水薙竜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10-1 (第 17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魔法少女小娜系列. 1: 小娜的誕生: 

注定的安排/Kisana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88-6 (PDF) 普遍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3/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604-0 

(EPUB) 普遍級  

魔法使的新娘 詩篇.108: 魔術師「青」

/三田誠原作 ; ツクモイスオ漫畫 ;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454-

1 (第 3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魔術師希爾梵之店/池玲文作; 游若

琪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7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837-5 (平裝) 限制級  

魔術師希爾梵之店(全一冊)/池玲文

作 ; 游 若 琪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89-1 (EPUB) 限制級  

聽見向陽之聲: 春夏秋冬/文乃ゆき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8 .-- 2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056-1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變成怪獸的同志/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SCALY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81-3 (EPUB) 普遍級  

變成怪獸的同志/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SCALY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82-0 (PDF) 普遍級  

讓可愛的你變坦率的方法: 星座也忙

著戀愛 /ニコ作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888-7 (EPUB) 限制級  

角落小夥伴的生活: 一直這樣就好/

橫溝由里圖.文; 高雅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41-7 (EPUB) 

普遍級  

小說及雜文 

<<台北大空襲>>小說集/林立青, 朱

宥勳, 瀟湘神, 陳又津, 鍾旻瑞, 張嘉

真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75-2 (PDF) 普遍級  

<<台北大空襲>>小說集/林立青, 朱

宥勳, 瀟湘神, 陳又津, 鍾旻瑞, 張嘉

真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76-9 (EPUB) 普遍級  

*+9 大戰外星人/零子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9-7-3 (PDF) 普遍級  

*+9 大戰外星人/零子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9-8-0 (EPUB) 普遍級  

18℃的愛/風蕭藍黛著 .-- 初版 .-- 新

竹縣 : 方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73-8 (EPUB) 普遍級  

带枪出巡= Patro with guns/欲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07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41-3-

9 (精裝) NT$530 限制級  

ABC 謀殺案(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

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陳曉

東 譯  .-- 三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14-0 (EPUB) 普遍級  

Charlotte's web/E. B. White .-- 二版 .-- 

臺北市 : 書林, 11105 .-- 1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45-989-6 (平裝附

光碟片) NT$350 普遍級  



146 

 

Declaration of war/by Constance Hong .-

- 新竹市 : 洪佳伶, 11106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145-9 (平裝) 

普遍級  

H.O.P.E.沉默的希望/傅志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60-6 

(EPUB) 普遍級  

Larvatus prodeo/飯山太瘦生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墨扉,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39-0-9 (平

裝) NT$270 限制級  

Mr. right-學 神 男友 輕輕 寵 /椰子樹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09-7 

(PDF) 普遍級  

Mr. right-學 神 男友 輕輕 寵 /椰子樹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10-3 

(EPUB) 普遍級  

Proxy/Gary Gibson .-- first edition .-- 新

北市 : Brain in a Jar Books, 11107 .-- 

38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770-2-7 ( 平 裝 ) .-- ISBN 978-986-

06770-3-4 (精裝) 普遍級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26/長月

達平作; 黃盈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07-5 (EPUB) 普遍級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27/長月

達平作; 黃盈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08-2 (EPUB) 普遍級  

Stuart little/E. B. White .-- 二版 .-- 臺北

市 : 書林, 11105 .-- 1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991-9 (平裝附光碟

片) NT$350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25, Unital 

ring. IV/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45-7 

(EPUB) 普遍級  

Taiwan butterfly/Amadeus Rockefeller .-

- first edition .-- 高 雄 巿  : 陳 明 宇 , 

11105 .-- 1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70-1 (平裝) 普遍級  

Trumpet of the swan/E. B. White .-- 二

版 .-- 臺北市 : 書林, 11105 .-- 20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990-2 (平

裝附光碟片) NT$350 普遍級  

一,二,縫好鞋釦(20 週年紀念珍藏)/阿

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章

祖德, 古緖滿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21-8 (EPUB) 普遍級  

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5-668-2 (第 5 冊:

平裝) 普遍級  

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18-4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19-1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20-7 (第 8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721-4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22-1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55-9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756-6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757-3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一炮而紅/傻白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0-

6753-3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00-6754-0 ( 下 冊 : 平 裝 ) 

NT$260 限制級  

*七絕掌. 下冊/匡廬散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57-6 

(PDF) NT$300 普遍級  

*七絕掌. 上冊/匡廬散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34-7 

(PDF) NT$300 普遍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663-7 (第

26 冊:平裝) 普遍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78-1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79-8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80-4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681-1 (第 30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744-3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745-0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46-7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47-4 (第 3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48-1 (第 35

冊:平裝) 普遍級  

人間地獄 語言為器/京極夏彥著; 任

雙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75-9-0 (PDF) 普遍級  

人間地獄 語言為器/京極夏彥著; 任

雙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96-0-4 (EPUB) 普遍級  

八荒龍蛇.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4-1 

(PDF) NT$300 普遍級  

八荒龍蛇.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3-2 

(PDF) NT$300 普遍級  

八荒龍蛇.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7-1 

(PDF) NT$300 普遍級  

八荒龍蛇. 第五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3-3 

(PDF) NT$300 普遍級  

八荒龍蛇. 第六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6-4 

(PDF) NT$300 普遍級  

八荒龍蛇.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9-5 

(PDF) NT$300 普遍級  

*八極神童. 第一冊/愚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67-8 

(PDF) NT$300 普遍級  

*八極神童. 第二冊/愚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7-1 

(PDF) NT$300 普遍級  

*八極神童. 第三冊/愚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12-5 

(PDF) NT$300 普遍級  

*八極神童. 第四冊/愚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13-2 

(PDF) NT$300 普遍級  

*八駿雄飛. 第一冊/崔妙之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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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83-5 

(PDF) NT$300 普遍級  

*八駿雄飛. 第二冊/崔妙之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84-2 

(PDF) NT$300 普遍級  

*八駿雄飛. 第三冊/崔妙之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85-9 

(PDF) NT$300 普遍級  

十三級階梯/高野和明著; 劉姿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438-9 

(EPUB) 普遍級  

三幕悲劇(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莎.

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丁廷森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17-1 

(EPUB) 普遍級  

上古守則的魔法騎士. I/羊太郎作; 劉

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543-2 

(EPUB) 普遍級  

凡 妮 莎 / 凱 特 . 羅 素 (Kate Elizabeth 

Russell)著; Valeria Lee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58-7 (PDF) 普遍級  

亡命之歌.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47-3 

(PDF) NT$300 普遍級  

亡命之歌.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3-1 

(PDF) NT$300 普遍級  

亡命之歌.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9-8 

(PDF) NT$300 普遍級  

亡命之歌.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0-2 

(PDF) NT$300 普遍級  

千手劍.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90-0 (PDF) 

NT$300 普遍級  

千手劍.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4-6 (PDF) 

NT$300 普遍級  

千手劍.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9-0 (PDF) 

NT$300 普遍級  

千門. 三, 千門之雄/方白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18-1 

(EPUB) 普遍級  

千門. 五, 千門之心/方白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44-0 

(EPUB) 普遍級  

千門. 六, 千門之聖/方白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45-7 

(EPUB) 普遍級  

千門. 四, 千門之威/方白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19-8 

(EPUB) 普遍級  

大大,我是你的黑粉/不精明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1106 .-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324-4-5 (平裝) NT$380 限制級  

大小姐的誘惑/可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783-4 (EPUB) 普遍

級  

大小姐的誘惑/可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786-5 (PDF) 普遍級  

大小情話/羅智強, 黃雪玲, 羅沁懷, 羅

沁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強 , 

11106 .-- 200 面; 11 公分 .-- ISBN 978-

986-97235-9-6 (精裝) 普遍級  

*大干戈. 下冊/金戈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817-0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干戈. 上冊/金戈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778-4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地龍騰.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9-6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地龍騰.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2-9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地龍騰.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1-8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地龍騰. 第五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2-5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地龍騰. 第六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1-6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地龍騰.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9-3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明小學生/隨輕風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69-6 (第 1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70-2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71-9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72-6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773-3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774-0 (第 21 冊:平裝) 普遍級  

*大唐遊俠傳. 第一冊/梁羽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99-6 (PDF) 300 普遍級  

*大唐遊俠傳. 第二冊/梁羽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98-9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唐遊俠傳. 第三冊/梁羽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97-2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93-4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54-2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大神輕咬誘愛軟萌萌小鹿: Sit spin/流

螢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23-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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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輕咬誘愛軟萌萌小鹿: Sit spin/流

螢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24-0 (EPUB) 普遍級  

大野塵霜.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2-9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野塵霜.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3-7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野塵霜.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7-5 

(PDF) NT$300 普遍級  

大煞手.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87-0 (PDF) 

NT$300 普遍級  

大煞手.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5-1 (PDF) 

NT$300 普遍級  

大煞手.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8-3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齊仙差/海岸邊的船隻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23-8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75-7 (第 6 冊:

平裝) 普遍級  

大龍捲.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0-8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龍捲.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1-3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龍捲.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7-6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魏聖主/七月未時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87-3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08-5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09-2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10-8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11-5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女俠黑龍姑/鄭証因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77-7 (PDF) 

NT$300 普遍級  

小小世界/一穂 ミチ作; 堤風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91-3 (EPUB) 

普遍級  

小小世界/一穂 ミチ作; 堤風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92-0 (PDF) 

普遍級  

小王子/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鄭麗君, 劉家燕, 王

凡, 林子超, 周震宇, 周耕宇, 星期天, 

陳翊安, 叢毓麟, 饒彰年朗讀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約 1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74-1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

員不擇手段!. 第五部, 女神的化身. 

I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97-0 (PDF) 普遍級  

小書痴的下剋上 FANBOOK. 5: 為了

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香月美夜

著; 椎名優繪; 鈴華, 波野涼漫畫; 許

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896-3 (PDF) 普遍級  

小說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

了。深綠寄宿舍/桜日梯子原作; 成

田良美作; 馮鈺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42-2 (平裝) 限制級  

小雞之戀/羅川作 .-- 初版 .-- 高雄郵 : 

製肉本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2-6-1 (EPUB) 普遍級  

山羊、老鷹,還有我的帕加尼/李崇建, 

甘耀明文; 貓魚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55-0 (EPUB) 普遍

級  

*丐俠/鄭証因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6-790-6 (PDF) 

NT$300 普遍級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羊太

郎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444-

2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445-9 (第 20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 

ISBN 978-957-26-9446-6 (第 20 冊:平

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19/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40-1 (EPUB) 普遍級  

不知道的都叫樹/古碧玲作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52-8 (EPUB) 普遍

級  

不是受/羅川作 .-- 初版 .-- 高雄郵 : 製

肉本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2-7-8 (EPUB) 普遍級  

不時輕聲地以俄語遮羞的鄰座艾莉

同學. 2/燦燦 SUN 作;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41-9 

(EPUB) 普遍級  

不能沒有你/羅川作 .-- 初版 .-- 高雄

郵 : 製肉本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2-8-5 (EPUB) 普遍

級  

公子別秀/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666-8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67-5 (第 12 冊:平

裝) 普遍級  

公子別秀/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88-0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89-7 (第 1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90-3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91-0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692-7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天下第一劍. 下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82-5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一劍. 上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71-9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一劍. 中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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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85-6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二人.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51-1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二人. 第七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63-4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二人.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59-7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二人.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56-6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二人. 第五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60-3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二人. 第六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65-8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二人. 第四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57-3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心錄. 第一冊/南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85-2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心錄. 第二冊/南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1-7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心錄. 第三冊/南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3-3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地牌.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53-5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地牌.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58-0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地牌.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64-1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佛掌.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89-4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佛掌.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6-0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佛掌.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2-2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佛掌. 第五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0-5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佛掌. 第四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2-1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幕: 一個宇宙訊息記錄員的日記/

靈紫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49-3 (EPUB) 普遍級  

天魁星. 下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1-5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魁星. 上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95-5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卷. 第一冊/高庸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87-6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卷. 第二冊/高庸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11-8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卷. 第三冊/高庸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2-6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卷. 第四冊/高庸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5-7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劍. 第一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80-7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劍. 第二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2-4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劍. 第三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3-7 (PDF) 

NT$300 普遍級  

*天蠶書. 第一冊/徐雲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96-5 (PDF) 

NT$300 普遍級  

*天蠶書. 第二冊/徐雲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95-8 (PDF) 

NT$300 普遍級  

*天蠶書. 第三冊/徐雲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94-1 (PDF) 

NT$300 普遍級  

*天罡七星. 第一冊/司徒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30-2 

(PDF) NT$300 普遍級  

*天罡七星. 第二冊/司徒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66-1 

(PDF) NT$300 普遍級  

*天罡七星. 第三冊/司徒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5-5 

(PDF) NT$300 普遍級  

太莽劍魁/關關公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776-4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太湖龍女傳. 下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91-0 

(PDF) NT$300 普遍級  

*太湖龍女傳. 上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90-3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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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3&4, 是誰在說

話?/翁裕庭作; 步烏, 米巡繪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冊 .-- ISBN 

978-957-32-9582-2 ( 全 套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幻宮笛聲. 下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59-0 

(PDF) NT$300 普遍級  

*幻宮笛聲. 上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6-2 

(PDF) NT$300 普遍級  

心想事成二手書店/拉爾斯.西蒙著; 

麥德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892-5 (PDF) 普遍級  

心燈劫. 下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73-3 (PDF) 

NT$300 普遍級  

*心燈劫. 上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66-5 (PDF) 

NT$300 普遍級  

*心燈劫. 中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77-1 (PDF) 

NT$300 普遍級  

日常運動/梁莉姿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02-2 (EPUB) 普遍

級  

日常運動/梁莉姿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03-9 (PDF) 普遍級  

世界大戰/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陳

胤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37-8 (PDF) 普遍級  

世界大戰/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陳

胤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38-5 (EPUB) 普遍級  

世紀末書商/八千子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152-06-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仙藥大亨/寂寞我獨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35-1 (第 4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36-8 (第 4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37-5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38-2 (第 44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739-9 (第 45 冊:平裝) 普遍級  

半仙闖江湖/客居仙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758-0 (第

109 冊:平裝) 普遍級  

*古今第一人. 第一冊/笑笑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86-6 (PDF) NT$300 普遍級  

*古今第一人. 第二冊/笑笑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87-3 (PDF) NT$300 普遍級  

*古今第一人. 第三冊/笑笑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88-0 (PDF) NT$300 普遍級  

*古今第一人. 第五冊/笑笑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901-6 (PDF) NT$300 普遍級  

*古今第一人. 第四冊/笑笑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900-9 (PDF) NT$300 普遍級  

古劍殲情記. 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7-2 

(PDF) NT$300 普遍級  

古劍殲情記. 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1-9 

(PDF) NT$300 普遍級  

古劍殲情記. 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8-1 

(PDF) NT$300 普遍級  

古劍殲情記. 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2-4 

(PDF) NT$300 普遍級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播種後宮生活. 

4/月夜淚作; 某丫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38-9 (EPUB) 普遍級  

尼羅河謀殺案(20 週年紀念珍藏)/阿

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宮

英海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20-1 (EPUB) 普遍級  

平家物語. 犬王之卷/古川日出男作; 

高彩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8-53-5 (EPUB) 普遍級  

末日.魔女. 2: 致飽食時代的(最強)者

們/鎌池和馬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38-8 (EPUB) 普遍級  

玄龍傳說/百分之七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12-2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13-9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14-6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15-3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16-0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玉翎雕正傳. 第一冊/郎紅浣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35-4 (PDF) NT$300 普遍級  

*玉翎雕正傳. 第三冊/郎紅浣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50-7 (PDF) NT$300 普遍級  

*玉翎雕正傳. 第四冊/郎紅浣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46-0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掌金雕. 第一冊/董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86-9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掌金雕. 第二冊/董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8-2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掌金雕. 第三冊/董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4-4 

(PDF) NT$300 普遍級  

*玉鼎寒虹. 第一冊/衛民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5-2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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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鼎寒虹. 第二冊/衛民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31-3 

(PDF) NT$300 普遍級  

*玉鼎寒虹. 第三冊/衛民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33-7 

(PDF) NT$300 普遍級  

生死逆行/多那托.卡瑞西作; 吳宗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41-7 (EPUB) 普遍級  

*生花筆. 第一冊/高揚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6-9 (PDF) 

NT$300 普遍級  

*生花筆. 第二冊/高揚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30-6 (PDF) 

NT$300 普遍級  

*生花筆. 第三冊/高揚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37-5 (PDF) 

NT$300 普遍級  

田中家全員轉生. 1/猪口作; 蘇聖翔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42-6 (EPUB) 

普遍級  

*白虎鞭. 第一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36-1 

(PDF) NT$300 普遍級  

*白虎鞭. 第二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49-1 

(PDF) NT$300 普遍級  

*白虎鞭. 第三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45-3 

(PDF) NT$300 普遍級  

*白馬女俠傳. 第一冊/江一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927-6 (PDF) NT$300 普遍級  

*白馬女俠傳. 第二冊/江一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934-4 (PDF) NT$300 普遍級  

*白馬女俠傳. 第三冊/江一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935-1 (PDF) NT$300 普遍級  

白羅的初期探案(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許愛軍, 宋新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16-4 (EPUB) 普遍級  

伊索寓言故事精選 (中文導讀英文

版)/王勛, 紀飛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50-0 (EPUB) 普遍

級  

光之祭司. vol.7/香草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78-5 (EPUB) 普遍

級  

全職藝術家/我最白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781-5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82-2 (第

3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783-9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84-6 (第 3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85-

3 (第 4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824-9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25-6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26-3 (第 4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27-0 (第 4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28-

7 (第 4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850-8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51-5 (第

4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52-2 (第 4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53-9 (第 4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54-

6 (第 5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危機四伏(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莎.

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簡慶閩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19-5 

(EPUB) 普遍級  

向田理髮店/奧田英朗著; 王華懋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7-4-7 

(PDF) 普遍級  

地獄犬受難日. 上/碰碰俺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61-7 

(EPUB) 普遍級  

地獄掌門人 . vol.2, 異域空間 /夜懿

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58-547-5 

(EPUB) 普遍級  

地獄裡有假期嗎/M.J. Arlidge著; 甘鎮

隴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98-2 (EPUB) 普遍級  

地獄裡有假期嗎/M.J. Arlidge著; 甘鎮

隴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99-9 (PDF) 普遍級  

在只有我能升級的世界成為惡德領

主. 1/わるいおとこ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31-0 (EPUB) 普遍

級  

在昨日的春天等待你/八目迷作; AKI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84-4 (EPUB) 

普遍級  

在昨日的春天等待你/八目迷作; AKI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85-1 (PDF) 

普遍級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

世界照樣無敵. 5: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

命運/美紅作; 龔持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39-5 (EPUB) 普遍級  

如無頭作祟之物/三津田信三著; 王

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65-0 (EPUB) 普遍級  

如鑽石閃耀的你/子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84-1-5 (EPUB)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一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84-5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七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6-8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九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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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10-1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二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9-5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八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18-7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十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7-5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三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2-0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五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14-9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六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0-2 

(PDF) NT$300 普遍級  

*年羹堯傳. 第四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9-9 

(PDF) NT$300 普遍級  

成人遊戲轉生: 對抗命運的金豬貴族

奮鬥記/五示正司作; 陳柏伸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

957-26-9660-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9661-3 (第 1 冊:平裝首刷

限定版) 普遍級  

成為鐵匠在異世界度過悠閒人生/た

ままる作; 曾柏穎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63-7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成癮性/執迷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栗

子文創工作室,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8-0-4 (EPUB) 普遍

級  

有閒貴族艾略特的優雅事件簿/栗原

千尋著; 高秋雅譯 .-- 臺北市 : 三日月

書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2-07-2 (EPUB) 普遍級  

*死亡洞. 第一冊/東方清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03-0 

(PDF) NT$300 普遍級  

*死亡洞. 第二冊/東方清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04-7 

(PDF) NT$300 普遍級  

*死亡洞. 第三冊/東方清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05-4 

(PDF) NT$300 普遍級  

百界歌. 下/九鷺非香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06-6 (EPUB) 普遍級  

百界歌. 下/九鷺非香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07-3 (PDF) 普遍級  

百界歌. 上/九鷺非香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04-2 (EPUB) 普遍級  

百界歌. 上/九鷺非香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05-9 (PDF) 普遍級  

百鬼夜行. 8, 狼人/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94-7 

(EPUB) 普遍級  

百鬼夜行. 卷 7, 吸血鬼/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93-0 

(EPUB) 普遍級  

百鬼夜行. 卷 8, 狼人/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55-6 

(EPUB) 普遍級  

百鬼夜行卷. 7, 吸血鬼/笭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笭菁工作室,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8-16-0 

(PDF) 普遍級  

百鬼夜行卷. 8, 狼人/笭菁著 .-- 新北

市 : 笭菁工作室,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8-17-7 (PDF) 普遍級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16/りゅらせ

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2-924-2 (EPUB) 普遍級  

自選曲: 亞海短篇小說集 /ami 亞海

作  .-- 新 北 市  : 41% 海 風 的 甜 度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94-0-5 (EPUB) 普遍級  

艾 笛 的 永 生 契 約 /V.E. 舒 瓦 (V.E. 

Schwab)著; 林欣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臉譜,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51-2 (EPUB) 普遍級  

*血劫. 第一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728-9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劫. 第二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745-6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劫. 第三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739-5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盟令. 第一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9-3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盟令. 第二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56-9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盟令. 第三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40-8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路.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52-8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路.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62-7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路.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55-9 (PDF) 

NT$300 普遍級  

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 3/長岡マ

キ子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37-2 (EPUB) 普遍

級  

佐佐木與文鳥小嗶. 1, 想在異世界享

受悠哉生活,卻在現代被捲入異能戰

鬥: 魔法少女好像開始熱身了/ぶん

ころり作; 郭蕙寧譯 .-- 臺北市 : 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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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55-2 (EPUB) 普遍級  

作亂少女/喚船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20-4 (PDF) 普遍級  

你,還記得我嗎?/七月隆文作; 王蘊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50-9 (EPUB) 普遍級  

你不能再死一次/陳雪作; 楊日瀚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5 .-- 約 7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63-5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4/望公

太作;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34-1 (EPUB) 普遍級  

克羅洛戰記. 3,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最

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サイトウ

アユム作; 林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56-9 (EPUB) 普遍級  

匣劍凝霜.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45-9 

(PDF) NT$300 普遍級  

匣劍凝霜.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0-9 

(PDF) NT$300 普遍級  

匣劍凝霜.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1-7 

(PDF) NT$300 普遍級  

匣劍凝霜. 第五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4-9 

(PDF) NT$300 普遍級  

匣劍凝霜. 第六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10-4 

(PDF) NT$300 普遍級  

匣劍凝霜.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5-5 

(PDF) NT$300 普遍級  

希波克拉底的試練/中山七里著; 劉

姿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99-9 (PDF) 普遍級  

希波克拉底的試練/中山七里著; 劉

姿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00-2 (EPUB) 普遍級  

我,精靈王,缺錢!. 9/醉琉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679-2 

(EPUB) 普遍級  

我在大乾修長生/蕭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49-8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66-5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67-2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68-9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我有結婚病/陳又津著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60-0 (EPUB) 普遍級  

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 2/海空り

く作; 吳天立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432-9 (EPUB) 普遍級  

我的小狼狗/馮君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48-2 (EPUB) 普遍級  

我的推是壞人大小姐. 2/いのり原作; 

青乃下漫畫; 夜原優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22-8 (EPUB) 普遍級  

我的斯文敗類/時起雲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時溪工作室,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13-2-4 (EPUB) 

NT$140 普遍級  

我的網紅男友外傳小說: 現正婚危中

/桂原作; 碰碰俺爺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664-4 (平裝) .-- ISBN 978-

957-26-9665-1 (平裝首刷限定版) .-- 

ISBN 978-957-26-9666-8 (平裝會場限

定版) 限制級  

我是恐怖小說家/全建宇著; 莫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71-0-4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重製人生. 6/木緒なち作;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71-5 (PDF) 普遍級  

我們的重製人生. 6/木緒なち作;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72-2 (EPUB) 普遍級  

我從遊戲中喚醒的魔王是廢柴/子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152-03-

4 (全套:平裝) 普遍級  

我從遊戲中喚醒的魔王是廢柴. 3, 新

任務:極光崛起/子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14-0 (EPUB) 

普遍級  

我與家事員的模擬性愛遊戲 /瀝青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97-7 

(EPUB) 限制級  

我與家事員的模擬性愛遊戲 /瀝青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98-4 

(PDF) 限制級  

狂仙/陳風笑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325-724-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725-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26-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27-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狂劍風流. 1/獵槍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22-5 (EPUB) NT$125 普遍級  

狂劍風流. 2/獵槍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23-2 (EPUB) NT$125 普遍級  

狂劍風流. 3/獵槍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24-9 (EPUB) NT$125 普遍級  

狂劍風流. 4/獵槍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27-0 (EPUB) NT$125 普遍級  

狂劍風流. 5/獵槍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28-7 (EPUB) NT$125 普遍級  

狂劍風流. 6/獵槍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26-3 (EPUB) NT$125 普遍級  

狂劍風流. 7/獵槍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25-6 (EPUB) NT$125 普遍級  

*豆腐大俠. 第一冊/歐陽雲飛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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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60-6 (PDF) NT$300 普遍級  

*豆腐大俠. 第二冊/歐陽雲飛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79-8 (PDF) NT$300 普遍級  

*豆腐大俠. 第三冊/歐陽雲飛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80-4 (PDF) NT$300 普遍級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

如何表白我的愛?. 13/手島史詞作; 吳

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433-6 

(EPUB)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4/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29-4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5/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18-8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6/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19-5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派高手. 第一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65-1 

(PDF) NT$300 普遍級  

*邪派高手. 第二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77-4 

(PDF) NT$300 普遍級  

*邪派高手. 第三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75-0 

(PDF) NT$300 普遍級  

*邪派高手. 第五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78-1 

(PDF) NT$300 普遍級  

*邪派高手. 第六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76-7 

(PDF) NT$300 普遍級  

*邪派高手. 第四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69-9 

(PDF) NT$300 普遍級  

*邪神瘟將. 第一冊/白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61-3 

(PDF) NT$300 普遍級  

*邪神瘟將. 第二冊/白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72-9 

(PDF) NT$300 普遍級  

*邪神瘟將. 第三冊/白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68-2 

(PDF) NT$300 普遍級  

來自祕魯的男人(博客來獨家作者簽

名版)/安德列.艾席蒙(André Aciman)

作; 宋瑛堂譯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麥田,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259-0 (EPUB) 普遍級  

刺客正傳. 1, 刺客學徒(二十五週年

紀念 .典藏插畫版)/羅蘋.荷布(Robin 

Hobb)著; 嚴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60-0 (EPUB) 普遍級  

刺客正傳. 2, 皇家刺客. 下(二十五週

年 紀 念 . 典 藏 插 畫 版 )/ 羅 蘋 . 荷 布

(Robin Hobb)著; 姜愛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62-4 (EPUB) 

普遍級  

刺客正傳. 2, 皇家刺客. 上(二十五週

年 紀 念 . 典 藏 插 畫 版 )/ 羅 蘋 . 荷 布

(Robin Hobb)著; 姜愛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61-7 (EPUB) 

普遍級  

刺客正傳. 3, 刺客任務. 下. 最終部(二

十五週年紀念.典藏插畫版)/羅蘋.荷

布(Robin Hobb)作 ; 姜愛玲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64-8 

(EPUB) 普遍級  

刺客正傳. 3, 刺客任務. 上. 最終部(二

十五週年紀念.典藏插畫版)/羅蘋.荷

布(Robin Hobb)作 ; 姜愛玲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63-1 

(EPUB) 普遍級  

*刺馬/牟松庭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6-727-2 (PDF) 

NT$300 普遍級  

和你,在一起/夏洛夕[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94-6 (PDF) 普遍級  

和你,在一起/夏洛夕[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95-3 (EPUB) 普遍

級  

孟婆傳奇/李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7126-36-3 (全套 :精裝 ) NT$1299

普遍級  

*孤劍. 第一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32-6 

(PDF) NT$300 普遍級  

*孤劍. 第二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48-7 

(PDF) NT$300 普遍級  

*孤劍. 第三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49-4 

(PDF) NT$300 普遍級  

*孤鴻萬里. 第一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32-3 

(PDF) NT$300 普遍級  

*孤鴻萬里. 第二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51-4 

(PDF) NT$300 普遍級  

*孤鴻萬里. 第三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55-2 

(PDF) NT$300 普遍級  

*孤鴻萬里. 第四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43-9 

(PDF) NT$300 普遍級  

底牌(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莎.克莉

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沙輝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15-7 (EPUB) 

普遍級  

彼岸花盛開之島/李琴峰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464-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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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王的寶藏(中文導讀英文版)/

亨利.萊德.海格德著; 王勛,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46-3 (EPUB) 普遍級  

招財進寶/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49-9 (EPUB) 普遍級  

明代通俗小說的鼎盛: 從<<三國演義

>>到<<金瓶梅>>,從說唱平話到四大

奇書的確立/石昌渝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09-1 (EPUB) 

普遍級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4/三河ごーす

と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37-1 (EPUB) 普遍級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5/三河ごーす

と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546-3 (EPUB) 普遍級  

東方快車謀殺案(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作; 

陳堯光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12-6 (EPUB)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

篇 小 說 集 . 1, 雪 乃 side/ 渡 航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67-8 (PDF)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

篇 小 說 集 . 1, 雪 乃 side/ 渡 航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68-5 (EPUB)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

篇小說集. 2, onparade/渡航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65-4 

(PDF)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

篇小說集. 2, onparade/渡航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66-1 

(EPUB)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

篇 小 說 集 . 3, 結 衣 side/ 渡 航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63-0 (PDF)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

篇 小 說 集 . 3, 結 衣 side/ 渡 航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64-7 (EPUB)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

篇小說集. 4, allstars/渡航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49-4 

(PDF)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

篇小說集. 4, allstars/渡航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50-0 

(EPUB) 普遍級  

*武林末日記. 下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80-1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末日記. 上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72-6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末日記. 中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84-9 

(PDF) NT$300 普遍級  

法師三定律. 10, 枉死慈悲/笑獅拔劍

著.繪 .-- 1 版 .-- 臺北市 : 笑獅拔劍,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58-9 (EPUB) 普遍級  

法師三定律. 8, 必備調味料屍蟲蠍毒

蒼蠅眼/笑獅拔劍著.繪 .-- 1 版 .-- 臺

北市 : 笑獅拔劍,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087-2 (EPUB) 普遍

級  

法師三定律. 9, 墓園看守人的死靈術

通宵大會/笑獅拔劍著.繪 .-- 1 版 .-- 

臺北市 : 笑獅拔劍,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88-9 (EPUB) 

普遍級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

回復要員/くろかた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62-0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

回復要員. 9/くろかた作; 劉仁倩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654-5 (EPUB) 普遍

級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325-670-5 (第 56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695-8 (第 5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34-4 (第 58 冊:平裝) 普

遍級  

玩家凶猛/黑燈夏火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802-7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03-4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04-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05-8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06-5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虎俠/劍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

說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6-833-0 (PDF) NT$300

普遍級  

*虎嘯雲山. 下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58-3 

(PDF) 普遍級  

*虎嘯雲山. 上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30-9 

(PDF) NT$300 普遍級  

迎珍納福/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50-5 (EPUB) 普遍級  

邱華棟都市小說作品系列: 正午的供

詞/邱華棟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

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73-0 (EPUB) 普遍級  

邱華棟都市小說作品系列: 白晝的喘

息/邱華棟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

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72-3 (EPUB) 普遍級  

邱華棟都市小說作品系列: 夜晚的諾

言/邱華棟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

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71-6 (EPUB) 普遍級  

邱華棟都市小說作品系列: 教授的黃

昏/邱華棟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

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7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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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斗街八號/季宇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75-9 (EPUB) 普遍

級  

金色面具.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91-7 

(PDF) NT$300 普遍級  

金色面具.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0-7 

(PDF) NT$300 普遍級  

金色面具.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2-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剛女俠. 第一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4-5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剛女俠. 第二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7-4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剛女俠. 第三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6-7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劍飛龍. 第一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25-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劍飛龍. 第二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60-9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劍飛龍. 第三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9-3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雕龍紋.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86-3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雕龍紋.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6-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雕龍紋.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3-9 

(PDF) NT$300 普遍級  

阿鼻劍前傳. 卷二, 風起八千里/馬利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0-6-1 

(EPUB) 普遍級  

青玉燈密碼/顧聆森著 .-- 初版 .-- 新

竹縣 : 如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76-6 (EPUB) 普遍

級  

青春 Again 的國小生活= Back to the 

youth/陽炎貓作 .-- 初版 .-- 彰化縣 : 無

雙多媒體, 11106 .-- 28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99151-7-5 (第 2 冊:平

裝) NT$280 普遍級  

青鳥 /木原音瀨作; 劉愛夌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11-2-6 

(EPUB) 普遍級  

非限定 Alpha. 1/米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63-1 (EPUB) 普遍

級  

俠影紅顏.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5-8 

(PDF) NT$300 普遍級  

俠影紅顏.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5-4 

(PDF) NT$300 普遍級  

俠影紅顏.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9-2 

(PDF) NT$300 普遍級  

俠影紅顏.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8-7 

(PDF) NT$300 普遍級  

*南北門.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70-2 (PDF) 

NT$300 普遍級  

*南北門.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76-4 (PDF) 

NT$300 普遍級  

*南北門.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75-7 (PDF) 

NT$300 普遍級  

孩子你慢慢來/龍應台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99-2 (EPUB) 

普遍級  

孩子你慢慢來/龍應台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00-5 (PDF) 

普遍級  

帝陵孤燈/時起雲作 .-- 4 版 .-- 臺南

市 : 時溪工作室,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6113-1-7 ( 全 套 : 平 裝 ) 

NT$1600 普遍級  

*幽冥古剎. 第一冊/沈綺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37-8 

(PDF) NT$300 普遍級  

*幽冥古剎. 第二冊/沈綺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54-5 

(PDF) NT$300 普遍級  

*幽冥古剎. 第三冊/沈綺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44-6 

(PDF) NT$300 普遍級  

後趙明主-石勒: 眾望所歸,稱王於襄. 

三/毋福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33-6 (EPUB) 普遍級  

*怒劍紅顏. 下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74-0 (PDF) 

NT$300 普遍級  

*怒劍紅顏. 上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69-6 (PDF) 

NT$300 普遍級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 12/森田季節作; 御門

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12-7 (EPUB) 普遍級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 12/森田季節作; 御門

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13-4 (PDF) 普遍級  

春之夢: 台灣日治時代青春、愛恨與

戰爭的記憶傷痕/許旭蓮作 .--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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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31-6 (PDF) 

普遍級  

春之夢: 台灣日治時代青春、愛恨與

戰爭的記憶傷痕/許旭蓮作 .-- 一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32-3 (EPUB)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72-9 (第 3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73-6 (第 3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74-3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75-0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676-7 (第 40 冊:平裝) 普遍級  

*毒蜘蛛/馬雲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6-782-1 (PDF) 

NT$300 普遍級  

*洪門英烈傳. 下冊/牟松庭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40-1 

(PDF) NT$300 普遍級  

*洪門英烈傳. 上冊/牟松庭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35-7 

(PDF) NT$300 普遍級  

流沙/晨羽著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0-6-1 (EPUB) 普遍級  

為了不讓妳忘記與我共度的夏天/国

仲シンジ著; 林于楟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64-8 (EPUB) 普遍

級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6, 天魔之

夢/細音啟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30-3 (EPUB) 普遍

級  

科學家/陳柏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19-4 (PDF) 普遍級  

科學家/陳柏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20-0 (EPUB) 普遍級  

穿成綠茶 omega 以後 . 下 /百里緒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25-7 

(PDF) 限制級  

穿成綠茶 omega 以後 . 下 /百里緒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26-4 

(EPUB) 限制級  

穿成綠茶 omega 以後 . 上 /百里緒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27-1 

(PDF) 限制級  

穿成綠茶 omega 以後 . 上 /百里緒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28-8 

(EPUB) 限制級  

穿越成男配的我為了活下去只好裝

GAY 了/淇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11-9-5 (EPUB) 普遍級  

穿越變蘿莉(新裝版)/白日幻夢作 .-- 

二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822-5 (第 6 冊:

平裝) NT$390 .-- ISBN 978-626-311-

823-2 (第 7 冊:平裝) NT$390 普遍級  

紅 樓 夢 的 兩 個 世 界 = The 

multidimensional world in the fall of the 

Red Empire/中國著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九逵商行, 11105 .-- 390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6495-41-0 (平裝) 

NT$4000 普遍級  

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官方極祕

解說集. 2/橘公司原作; Q 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31-0 

(EPUB) 普遍級  

美男子與香菸/太宰治著; 吳季倫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70-1 

(EPUB) 普遍級  

美麗童話: 冬(中文導讀英文版)/王勛, 

紀飛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49-4 (EPUB) 普遍級  

英雄王,為了窮盡武道而轉生: 而後

成為世界最強見習騎士♀/ハヤケン

作 ; 林 均 鎂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71-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風雷扇. 第一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62-0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雷扇. 第二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73-6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雷扇. 第三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71-2 

(PDF) NT$300 普遍級  

*飛天牛郎. 第一冊/古檜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64-4 

(PDF) NT$300 普遍級  

*飛天牛郎. 第二冊/古檜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70-5 

(PDF) NT$300 普遍級  

*飛天牛郎. 第三冊/古檜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81-1 

(PDF) NT$300 普遍級  

*飛音劍. 下冊/荊翁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867-5 (PDF) 

NT$300 普遍級  

*飛音劍. 上冊/荊翁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863-7 (PDF) 

NT$300 普遍級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 2: 生死決戰/

莫理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24-9 (EPUB) 普遍級  

香港武俠小說史/陳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53-14-7 (全套:精裝) 

NT$800 普遍級  

凌天聖尊/青燈孤影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831-7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32-4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33-1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34-8 (第 10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峨嵋雙劍. 下冊/鄭証因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16-3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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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嵋雙劍. 上冊/鄭証因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76-0 

(PDF) NT$300 普遍級  

弱角友崎同學. 9/屋久悠樹作; 楊佳

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45-6 (PDF) 限制級  

弱角友崎同學. 9/屋久悠樹作; 楊佳

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946-3 (EPUB) 限制級  

時晴偶雨/深夏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一木工作室, 11105 .-- 24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95732-2-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殷堅與何弼學的萌寵日記/黯然銷混

蛋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春 光 ,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43-5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03-0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04-7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05-4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06-1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07-8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浪蕩小子. 下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48-4 (PDF) 

NT$300 普遍級  

*浪蕩小子. 上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5-5 (PDF) 

NT$300 普遍級  

海幻 /梨木香步著; 張秋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00-8 (PDF) 

普遍級  

海幻 /梨木香步著; 張秋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01-5 

(EPUB) 普遍級  

海底人/李琪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39-52-3 (EPUB) 普遍級  

特殊傳說. III. vol.5/護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680-8 (EPUB) 

普遍級  

狼與辛香料. XXIII, Spring Log. VI/支

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32-7 (EPUB) 普遍

級  

*班指劍. 第一冊/北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31-9 (PDF) 

NT$300 普遍級  

*班指劍. 第二冊/北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41-8 (PDF) 

NT$300 普遍級  

*班指劍. 第三冊/北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42-5 (PDF) 

NT$300 普遍級  

*珠魂. 第一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9-0 (PDF) 

NT$300 普遍級  

*珠魂. 第二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38-2 (PDF) 

NT$300 普遍級  

*珠魂. 第三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0-5 (PDF) 

NT$300 普遍級  

祕密囚籠 /吾名翼 , ツバサ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43-2 (PDF) 

限制級  

祕密囚籠 /吾名翼 , ツバサ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44-9 (EPUB) 

限制級  

神手無相.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94-8 

(PDF) NT$300 普遍級  

神手無相.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1-4 

(PDF) NT$300 普遍級  

神手無相.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7-7 

(PDF) NT$300 普遍級  

神界直屬第十九號部門. 1/水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65-5 

(EPUB) 普遍級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25-733-7 (第 75 冊:平

裝) 普遍級  

站在上天這一邊/王楨棟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九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53-4 (EPUB) 普遍

級  

缺愛 Alpha 的填滿法/接骨木花[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19-6 (PDF) 

限制級  

缺愛 Alpha 的填滿法/接骨木花[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20-2 

(EPUB) 限制級  

記憶縫線 YOUR FORMA. 2, 電索官

埃緹卡與女王的三胞胎/菊石まれほ

作; kazan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35-8 (EPUB) 普遍級  

逆向童謠/文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3-3893-2 (PDF) 普遍級  

迷宮/多那托.卡瑞西作; 吳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42-4 (EPUB) 普遍級  

迷途 03+04(雙書限定版)/年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6188-0-4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追殺令. 下冊/馬雲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815-6 (PDF) 

NT$300 普遍級  

*追殺令. 上冊/馬雲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789-0 (PDF) 

NT$300 普遍級  

高爾夫球場命案(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貝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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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18-8 (EPUB) 普遍級  

鬼手大俠.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4-3 

(PDF) NT$300 普遍級  

鬼手大俠.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6-7 

(PDF) NT$300 普遍級  

鬼手大俠.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42-8 

(PDF) NT$300 普遍級  

偶活☆靈能師 Spell/二煩[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17-2 (PDF) 

普遍級  

偶活☆靈能師 Spell/二煩[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18-9 (EPUB) 

普遍級  

偷天修羅/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311-807-2 ( 第 5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808-9 (第

5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809-6 (第 5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810-2 (第 59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811-

9 (第 60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剪翼/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

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93-1 (PDF) NT$300

普遍級  

問心仙緣/蒙面怪客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86-6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00-9 (第 2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01-6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02-3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國王的尺寸/羅川作 .-- 初版 .-- 高雄

郵 : 製肉本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2-9-2 (EPUB) 普遍

級  

將進酒/唐酒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96039-1-6 (第 1 卷:平裝) .-- ISBN 978-

626-96039-2-3 (第 2 卷:平裝) .-- ISBN 

978-626-96039-3-0 (第 3 卷:平裝) .-- 

ISBN 978-626-96039-4-7 (第 4 卷:平

裝) .-- ISBN 978-626-96039-5-4 (全套:

平裝) NT$1900 普遍級  

從地球到月球/環繞月球(中文導讀

英文版)/儒勒.凡爾納著; 王勛,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48-7 (EPUB) 普遍級  

御伽草紙/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65-7 (EPUB) 

普遍級  

御伽草紙/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66-4 (PDF)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43-6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60-3 (第 32 冊:平

裝) 普遍級  

接近無限透明的藍/村上龍著; 張致

斌 譯  .-- 三 版  .-- 臺 北 市  : 大 田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46-5 (EPUB) NT$280 普遍級  

救了想一躍而下的女高中生會發生

什麼事?. 2/岸馬きらく作 ; 林孟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39-6 (EPUB) 普遍級  

敗北女角太多了!/雨森焚火作; 陳士

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658-3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26-9659-0 (第 1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望春冰/符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

儒, 11107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41-9-1 (平裝) NT$435 限

制級  

*梵音神劍. 第一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83-8 

(PDF) NT$300 普遍級  

*梵音神劍. 第二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4-8 

(PDF) NT$300 普遍級  

*梵音神劍. 第三冊/醉樂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0-0 

(PDF) NT$300 普遍級  

棄宇宙/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787-7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788-4 (第

4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789-1 (第 4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790-7 (第 44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791-

4 (第 45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殺人指. 第一冊/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29-6 (PDF) 

NT$300 普遍級  

*殺人指. 第二冊/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38-8 (PDF) 

NT$300 普遍級  

*殺人指. 第三冊/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1-7 (PDF) 

NT$300 普遍級  

現場鑑證/李鐘寛著; 馮燕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33-4 

(EPUB) 普遍級  

畢業: 雪月花殺人遊戲/東野圭吾著; 

吳得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62-9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幸福戀愛食堂(全一冊)/小中

大豆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55-6 (EPUB) 限制級  

異世界魔物培育家: 帶著外掛悠哉養

成中. 5/柑橘ゆすら作; 龔持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434-3 (EPUB) 普遍

級  

眾神眷顧的男人. 6/Roy 作; 徐維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53-8 (EPUB) 

普遍級  

移民漁工血淚記/喬.亨利(J.W. Henley)

著; 林靜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04-0 (PDF) 普遍級  

移民漁工血淚記/喬.亨利(J.W. Henley)

著; 林靜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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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05-7 (EPUB) 普遍級  

*笛語弦心譜. 第一冊/履雲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36-4 (PDF) NT$300 普遍級  

*笛語弦心譜. 第二冊/履雲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62-3 (PDF) NT$300 普遍級  

*笛語弦心譜. 第三冊/履雲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57-9 (PDF) NT$300 普遍級  

*莫愁兒女. 第一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09-2 

(PDF) NT$300 普遍級  

*莫愁兒女. 第二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5-3 

(PDF) NT$300 普遍級  

*莫愁兒女. 第三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2-1 

(PDF) NT$300 普遍級  

*莫愁兒女. 第四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2-2 

(PDF) NT$300 普遍級  

被隔壁直男看上怎麼辦 /義和清零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07 .-

- 冊 .-- ISBN 978-626-95941-4-6 (第 1

冊 :平裝 ) NT$310 .-- ISBN 978-626-

95941-5-3 (第 2 冊:平裝) NT$345 .-- 

ISBN 978-626-95941-6-0 (第 3 冊:平裝) 

NT$327 .-- ISBN 978-626-95941-7-7 (第

4 冊:平裝) NT$518 .-- ISBN 978-626-

95941-8-4 (全套:平裝) NT$1500 普遍

級  

被幫助過的流氓盯上了(全一冊)/与

一マキナ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63-1 (EPUB) 限制級  

都市無雙醫神/九頭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797-6 (第 3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98-

3 (第 3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799-0 ( 第 3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00-3 (第

3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01-0 (第 3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12-6 (第 3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13-

3 (第 3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814-0 ( 第 3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15-7 (第

3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16-4 (第 4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陰陽劍.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67-2 (PDF) 

NT$300 普遍級  

*陰陽劍.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78-8 (PDF) 

NT$300 普遍級  

*陰陽劍.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79-5 (PDF) 

NT$300 普遍級  

備分人生: 歡迎回來!您的記憶已下

載 / 馬 修 . 費 茲 西 蒙 斯 (Matthew 

FitzSimmons)著; 顏湘如譯 .-- 臺北市 : 

寂寞,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938-1-1 (EPUB) 普遍級  

最強不敗的神劍使. 1, 王立學院入學

篇/羽田遼亮作; 趙鴻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542-5 (EPUB) 普遍級  

堤亞穆帝國物語. 7: 從斷頭台開始,

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餅月望作; 

張凱鈞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61-7 

(EPUB) 普遍級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

的小說。. 4/鈴木大輔作; 王仁鴻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652-1 (EPUB) 普遍

級  

無上苟道/爆炸小拿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817-1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18-8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19-5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20-1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21-8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無弦琴. 第一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81-4 

(PDF) NT$300 普遍級  

*無弦琴. 第二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1-9 

(PDF) NT$300 普遍級  

*無弦琴. 第三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1-3 

(PDF) NT$300 普遍級  

*甦醒/凍結著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89-5-9 (EPUB) 普遍級  

*甦醒/凍結著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89-6-6 (PDF) 普遍級  

發 情 Omega 的 餵 食 法 / 接 骨 木 花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15-8 

(PDF) 普遍級  

發 情 Omega 的 餵 食 法 / 接 骨 木 花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16-5 

(EPUB) 普遍級  

皓玉真仙/小道不講武德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17-7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50-4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51-1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52-8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753-5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77-4 (第 3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99-6 (第 3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40-5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41-2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42-9 (第 40 冊:平裝) 普遍級  

絕世家族/傲無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5-664-4 (第 21

冊:平裝) 普遍級  

絕世家族/傲無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82-8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83-5 (第 23 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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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 ISBN 978-626-325-684-2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85-9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792-1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93-8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794-5 (第 5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95-2 (第 5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96-

9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絕色保鏢. 1/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14-0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0/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5-8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1/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3-0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2/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4-7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3/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5-4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4/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6-1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5/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7-8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6/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8-5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7/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9-2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8/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0-3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19/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1-0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13-3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0/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2-7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1/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3-4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2/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4-1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3/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15-7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4/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16-4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5/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17-1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6/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20-1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27/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21-8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3/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12-6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4/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11-9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5/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10-2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6/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9-6 (EPUB) 普遍級  

絕色保鏢. 7/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8-9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8/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7-2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絕色保鏢. 9/貴竹, 潛龍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06-5 (EPUB) NT$125 普

遍級  

給你這世界的一點溫柔/朱夏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6755-7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絳珠虹英. 第一冊/晉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8-3 

(PDF) NT$300 普遍級  

*絳珠虹英. 第二冊/晉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39-9 

(PDF) NT$300 普遍級  

*絳珠虹英. 第三冊/晉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6-0 

(PDF) NT$300 普遍級  

*絳珠虹英. 第五冊/晉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1-5 

(PDF) NT$300 普遍級  

*絳珠虹英. 第四冊/晉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4-6 

(PDF) NT$300 普遍級  

善良大叔轉生走上 SSS 級人生/三木

なずな作; 林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77-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貳零貳貳高雄市議長盃作文比賽作

品集/謝岳倫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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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24-2-7 

(PDF) 普遍級  

超幸福死神/林明亞著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77-8 (EPUB) 普遍級  

超武醫神/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759-7 (第 51

冊:平裝) 普遍級  

*鈍刀缺劍. 第一冊/萍飄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26-5 

(PDF) NT$300 普遍級  

*鈍刀缺劍. 第二冊/萍飄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6-2 

(PDF) NT$300 普遍級  

*鈍刀缺劍. 第三冊/萍飄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64-7 

(PDF) NT$300 普遍級  

開放水域/迦勒.阿祖馬.尼爾森(Caleb 

Azumah Nelson)著 ; 洪世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8-56-6 

(EPUB) 普遍級  

*雁翅鏢/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6-907-8 (PDF) 

NT$300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71-2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96-5 (第 40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97-2 (第 4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98-9 

(第 42 冊:平裝) 普遍級  

*黑書. 下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81-8 (PDF) 

NT$300 普遍級  

*黑書. 上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68-9 (PDF) 

NT$300 普遍級  

*黑書. 中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83-2 (PDF) 

NT$300 普遍級  

黑煞九劍.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3-6 

(PDF) NT$300 普遍級  

黑煞九劍.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41-1 

(PDF) NT$300 普遍級  

黑煞九劍.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9-8 

(PDF) NT$300 普遍級  

黑道情婦/羽影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51-2 (EPUB) 普遍級  

*傲視蒼穹. 第一冊/金陵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79-1 

(PDF) NT$300 普遍級  

*傲視蒼穹. 第二冊/金陵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4-0 

(PDF) NT$300 普遍級  

*傲視蒼穹. 第三冊/金陵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3-1 

(PDF) NT$300 普遍級  

傲爺刀.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98-6 (PDF) 

NT$300 普遍級  

傲爺刀.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8-4 (PDF) 

NT$300 普遍級  

傲爺刀.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4-5 (PDF) 

NT$300 普遍級  

傲嬌反派千金莉潔洛特與實況主遠

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 2/恵ノ島

すず作; 黛西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74-7 (EPUB) 普遍級  

傷情箭/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6-999-3 (PDF) 

NT$300 普遍級  

微暈的樹林/簡媜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85-7 (EPUB) 

普遍級  

愛情發生在三天後/李則攸小說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66-2 

(EPUB) 普遍級  

搏命巾.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92-4 (PDF) 

NT$300 普遍級  

搏命巾.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4-4 (PDF) 

NT$300 普遍級  

搏命巾.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0-6 (PDF) 

NT$300 普遍級  

搏命巾. 第五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6-9 (PDF) 

NT$300 普遍級  

搏命巾. 第四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5-3 (PDF) 

NT$300 普遍級  

暗夜之地/威廉.后浦.哈吉森(William 

Hope Hodgson)原著 ; 十萬譯書計畫

( 曠 佳 信 ) 譯  .-- 臺 北 市  : 曠 佳 信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090-2 (EPUB) NT$150 普遍級  

暗戀是憂鬱的青色/Misa 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40-8-5 (EPUB)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325-761-0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62-7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63-4 (第 28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64-1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65-8 

(第 30 冊:平裝) 普遍級  

*煉魂鐘. 第一冊/白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66-8 (PDF) 

NT$300 普遍級  

*煉魂鐘. 第二冊/白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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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6-874-3 (PDF) 

NT$300 普遍級  

*煉魂鐘. 第三冊/白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82-8 (PDF) 

NT$300 普遍級  

*獅林三鳥/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02-3 (PDF) 

NT$300 普遍級  

萬丈豪情.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49-7 

(PDF) NT$300 普遍級  

萬丈豪情.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2-6 

(PDF) NT$300 普遍級  

萬丈豪情.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0-5 

(PDF) NT$300 普遍級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28-3 (第 10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29-0 (第 10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30-6 

(第 10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31-3 (第 109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732-0 (第 110 冊:平裝) 普遍

級  

萬華仙道/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1-835-5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36-2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37-9 (第 4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38-6 (第 4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39-

3 (第 4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5/志瑞祐作; 王

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51-4 

(EPUB) 普遍級  

詭秘之主/愛潛水的烏賊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1-786-0 (第

9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跟著廟口說書人聽廟趣: 台南廟口聽

見<<三國演義>>(台語版)/郭喜斌作.

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0-166-

8 (上冊: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 

ISBN 978-626-320-167-5 (中冊: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 ISBN 978-626-

320-168-2 (下冊 :線上有聲書 (MP3)) 

NT$380 普遍級  

跟著廟口說書人聽廟趣: 雙北廟口聽

見<<封神演義>>(台語版)/郭喜斌作.

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0-169-

9 (上冊: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 

ISBN 978-626-320-170-5 (中冊: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 ISBN 978-626-

320-171-2 (下冊 :線上有聲書 (MP3)) 

NT$380 普遍級  

遊戲結束之前 SP: 毀滅禁止/草子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2-13-3 (EPUB) 普遍級  

嘆氣的亡靈想要退休. 1/槻影作; 御

門幻流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966-2 

(EPUB) 普遍級  

實說論語/游浩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游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137-4 (PDF) 普遍級  

對孤僻又冷淡的女孩子說教以後,她

變得超黏我的. 1/向原三吉作; 劉仁

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965-5 (EPUB) 

普遍級  

槍之勇者重生錄. 3/アネコユサギ作; 

黃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541-8 

(EPUB) 普遍級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 1/お

けまる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435-0 (EPUB) 普遍級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 2/お

けまる作; Kyo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436-7 (EPUB) 普遍級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 3/お

けまる作; 趙鴻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437-4 (EPUB) 普遍級  

瘋魔人間. 下/劉紅卿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32-9 (EPUB) 

限制級  

*碧血染黃沙. 下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52-1 

(PDF) NT$300 普遍級  

*碧血染黃沙. 上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27-9 

(PDF) NT$300 普遍級  

精 神 病 院 / 多 那 托 . 卡 瑞 西 (Donato 

Carrisi)著; 吳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543-1 (EPUB) 

普遍級  

精靈幻想記. 20, 她的聖戰/北山結莉

作 ; 林 佳 祥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438-1 (EPUB) 普遍級  

精靈奴隸救國戰爭 王子想守護公主

騎士/內田弘樹作; 御門幻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59-3 (EPUB) 

限制級  

精靈奴隸救國戰爭 王子想守護公主

騎士/內田弘樹作; 御門幻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60-9 (PDF) 

限制級  

精靈奴隸解放戰爭 公主騎士與詛咒

項圈/內田弘樹作; 御門幻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61-6 (EPUB) 

限制級  

精靈奴隸解放戰爭 公主騎士與詛咒

項圈/內田弘樹作; 御門幻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62-3 (PDF) 

限制級  

綾羅歌. 卷一/鄭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56-3 (EPUB) 普遍

級  

綾羅歌. 卷二/鄭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57-0 (EPUB) 普遍

級  

綾羅歌. 卷三/鄭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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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094-58-7 (EPUB) 普遍

級  

綾羅歌. 卷四/鄭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59-4 (EPUB) 普遍

級  

與爸系男友戀愛中/菲比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84-1 (PDF) 

普遍級  

與爸系男友戀愛中/菲比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85-8 (EPUB) 

普遍級  

銀之夜/角田光代著; 林佩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899-4 (PDF) 

普遍級  

銀河鐵道之夜: 侘寂美學童話,宮澤

賢治奇想經典&短篇傑作精選集/宮

澤賢治著; 黃瀞瑤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27-4 (PDF) 普遍級  

銀河鐵道之夜: 侘寂美學童話,宮澤

賢治奇想經典&短篇傑作精選集/宮

澤賢治著; 黃瀞瑤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28-1 (EPUB) 普遍

級  

*銀笛驚魂. 第一冊/公孫雲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37-1 (PDF) NT$300 普遍級  

*銀笛驚魂. 第二冊/公孫雲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43-2 (PDF) NT$300 普遍級  

*銀笛驚魂. 第三冊/公孫雲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44-9 (PDF) NT$300 普遍級  

銘情雙傷/新茶(陳宣諠)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陳宣諠, 11105 .-- 冊 .-- ISBN 

978-626-01-0097-1 ( 全 套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鳳舞鸞翔. 第一冊/伴霞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06-1 

(PDF) NT$300 普遍級  

*鳳舞鸞翔. 第二冊/伴霞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7-7 

(PDF) NT$300 普遍級  

*鳳舞鸞翔. 第三冊/伴霞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9-1 

(PDF) NT$300 普遍級  

*鳳儀攻略 三之一: 鳳舞之謎/兩三六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89-9-7 

(EPUB) 普遍級  

*鳳儀攻略 三之一: 鳳舞之謎/兩三六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2-0-2 (PDF) 

普遍級  

*鳳儀攻略 三之二: 鳳羽翱翔/兩三六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2-6-4 

(EPUB) 普遍級  

*鳳儀攻略 三之二：鳳羽翱翔/兩三

六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2-5-7 

(PDF) 普遍級  

*鳳儀攻略 三之三: 鳳翼雷霆/兩三六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2-7-1 

(EPUB) 普遍級  

*鳳儀攻略 三之三: 鳳翼雷霆/兩三六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2-8-8 (PDF) 

普遍級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669-9 (第 8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94-1 (第 85

冊:平裝) 普遍級  

劍底揚塵.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48-0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底揚塵.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0-0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底揚塵.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9-4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底揚塵.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8-6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底鴛鴦錄. 第一冊/石沖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33-3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底鴛鴦錄. 第二冊/石沖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4-8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底鴛鴦錄. 第三冊/石沖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8-6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情濤.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3-4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情濤.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1-2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情濤.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5-0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情濤. 第五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5-6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情濤. 第六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4-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情濤.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7-8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飄花夢. 下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61-0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飄花夢. 上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54-2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嘯荒原. 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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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41-050-3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嘯荒原. 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8-8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嘯荒原. 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2-3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嘯荒原. 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5-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寒. 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2-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寒. 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7-9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寒. 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6-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寒. 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6-2 (PDF) 

NT$300 普遍級  

嘿,小傢伙/溫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973-9 (EPUB) 普遍級  

嘿,小傢伙/溫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974-6 (PDF) 普遍級  

寫給妳的那一個故事/希澄作 .-- 臺北

市 : 城邦原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0-7-8 (EPUB) 普遍

級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5/裕夢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439-8 

(EPUB) 普遍級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6.5/裕夢

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74-3 ( 平 裝 ) .-- ISBN 978-957-26-

9675-0 (平裝首刷限定版 ) .-- ISBN 

978-957-26-9676-7 (平裝會場限定版) 

普遍級  

摩登時代/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樺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63-6 

(EPUB) 普遍級  

請解開故事謎底. 2/雷雷夥伴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681-5 

(EPUB) 普遍級  

諸神的差使. 10/浅葉なつ著; 王靜怡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67-9 (EPUB) 普遍級  

鋒鏑情潮. 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1-0 (PDF) 

NT$300 普遍級  

鋒鏑情潮. 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64-0 (PDF) 

NT$300 普遍級  

鋒鏑情潮. 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4-3 (PDF) 

NT$300 普遍級  

鋒鏑情潮. 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6-3 (PDF) 

NT$300 普遍級  

餘地/顧玉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87-1 (EPUB) 普遍

級  

魯迅在 S 會館/劉紅卿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31-2 (EPUB) 

限制級  

魯賓遜漂流記(中文導讀英文版)/丹

尼爾.笛福著; 王勛,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47-0 

(EPUB) 普遍級  

*墨扇劫. 第一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88-3 

(PDF) NT$300 普遍級  

*墨扇劫. 第二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8-8 

(PDF) NT$300 普遍級  

*墨扇劫. 第三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95-1 

(PDF) NT$300 普遍級  

*墨扇劫. 第五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19-4 

(PDF) NT$300 普遍級  

*墨扇劫. 第四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06-4 

(PDF) NT$300 普遍級  

*戰神傳. 第一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92-7 (PDF) 

NT$300 普遍級  

*戰神傳. 第二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93-4 (PDF) 

NT$300 普遍級  

*戰神傳. 第三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889-7 (PDF) 

NT$300 普遍級  

螞蟻 /貝納 .維貝(Bernard Werber)作 ; 

尉遲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299-8 (EPUB) 普遍級  

選擇/中山美智圖.文 .-- 初版 .-- 新北

市 : 中山美智, 11105 .-- 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54-1 (精裝) 

NT$450 普遍級  

*錦香羅. 第一冊/東方清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2-9 

(PDF) NT$300 普遍級  

*錦香羅. 第二冊/東方清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8-1 

(PDF) NT$300 普遍級  

*錦香羅. 第三冊/東方清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9-8 

(PDF) NT$300 普遍級  

*閻王宴. 第一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34-0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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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王宴. 第二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0-0 (PDF) 

NT$300 普遍級  

*閻王宴. 第三冊/金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47-0 (PDF) NT$300 普遍級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秤猿鬼

作 ; 陳 柏 伸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667-5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環佩盟. 第一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24-1 

(PDF) NT$300 普遍級  

*環佩盟. 第七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70-8 

(PDF) NT$300 普遍級  

*環佩盟. 第二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46-3 

(PDF) NT$300 普遍級  

*環佩盟. 第三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3-1 

(PDF) NT$300 普遍級  

*環佩盟. 第五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61-6 

(PDF) NT$300 普遍級  

*環佩盟. 第六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63-0 

(PDF) NT$300 普遍級  

*環佩盟. 第四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65-4 

(PDF) NT$300 普遍級  

總監在下我在上/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87-2 (EPUB) 

普遍級  

總監在下我在上/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88-9 (PDF) 

普遍級  

雖 然 現在 還只 是「 青梅竹 馬 的妹

妹」。. 2, 學長,我們一起創造快樂的

回憶吧!/涼暮皐作; 陳幼雯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670-5 (平裝) 普遍

級  

斷刃. 下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040-4 (PDF) 

NT$300 普遍級  

斷刃. 上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043-5 (PDF) 

NT$300 普遍級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18/春日み

かげ作; shaunte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93-8 (EPUB) 普遍級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2/

鴉びえろ作; 林其磊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994-5 (EPUB) 普遍級  

離家出走的鴨梨子/C4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69-3 (EPUB) 

普遍級  

*雙瑛復仇記. 下冊/蠱上九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5-0 

(PDF) NT$300 普遍級  

*雙瑛復仇記. 上冊/蠱上九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3-6 

(PDF) NT$300 普遍級  

*雙鳳殲仇/鄭証因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944-3 (PDF) 

NT$300 普遍級  

*雙劍塚. 第一冊/蠱上九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0-8 

(PDF) NT$300 普遍級  

*雙劍塚. 第二冊/蠱上九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1-4 

(PDF) NT$300 普遍級  

*雙劍塚. 第三冊/蠱上九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3-9 

(PDF) NT$300 普遍級  

*羅剎嬌娃. 下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52-4 (PDF) 

NT$300 普遍級  

羅傑艾克洛命案(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張江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13-3 (EPUB) 普遍級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

廢柴這件事. 5/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50-7 (EPUB) 

普遍級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7/

伏瀬作; 楊惠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48-8 (EPUB) 普遍級  

關於能看見好感度後,發現女主角的

數值已達滿分這件事 /小牧亮介作; 

林憲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9669-9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寶劍瑤琴錄. 第一冊/江一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68-5 (PDF) NT$300 普遍級  

*寶劍瑤琴錄. 第二冊/江一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75-3 (PDF) NT$300 普遍級  

*寶劍瑤琴錄. 第三冊/江一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71-5 (PDF) NT$300 普遍級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7, 但願

此刻暫時停留/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49-5 

(EPUB) 普遍級  

*攝魂簫. 第一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3-8 

(PDF) NT$300 普遍級  

*攝魂簫. 第二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36-8 

(PDF) NT$300 普遍級  

*攝魂簫. 第三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32-0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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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香氣 說不出口的雙相思 /凝微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13-4 

(PDF) 普遍級  

櫻花香氣 說不出口的雙相思 /凝微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14-1 

(EPUB) 普遍級  

鐵血俠情傳.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996-2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血俠情傳.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029-9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血俠情傳.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013-8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血飛虹. 下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50-4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血飛虹. 上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41-2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膽蘭心.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6-5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膽蘭心.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84-8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膽蘭心.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0-1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膽蘭心. 第五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3-6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膽蘭心. 第六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07-4 

(PDF) NT$300 普遍級  

鐵膽蘭心.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8-5 

(PDF) NT$300 普遍級  

霸海風雲. 第一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58-9 

(PDF) NT$300 普遍級  

霸海風雲. 第二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46-6 

(PDF) NT$300 普遍級  

霸海風雲. 第三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6-1 

(PDF) NT$300 普遍級  

霸海風雲. 第五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77-0 

(PDF) NT$300 普遍級  

霸海風雲.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93-0 

(PDF) NT$300 普遍級  

*霸劍魔姬. 第一冊/慕虹散人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31-6 (PDF) NT$300 普遍級  

*霸劍魔姬. 第二冊/慕虹散人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39-2 (PDF) NT$300 普遍級  

*霸劍魔姬. 第三冊/慕虹散人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38-5 (PDF) NT$300 普遍級  

霸鎚.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88-7 (PDF) 

NT$300 普遍級  

霸鎚.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28-2 (PDF) 

NT$300 普遍級  

霸鎚.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15-2 (PDF) 

NT$300 普遍級  

驃騎.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97-9 (PDF) 

NT$300 普遍級  

驃騎.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09-1 (PDF) 

NT$300 普遍級  

驃騎.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7-4 (PDF) 

NT$300 普遍級  

驃騎. 第四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44-2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法.科技.道/泗楓作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2-1-9 (PDF) 普遍級  

*魔法.科技.道/泗楓作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2-2-6 (EPUB) 普遍級  

魔法圖書館的祕密/瑪格莉特.羅傑森

(Margaret Rogerson)著; 聞若婷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43-3 (EPUB) 

普遍級  

*魔尊.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1-2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尊.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8-1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尊.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035-0 (PDF) 

NT$300 普遍級  

*鶴形八掌. 第一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69-2 

(PDF) NT$300 普遍級  

*鶴形八掌. 第二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74-6 

(PDF) NT$300 普遍級  

*鶴形八掌. 第三冊/東方白鶴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772-2 (PDF) NT$300 普遍級  

*鶴形八掌. 第四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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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73-9 

(PDF) NT$300 普遍級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4.5/衣笠彰梧作; 一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50-1 

(EPUB) 普遍級  

聽說海盜頭子他暈船了/怪盜紅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9668-2 (第 1 冊:

平裝) 限制級  

戀人亂語之約翰愛瑪麗 /火星爺爺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利 奇 佳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4-0-9 (PDF) 普遍級  

戀人亂語之約翰愛瑪麗 /火星爺爺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利 奇 佳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4-1-6 (EPUB) 普遍級  

戀上天空魚. 1/JittiRain 著; 儂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76-7 

(PDF) 普遍級  

戀上天空魚. 2/JittiRain 著; 儂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75-0 

(PDF) 普遍級  

*驚心動魄. 第一冊/東方清曉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28-6 (PDF) NT$300 普遍級  

*驚心動魄. 第二冊/東方清曉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53-8 (PDF) NT$300 普遍級  

*驚心動魄. 第三冊/東方清曉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42-2 (PDF) NT$300 普遍級  

*驚心動魄. 第四冊/東方清曉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41-5 (PDF) NT$300 普遍級  

讓安康魚飛上天空吧/路奎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一木工作室, 11105 .-- 

284 面 ; 18 公 分  .-- ISBN 978-626-

95732-3-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銹劍瘦馬. 第一冊/高庸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08-5 

(PDF) NT$300 普遍級  

*銹劍瘦馬. 第二冊/高庸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20-7 

(PDF) NT$300 普遍級  

*銹劍瘦馬. 第三冊/高庸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918-4 

(PDF) NT$300 普遍級  

邪典律師. 4, 惡魔繩結/龍雲作 .-- 臺

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95-4 (EPUB) 

普遍級  

其他 

#numbercake 數字蛋糕: 量身打造獨

一無二的造型蛋糕/加藤里名作; 夏

淑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37-0 (EPUB) 普遍級  

<<幽夢影>>全集(盒裝版)/(清)張潮

著; 曾珮琦編註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178-603-2 (全套:平裝) NT$880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底

帕斯王.卡德摩斯家族故事. 1/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00-7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底

帕斯王.卡德摩斯家族故事. 2/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01-4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阿

宋遠征軍. 1.聖園的金羊毛. 1/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02-1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阿

宋遠征軍. 1.聖園的金羊毛. 2/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03-8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阿

宋遠征軍. 2.召集亞爾戈遠征軍. 1/邱

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04-5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阿

宋遠征軍. 2.召集亞爾戈遠征軍. 2/邱

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05-2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阿

宋遠征軍. 3.曲折離奇的征途. 1/邱建

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06-9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阿

宋遠征軍. 3.曲折離奇的征途. 2/邱建

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07-6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阿

宋遠征軍. 4.瘋狂的美狄亞. 1/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08-3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伊阿

宋遠征軍. 4.瘋狂的美狄亞. 2/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09-0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成神

的英雄.赫克利士. 1.天神血脈. 1/邱建

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10-6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成神

的英雄.赫克利士. 1.天神血脈. 2/邱建

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11-3 (EPUB) 普遍級  

*(慢運動思維下的地方創生)永續旅

遊與地方文創線上研討會. 2022 年/

顏建賢, 林永森, 黃文雄, 林聖智, 陳

亭儒, 徐建華, 戴惠君, 蕭坤安, 王明

堂, 邱慧珠, 林家妤, 林宜貞, 陳文臻, 

葉美智, 李侑紜, 楊惠玲, 許澤宇, 陳

穎琳, 蕭淑云, 陳協志, 柯菁菁, 李蕙

娟, 丁誌魰, 涂晏臻, 陳亭希, 鍾明琪, 

蔡儒億, 張育姍, 楊濱燦, 徐嘉吟, 邱

淳榆, 鄧芷晴, 朱庭頡, 龔亭伃, 楊惠

玲, 何文英, 于健, 高渭璜, 林家如, 陳

萌智, 吳俞蓁, 詹之緯, 方巧如, 姚承

孝, 陳如香, 莊佳欣, 許玉瑩, 黃莘閑, 

林彥妮, 張志遠, 蔡岳霖, 蘇建榮,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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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俊, 李佳芸, 黃姵琪, 葉盈昀, 陳芋

蓁, 周鴻騰, 黃慧玉, 葉青欣, 蕭媺媺, 

曾珮晴, 孫郁婷, 蘇偉豐, 鄭志銘, 張

育瑛, 林詩涵, 汪郁書, 蘇彧卉, 熊婉

君, 黃文雄, 林永森, 程佳琳, 侯昱廷, 

詹宜珍, 李湘慈, 林宗儒, 陳怡瑄, 張

偉雄, 蔡明諺, 楊聖玄, 郭翊昀, 王榆

庭, 李宜瑾, 陳品瑜, 劉俊權, 林倫全, 

李進雄, 吳翊銘, 沈玉姬, 陳哲恩, 張

怡萍, 王家洋, 楊主恩, 陳韡方, 張芸

綺, 馬千鈞, 梁靖琪, 王璿, 林燕俞, 黃

文雄, 張雅婷, 楊芯慈, 許敬媛, 張閔

軒, 張修銘, 方恩芳, 朱家玟, 游庭瑜, 

林婧瑀共同著作 .-- 嘉義縣 : 南華大

學, 11105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09-83-6 (平裝) 普遍級  

10 分鐘上菜/丸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創意市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05-8 (EPUB) 普遍

級  

119 則冷知識加腦筋急轉彎: 嘻嘻哈

哈長知識/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35-6 (EPUB) 普遍級  

120 則腦筋急轉彎還有冷知識: 什麼

問題都不奇怪/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36-3 (EPUB) 普遍

級  

133 低醣瘦身餐盤/游能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87-4 

(EPUB) 普遍級  

133 低醣瘦身餐盤/游能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88-1 (PDF) 

普遍級  

160 張圖學會主升段操作法: 主力剋

星教你如何抱緊半年,賺飽 5 倍價差/

麻道明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8-05-1 (PDF) 普遍級  

1875,福爾摩沙之旅: 俄國海軍保羅.

伊比斯的臺灣調查筆記/保羅.伊比斯

(Paul Ibis)著; 劉宇衛編著; 吳進仁, 江

杰翰, 劉柏賢, 陳韻聿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75-8 (PDF) 普遍級  

1875,福爾摩沙之旅: 俄國海軍保羅.

伊比斯的臺灣調查筆記/保羅.伊比斯

(Paul Ibis)著; 劉宇衛編著; 吳進仁, 江

杰翰, 劉柏賢, 陳韻聿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76-5 (EPUB) 普遍級  

2021+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精進國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Ngo Thi Tan 

Huong 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原

大學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5-0-2 

(PDF) 普遍級  

2022 水墨集/鍾朝俊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鍾郡, 11105 .-- 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8966-93-2 (平裝) 普遍

級  

2023 超前部署: 趨勢先端計算機概論

(全工科適用)/吳燦銘, 胡昭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21-1 

(EPUB) 普遍級  

2023 超前部署: 趨勢先端計算機概論

(全工科適用)/吳燦銘, 胡昭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22-8 (PDF) 

普遍級  

2040 世界未來報告書/朴英淑 ,傑羅

姆.格倫(Jerome Glenn)著; 金學民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424-2 

(EPUB) 普遍級  

*20 世紀的主義們: 自由主義,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牛津非常短講)/麥可.

弗里登(Michael Freeden), 麥可 .紐曼

(Michael Newman), 萊 斯 利 . 荷 姆 斯

(Leslie Holmes), 凱文 .帕斯莫 (Kevin 

Passmore), 卡斯.穆德(Cas Mudde), 克

里 斯 托 巴 . 卡 特 瓦 塞 爾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阿里 .拉坦希 (Ali 

Rattansi)作; 吳家恆, 傅士哲, 梁文傑, 

徐承恩, 非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96095-4-3 (全套 :平裝 ) NT$2100

普遍級  

20 世紀的主義們: 自由主義,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麥可.弗里登(Michael Freeden), 麥可.

紐曼(Michael Newman), 萊斯利.荷姆

斯(Leslie Holmes), 凱文.帕斯莫(Kevin 

Passmore), 卡斯.穆德(Cas Mudde), 克

里 斯 托 巴 . 卡 特 瓦 塞 爾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阿里 .拉坦希 (Ali 

Rattansi)作; 吳家恆, 傅士哲, 梁文傑, 

徐承恩, 非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5-5-0 (PDF) 普遍級  

20 世紀的主義們: 自由主義,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麥可.弗里登(Michael Freeden), 麥可.

紐曼(Michael Newman), 萊斯利.荷姆

斯(Leslie Holmes), 凱文.帕斯莫(Kevin 

Passmore), 卡斯.穆德(Cas Mudde), 克

里 斯 托 巴 . 卡 特 瓦 塞 爾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阿里 .拉坦希 (Ali 

Rattansi)作; 吳家恆, 傅士哲, 梁文傑, 

徐承恩, 非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5-6-7 (EPUB) NT$2100 普

遍級  

21 世紀的教會論: 如何形塑信仰群體

/曾宗盛, 孫寶玲, 賴鴻專, 吳孟翰, 徐

萬麟, 張志偉(以撒.瓦歷斯), 陳寬義, 

陳尚仁, 蔡慈倫, 林汶娟作;曾宗盛, 邱

凱莉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56-939-6 (PDF) 普遍級  

21 世紀新約背景主題辭典/艾文斯

(Craig A. Evans), 波特(Stanley E. Porter)

主編; 李望遠譯; 郭秀娟審校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54-9 (EPUB) 普遍

級  

21 世紀諾貝爾化學獎: 2001-2021/科

學月刊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76-8-0 (EPUB) 普遍級  

2 到 7 歲小孩秒聽話: 日本最強幼兒

園老師的神奇溝通術/T 老師著; 卓惠

娟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59-4 

(EPUB) 普遍級  

30 天與 Docker 做好朋友: 跟鯨魚先

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周建毅

(Miles)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23-5 (EPUB) 普遍級  

30 天與 Docker 做好朋友: 跟鯨魚先

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周建毅

(Miles)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49-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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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秒,打動人心說話術: 38 招瞬間攻

心祕技,教你暢所欲言,成功說服所有

人/梁金梅, 黃正昌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40-0 (EPUB) 普遍

級  

369 排 毒 飲 食 聖 經 / 安 東 尼 . 威 廉

(Anthony William)著; 郭珍琪, 吳念容

譯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77-4 (EPUB) 

普遍級  

47 歲了,仍是個小男孩/櫻井孝宏著; 

許婷婷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660-0 (EPUB) 普遍級  

50 位偉大的建築師: 他們的作品建構

我們的世界/伊克.伊傑(Ike Ijeh)著; 蘇

威任譯 .-- 臺北市 : 本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4-14-5 

(EPUB) 普遍級  

5 大領導現場,顧問就在你身邊: 21 堂

主管必修的帶人學/EMBA 雜誌編輯

部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長

河顧問,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403-5-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 独 学 で も 話 せ る ! ベ ト ナ ム 語

/ISAYTEC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9-3-5 (PDF) 普遍級  

* 独 学 で も 話 せ る ! ベ ト ナ ム 語

/ISAYTEC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9-4-2 (EPUB) 普遍級  

认罪很难,和好更难: 通往爱与恩典

的医治之路/斯托得(John Stott)著; 迥

路 , 未克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55-6 (EPUB) 普遍級  

呟き/王濟洲[作]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 11107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30-3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張秀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62-0 (PDF) NT$800 普遍

級  

A general explanation on <The Stimuli to 

Transcend the Patriarch Chan 

Barriers>/author Master Guoru; 

translator Yihua Guo .-- 臺北市 : 祖師

禪林, 11105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78-2-5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Adaptive Language Learning/by 馬太乙

(Malcolm S. Vargas) .-- 1st ed. .-- 嘉義

市 : 馬太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102-2 (PDF) NT$400 普遍

級  

An English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database applied research= 教育與資料

庫應用研究英文論文集/魏慧美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李君逸, 11105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14-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App Inventor 2 程式設計與應用: 開發

Android App 一學就上手 /陳會安編

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191-2 (PDF) 普遍級  

APP 世代在想什麼: 破解網路遊戲成

癮、預防數位身心症狀 /張立人作; 

吳文揚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04 .-- 約 75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01-1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Basic essay writing/written by Adam 

Hatch .-- 臺北市 : 菁英美語, 11106 .-- 

18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277-1-0 (平裝) 普遍級  

BBC 專家帶你航向太空: 從月球、火

星到太陽系外 ,一覽宇宙探險熱區

/<<BBC 知識>>國際中文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9-2-7 

(EPUB) 普遍級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下, 職場

C#進階應用技術/彭建文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26-6 (PDF) 

普遍級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下, 職場

C#進階應用技術/彭建文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27-3 (EPUB) 

普遍級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上, 完全

剖析 C#技術實務/彭建文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24-2 (PDF) 

普遍級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上, 完全

剖析 C#技術實務/彭建文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25-9 (EPUB) 

普遍級  

Ciao!深度探索義大利: 發現更有意思

的羅馬與米蘭/楊馥如作.主講 .-- 新

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5 .-- 約 202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63-1 

(線上有聲書(M4A)) 普遍級  

COACH 教練式領導: 提升基督徒一

對一生命對談力/基斯.韋伯(Keith E. 

Webb)作; 劉如菁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格子外面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08-7-7 (EPUB) 

普遍級  

COVID-19 的法治挑戰. 一/許華偉, 李

榮耕, 林欣柔, 翁逸泓, 張陳弘, 李建

良, 吳明孝, 廖緯民, 洪國華, 黃源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62-7 

(PDF) 普遍級  

COVID-19 的法治挑戰. 二/洪國華, 張

哲倫, 蘇奕彰, 林志六, 陳秉暉, 曾培

琪, 余萬能, 卓俊雄, 許澤天, 楊添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61-0 

(PDF) 普遍級  

Declaration of war/by Constance Hong .-

- First publishing .-- 新竹市 : 洪佳伶,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73-2 (EPUB) 普遍級  

DeFi 未來銀行: 可公開驗證、紀錄不

可竄改,輕鬆實現跨境交易、人人都

將參與的新金融革命/坎貝爾.R.哈維

(Campbell R. Harvey), 艾胥文.拉馬虔

蘭(Ashwin Ramachandran), 喬伊.桑托

羅(Joey Santoro)著; 周玉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29-7 

(EPUB) 普遍級  

*DLT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手冊

暨論文摘要集. 2022/徐偉智, 張保榮

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台灣數位

經濟發展學會, 11105 .-- 29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6-0-8 (平裝) 

普遍級  

ESG 品牌創新六部曲/高端訓, 陳雅

言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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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25-5 (PDF) 普遍級  

ESG 品牌創新六部曲/高端訓, 陳雅

言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26-2 (EPUB) 普遍級  

FAlun Dafa: the great way of spiritual 

perfection/by Hongzhi Li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益群, 11108 .-- 10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91-

2 (平裝 ) .-- ISBN 978-957-8632-92-9 

(精裝) 普遍級  

Gender inequality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llective housing in America and Asia 

of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authors 

Carlos Chacon Perez, Jose de Villar 

Martinez, Cecilia Maria Gonzalez Flores, 

Shwu-Ting Lee, Erandi Jimenez 

Jacques .-- first edition .-- 臺中市 : 逢甲

出版社,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843-73-1 (平裝) 普遍

級  

Google 雲端應用 x 遠距教學 x 居家

上課 x 線上會議一書搞定: 老師、家

長、學生、上班族居家必備懶人包/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15-0 (PDF) 普遍級  

Google 雲端應用 x 遠距教學 x 居家

上課 x 線上會議一書搞定: 老師、家

長、學生、上班族居家必備懶人包/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16-7 (EPUB) 普遍級  

GPS 科技定位偵查與刑事訴訟法的

搜索概念/林誠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42-9 (PDF) 普遍級  

Hello Paper!包裝趣: 紙張的創意設計,

做出手感包裝的 100 種方法/朴聖熙

作; 楊雅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18-6 (EPUB) 普遍級  

ICIDIC 跨域設計產學國際研討會論

文摘要集. 2022 第 15 屆= 2022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and Industrial-

Academic Collaboration Abstracts/余秀

青主任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樹德

科大設計學院, 11105 .-- 25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520-7-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IELTS 雅思致勝寶典: 圖解聽說讀寫

攻略+4 回完勝模擬試題 /賴世雄 , 

Andrew Betsis, Lawrence Mamas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6-7-8 

(PDF) 普遍級  

IELTS 雅思致勝寶典: 圖解聽說讀寫

攻略+4 回奪標模擬試題 /賴世雄 , 

Andrew Betsis, Lawrence Mamas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6-6-1 

(PDF) 普遍級  

In the hard times: 2020 survive courage 

strong and keep healthy the COVID-19 

pandemic breaks over millions of people: 

how to live a safe life, stay healthy, 

without depression and avoid Spread/by 

Venus Tsai; edited by Andy Liao; 

illustrated by Venus Tsai, Vivian Liao .-- 

臺南市 : 顏襄數位科技, 11105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41-6-

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INPUT CHINA Edition 華語日常會話

/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2-3-3 (PDF) 普遍級  

*INPUT CHINA Edition 華語日常會話

/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2-4-0 (EPUB) 普遍級  

*INPUT ENGLISH Quốc Ngữ Edition 

Hội thoại tiếng anh hàng 

ngày/ISAYTEC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9-1-1 (EPUB) 普遍級  

*INPUT ENGLISH Quốc Ngữ Edition 

Hội thoại tiếng anh hàng 

ngày/ISAYTEC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9-2-8 (PDF) 普遍級  

IPad 電繪畫畫課: 從線稿到上色圖層、

光影到色調練習、小物到氛圍營造,

輕 鬆 畫 出 你 的 夢 想 世 界 / 張 元 綺

YUANCH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悅

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7-5-4 (PDF) 普遍級  

Letters & I. Nn-Zz/James Culpepper, 

Kirsty Webeck .-- 2nd Edition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84-5 (PDF) 

普遍級  

Letters & I: Aa-Mm/authors James 

Culpepper, Kirsty Webeck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5-83-8 (PDF) 普遍級  

*Love is the message/by Tsao Chun-

Ning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

部, 11105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15-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Mastering key English vocabulary/勤益

科技大學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130-11-

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7130-

12-4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MATLAB application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written by Chyi-Tsong 

Chen .-- 初版  .-- 臺中市  : 陳奇中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06-0 (PDF) 普遍級  

Mr. Children 道標之歌: 日本國民天團

Mr. Children 出道 30 週年首本文字紀

實!/小貫信昭著; 楊明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29-1 (EPUB) 普遍

級  

Mr. Children 道標之歌: 日本國民天團

Mr. Children 出道 30 週年首本文字紀

實!/小貫信昭著; 楊明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48-2 (PDF) 普遍級  

My family & I/author James Culpepper .-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

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5-86-9 (PDF) 普遍級  

My friends & I/author Ryan Campbell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5-87-6 (PDF) 普遍級  

My town & I/author Ryan Campbell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5-85-2 (PDF) 普遍級  

NFT 實戰勝經: 劉呈顥教你用 NFT 創

造財富的 10 種方法/劉呈顥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25-0 (PDF) 

普遍級  



172 

 

NFT 實戰勝經: 劉呈顥教你用 NFT 創

造財富的 10 種方法/劉呈顥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726-7 

(EPUB) 普遍級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2, 發生霸

凌了該怎麼辦?/NHK「打倒霸凌」

製作組編;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67-6 (PDF) 普遍級  

OKR 實現淨零排放的行動計畫/約翰.

杜爾(John Doerr), 萊恩 .潘查薩拉姆

(Ryan Panchadsaram)著; 廖月娟, 張靖

之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638-8 (EPUB) 普遍級  

OKR 實現淨零排放的行動計畫/約翰.

杜爾(John Doerr), 萊恩 .潘查薩拉姆

(Ryan Panchadsaram)著; 廖月娟, 張靖

之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639-5 (PDF) 普遍級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

策國際學術研討會摘要集. 2022 年/

陳水蓮總編輯 .-- 新北市 : 淡大管科

系, 11105 .-- 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01-0-5 (平裝) 普遍級  

Professional English vocabulary in use: 

engineering/明志科技大學專業英文

教學團隊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文

鶴, 11105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81-1 (平裝) 普遍級  

Professional English vocabulary in us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明志科技大

學專業英文教學團隊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5 .-- 11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47-980-4 (平裝) 

普遍級  

Professional English vocabulary in use: 

management and design/明志科技大學

專業英文教學團隊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文鶴, 11105 .-- 16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147-982-8 (平裝) 普遍

級  

Python 投資停看聽: 運用 Open data 打

造自動化燈號,學會金融分析精準投

資法/吳東霖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28-0 (PDF) 普遍級  

Python 投資停看聽: 運用 Open data 打

造自動化燈號,學會金融分析精準投

資法/吳東霖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29-7 (EPUB) 普遍級  

*Python 與物聯網程式開發終極實戰

寶典/Gary Smart 原著; 曾吉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91-6 (PDF) 

普遍級  

QUNing/吳函峮作; 林予晞攝影 .-- 臺

北市  : 日商波麗佳音台灣分公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6-0-9 (EPUB)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5: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writer Cindy Liber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

64-3 (平裝) 普遍級  

REEBOK 傳奇: 福斯特家族企業稱霸

全 球 的 跑 鞋 革 命 / 喬 . 福 斯 特 (Joe 

Foster)作; 蔡世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41-5 (PDF) 普遍級  

REEBOK 傳奇: 福斯特家族企業稱霸

全 球 的 跑 鞋 革 命 / 喬 . 福 斯 特 (Joe 

Foster)作; 蔡世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42-2 (EPUB) 普遍

級  

School & I/author Ryan Campbell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5-88-3 (PDF) 普遍級  

*SCRUM BOOT CAMP: 23 場工作現

場的敏捷實戰演練/西村直人, 永瀨

美穗, 吉羽龍太郎著; 游子賢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92-3 (PDF) 

普遍級  

*Shining piper duet/劉淑婷編曲 .-- 臺

中市 : 偉智教育 , 11107 .-- 163 面; 

20X28 公分 .-- ISBN 978-986-86381-4-

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SOLIDWORKS Premium 培訓教材/實

威國際工程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30-3 (PDF) 普遍級  

SOLIDWORKS Premium 培訓教材/實

威國際工程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31-0 (EPUB) 普遍級  

Special issue on new generation women's 

fiction from Taiwan/editors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 臺北市 : 臺大出

版中心, 11106 .-- 25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50-608-9 (平裝) 普遍

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陰沉薄暮的詼諧曲. 1/川原礫原作; 

ぷよちゃ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83-2 (EPUB) 普遍

級  

TANNED LOVE: 晏人物男子寫真/晏

人物, 張芋圓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8-059-2 (平裝) 普遍級  

*The Buddhist maritime silk road/Lewis 

R.lancaster .-- first edition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57-632-6 (平裝) 普遍

級  

The ecology of Joy's mindfulness/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 臺中市 : 華

祈寧, 11107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27-5 (平裝) 普遍級  

The handbook of creative project 

learning for EFL/ESL learners/張玉英, 

朱志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106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47-8 (平裝) 普遍

級  

The ways of yuan shi dian/author Chang, 

Chao-Ha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11105 .-- 

20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00-0-2 (平裝) 普遍級  

Tomorrow's practice/writer Yi-Pei Lee, 

Ke-Ting Chen, Nicole Jao, Yu-Chi Lai, 

Chih-Hua Huang, Chi-Chu Li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細着藝術, 11106 .-

- 1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

96206-0-9 (平裝) 普遍級  

*Windows Server 2022 Active Directory

建置實務/戴有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93-0 (PDF) 普遍級  

WTO 及 RTA 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21 年/杜巧霞, 劉真妤編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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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795-57-3 (PDF) 普遍級  

X-經理人的奇幻管理學 /火星爺爺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利 奇 佳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4-6-1 (EPUB) 普遍級  

X-經理人的奇幻管理學 /火星爺爺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利 奇 佳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4-7-8 (PDF) 普遍級  

『類林』.『琱玉集』研究: 和漢文

学の比較を視野に/李育娟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8 .-- 2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17-

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一九八四(中文導讀英文版)/喬治.歐

威爾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02-9 (EPUB) 

普遍級  

一小片浮雲/唐寅九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77-2 (EPUB) 普遍

級  

一天工作 6 分鐘: 成功企業家教你善

用槓桿的力量創造豐足與自由/道格

拉斯 .維米爾(Douglas Vermeeren)著 ; 

甘鎮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683-7 (EPUB) 普遍級  

一本書看懂日本人: 日本是這樣煉成

的/子桑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425-1 (EPUB) 普遍級  

一周七天,晴天雨天: 寫給每一個為

生活努力的你/yoyo 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57-8 (PDF) 普遍級  

一流的人如何駕馭自我: 管理熱情、

引導熱情,激發出我們最好的一面/布

萊德.史托伯格(Brad Stulberg), 史提夫.

麥格尼斯(Steve Magness)著; 謝孟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28-7 (EPUB) 普遍級  

一個人在島上/楊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67-8 (EPUB) 普遍

級  

一個人的香港史: 被控「串謀顛覆國

家政權罪」的那 47 個人/我地有筆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09-7-6 (EPUB) 普遍級  

一個人的香港史: 被控「串謀顛覆國

家政權罪」的那 47 個人/我地有筆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09-8-3 (PDF) 普遍級  

一個人的餐桌,偶爾還有點心: 自煮

生活靈感食譜,結合旅行滋味的 78 道

日常料理/瀬戸口著; 劉格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01-0 (EPUB) 

普遍級  

一個人邊跑邊吃: 高木直子呷飽飽馬

拉松之旅/高木直子著; 洪俞君譯 .-- 

臺北市 : 大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48-9 (EPUB) 

NT$270 普遍級  

一個故事的誕生: 22 堂創意思維寫作

課/郝景芳作.朗讀 .-- 臺北市 : 遍路文

化傳媒, 11106 .-- 約 306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528-8-7 (線上有聲

書(MP3)) NT$299 普遍級  

一開口,任何人都說好: 突破僵局、

打動人心的困境談判術 /威廉 .尤瑞

(William Ury)著; 呂佩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27-0 (EPUB) 

普遍級  

了不起的人體: 在你的體內展開一場

知識的冒險/山本健人作; 張佳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6-627-2 

(EPUB) 普遍級  

人工少女/龔萬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298-0 (EPUB) 普遍

級  

人工智慧/周文豪編著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自然科學博物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6-52-5 

(PDF) 普遍級  

人工智慧與人機博弈: 「博弈+AI」

前景如何?下一個 AlphaGo 在哪裡?人

工智慧是隊友還是對手?/劉禹, 魏慶

來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61-5 (EPUB) 普遍級  

人民的呼喚: 尹錫悅 韓國檢察官總

統的傳奇故事/劉順達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06-7 (EPUB) 

普遍級  

人生實用商學院. 2: 富有是一種能力,

堅持是一種選擇/吳淡如文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71-5 (PDF) 

普遍級  

人生實用商學院. 2: 富有是一種能力,

堅持是一種選擇/吳淡如文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72-2 (EPUB) 

普遍級  

人性的優點(中文導讀英文版)/戴爾.

卡內基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61-6 

(EPUB) 普遍級  

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費爾貝恩(W. R. 

D. Fairbairn)作; 劉時寧翻譯 .-- 高雄

市 : 無境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1-3-0 (EPUB) 普遍

級  

人從哪裡來: 人類六百萬年的演化史

/賴瑞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95-1 (PDF) 普遍級  

人從哪裡來: 人類六百萬年的演化史

/賴瑞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96-8 (EPUB) 普遍級  

人類社會 . 卷二 /普羅巴 .阮將 .沙卡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 .-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0-0-4 

(EPUB) 普遍級  

八十大壽. 下/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50-7 (EPUB) 普遍級  

八十大壽. 上/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49-1 (EPUB) 普遍級  

八字集議/呂家恂作 .-- 臺北市 : 旗林

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986-

383-128-0 (全套:平裝) NT$5392 普遍

級  

十五少年漂流記(中文導讀英文版)/

儒勒.凡爾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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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37-1 

(EPUB) 普遍級  

十六一生/藍冬雷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32-9 (EPUB) 普遍級  

十 字 路 / 強 納 森 . 法 蘭 岑 (Jonathan 

Franzen)著; 林少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1-24-4 (EPUB) 

普遍級  

三十 Early/大叔與海(陳宥瑋, 李宛諭)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687-1 (EPUB) 普遍級  

下一場貓雨/亮孩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亮語文創教育,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664-8-7 (PDF) 

普遍級  

上師的足跡 巴巴台灣行/阿南達拉麗

塔(Avtk. Ananda Lalita' A'c.)編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0-1-1 

(EPUB) 普遍級  

上 師 無 盡 的 愛 / 督 如 瓦 難 陀 (A'C. 

DHRUVA'NANDA AVT.)著 ; 吳春華

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0-2-8 (EPUB) 普遍級  

大中華地區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22(中文標準版)/張世宗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雷舍商務鑑價,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83-6-1 

(PDF) 普遍級  

大白熊熱戀中/ころも作; 蔡孟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84-9 

(EPUB) 普遍級  

大臣號倖存者/隱身新娘(中文導讀

英文版)/儒勒.凡爾納著; 王勛,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16-6 (EPUB) 普遍級  

大亨小傳(中文導讀英文版)/史考特.

費茲傑羅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5-06-5 

(EPUB) 普遍級  

大明紫禁城: 從草原霸主逐鹿中原到

煤山自縊/翟晨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88-3 (PDF) 普遍級  

大明紫禁城: 從草原霸主逐鹿中原到

煤山自縊/翟晨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89-0 (EPUB) 普遍

級  

大師: 馬斯多塔: 秩序之石/約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681-9 

(EPUB) 普遍級  

大師的足跡: 從泰利斯到桑格(西元

前 624—西元 2013 年)/陳志謙, 陳樂

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58-5 (EPUB) 普遍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五百七十二卷. 

寬謙法師講經版/(唐)玄奘譯; 釋寬謙

註述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

3419-1 (EPUB) 普遍級  

大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張復明著 .-- 

臺 南 市  : 南 市 鳳 凰 城 文 史 協 會 , 

11105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1301-6-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大清紫禁城: 從愛新覺羅稱霸華夏到

王朝輓歌/翟晨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92-0 (PDF) 普遍級  

大清紫禁城: 從愛新覺羅稱霸華夏到

王朝輓歌/翟晨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93-7 (EPUB) 普遍

級  

大喉嚨牧師和他的油燈: 駱先春的故

事/周佩蓉文; 張上祐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06 .-- 38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0721-

34-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大腦就是你的超能力: 輕鬆理解大腦

真相、讓大腦脫胎換骨的十四堂課,

意志力+思考力+記憶力全面提升!/

克 莉 思 汀 安 娜 . 史 妲 格 (Christiane 

Stenger)著; 張淑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97-4 (EPUB) 普遍級  

大衛.科波菲爾. 上(中文導讀英文版)/

查爾斯.狄更斯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03-6 

(EPUB) 普遍級  

女性的覺醒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

(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

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0-3-5 (EPUB) 普遍級  

小公主(中文導讀英文版)/法蘭西絲.

霍森.柏納特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60-9 

(EPUB) 普遍級  

小王子(中文導讀英文版)/安東尼.聖

修伯里著 ;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14-2 

(EPUB) 普遍級  

小王子穆爾加(中文導讀英文版)/王

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05-8 (EPUB) 普遍級  

小紅帽(中文導讀英文版)/雅各布.格

林, 威廉.格林編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04-3 (EPUB) 普遍級  

小狸日語(觀念文法書): 最大量的句

型彙整、文法辨析、實戰演練,帶你

從初學到 N3,全面直擊文法核心概念

/王心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43-1 (EPUB) 普遍級  

小販保羅(中文導讀英文版)/霍瑞修.

愛爾傑著 ;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24-1 

(EPUB) 普遍級  

小野二郎的世界: 壽司之神終極手藝

與精神/里見真三著; 婁愛蓮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5-64-8 

(EPUB) 普遍級  

小園香徑舊亭臺: 遠借框景 X 題名作

詩 X 疊山引泉,一窺古人芥子納須彌

的造園本事/黃震宇, 唐鳴鏑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03-9 

(EPUB) 普遍級  

小資男的米其林之旅/童榮地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7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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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7151-23-5 (PDF) 

普遍級  

小熊維尼(中文導讀英文版)/艾倫.亞

歷山大.米爾恩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04-1 

(EPUB) 普遍級  

山元式新頭針: 刺激點按壓保健法/

高資承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75-0 

(EPUB) 普遍級  

不會表達,你的努力一文不值/李文勇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6-90-6 (EPUB) 普遍級  

不會表達,你的努力一文不值/李文勇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6-91-3 (PDF) 普遍級  

不精準降落: 東海大學美術系 107 級

學士班畢業畫冊 /東海大學美術系

107 級學士班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東海美術系所, 11105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548-111-7 (平裝) 

普遍級  

中 世 紀暖 期是 區域 性的氣 候 事件

嗎?/林怡劭編譯 .-- 初版 .-- 臺南市 : 

jun, 11105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67-1 (平裝) 普遍級  

中國大陸新型基礎建設商機調查/台

灣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代表

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95-449-0 (PDF) 普遍級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藝術現象

與文化傳承>>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

論文集. 2022/洪昌穀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美術系, 11105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

418-4 (平裝) 普遍級  

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與國家 (1900-

1960)/胡其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6131-73-8 (PDF) 普遍

級  

中國會黨史. 第一冊, 從異姓結拜到

天地會/翟子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850-2 (PDF) 普遍級  

中國疆域沿革史: 從夏商周到民國初

年,中國地理史之開山巨作/顧頡剛, 

史念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375-9 (EPUB) 普遍級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年報. 2021 年/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

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795-56-6 (PDF) 普遍級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會刊. 2021 年/許

福生總編輯 .-- 桃園市 : 中華警政研

究學會, 11105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01-3-1 (平裝) 普遍

級  

五臟保養書: 養生,必先調五臟!(經典

暢銷版)/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作 .-- 三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45-4 (EPUB) 普遍級  

五臟保養書: 養生,必先調五臟!(經典

暢銷版)/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作 .-- 三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46-1 (PDF) 普遍級  

今天是你人生餘下生命的第一天/李

鵬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57-6 (PDF) 普遍級  

元宇宙大冒險: 破解元宇宙世界迷思

與商業模式/吳仁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39-2 (EPUB) 普遍

級  

元宇宙大冒險: 破解元宇宙世界迷思

與商業模式/吳仁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40-8 (PDF) 普遍級  

元宇宙時代: 智慧牙醫的四堂半課: 

從數位轉型到智慧學習 /曾明清編

著 .-- 臺北市 : 有故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98-1-5 (PDF) 

普遍級  

元宇宙影音製作指南: 微電影製作入

門實戰證照/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 

吳彥杰, 于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32-7 (EPUB) 普遍級  

元宇宙影音製作指南: 微電影製作入

門實戰證照/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 

吳彥杰, 于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33-4 (PDF) 普遍級  

允武允農大丈夫: 張民善將軍口述/

張民善口述, 胡世詮編撰 .-- 臺北市 : 

中華孫立人研究會,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79-2-9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內在他者: 莊子.尼采/劉滄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20-8 (EPUB) 

普遍級  

內在他者: 莊子.尼采/劉滄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21-5 (PDF) 

普遍級  

內省的技術: 勇敢了解自我、願意真

心傾聽,培養主動學習的能力,讓自己

和組織更強大!/熊谷美香著;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53-0-8 (EPUB) NT$340 普遍級  

六首吉他獨奏曲: 獻給方銘健教授/

廖繼坤, 呂昭炫, 詹哲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銘健, 11105 .-- 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23-7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公司代表人及代理人越權行為效力

之研究: 以公司內部決議瑕疵對外部

法律行為效力之影響為中心/陳以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55-9 

(PDF) NT$600 普遍級  

公民/廖震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23-6 (PDF) 普遍級  

勾引/柳孝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

月書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84-0-8 (EPUB) 普遍級  

升級孩子的語言力: 光光老師 x 美希

老師的 40 堂語言發展課/光光老師

(廖笙光), 美希老師(葉美希)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08-9 (EPUB) 

普遍級  

天才鑑定歷史檔案: 十歲當官、七步

成詩 ,古時候的資優神童到底有多

狂?/賈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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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83-4 (EPUB) 普遍級  

天河湖畔草青青/宮開理著 .-- 初版 .-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6-73-5 (EPUB) 

普遍級  

天長地久: 給美君的信/龍應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34-7 

(EPUB) 普遍級  

天長地久: 給美君的信/龍應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36-1 

(PDF) 普遍級  

太陽系歷險記(中文導讀英文版)/儒

勒.凡爾納著; 王勛,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22-7 

(EPUB) 普遍級  

孔孟人性論與自由之試探 /許詠晴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66-3 

(PDF) 普遍級  

少女地獄/夢野久作著; 林皎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63-3 (PDF) 

普遍級  

少女地獄/夢野久作著; 林皎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64-0 (EPUB) 

普遍級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4, 是誰在說話?. 

下/翁裕庭作; 步烏, 米巡繪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94-5 (EPUB) 普遍

級  

少年新眼光讀經: 用愛與信心保持聯

絡 = Youth shall see visions: keep in 

touch with love & feith/少年新眼光推

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 11107 .-

- 19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3-00-9 (平裝) 普遍級  

少年維特的煩惱(中文導讀英文版)/

約翰.沃夫岡.馮.歌德著; 王勛, 紀飛

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34-0 (EPUB) 普遍級  

巴巴在佳滿坡的歲月. 下/德瓦旭希

(Devashish Donald Acosta)編著; 吳春

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0-5-9 (EPUB) 普遍級  

巴巴在佳滿坡的歲月. 上/德瓦旭希

(Devashish Donald Acosta)編著; 吳春

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0-4-2 (EPUB) 普遍級  

巴比倫的好野人: 教年輕人如何不再

喊窮 /喬治 .山繆 .克拉森作; 張瓅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2-7-7 

(PDF) 普遍級  

巴比倫的好野人: 教年輕人如何不再

喊窮 /喬治 .山繆 .克拉森作; 張瓅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2-8-4 

(EPUB) 普遍級  

巴斯克維爾的獵犬 (中文導讀英文

版)/亞瑟.柯南.道爾著; 王勛,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32-6 (EPUB) 普遍級  

心念自瘉力,逆轉慢性病: 21 世紀最

新心念醫學/許瑞云, 鄭先安著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07-4 (PDF) 

普遍級  

心念自瘉力,逆轉慢性病: 21 世紀最

新心念醫學/許瑞云, 鄭先安著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08-1 (EPUB) 

普遍級  

心燈錄.慈悲的智慧/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0-6-6 (EPUB) 普遍級  

心靈覺醒之隨緣隨筆/龍影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44-211-2 (PDF) 

普遍級  

手相開運 200 問: 性格密碼一手抓/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30-1 (EPUB) 普遍級  

手繪旅日拾光: 用插畫記錄我的日本

生活/袁育媃著.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健行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7-1-2 (PDF) 普遍級  

手繪旅日拾光: 用插畫記錄我的日本

生活/袁育媃著.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健行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7-2-9 (EPUB) 普遍

級  

手繪儒生: <<儒林外史>>的二十種

風雅/金龠文; 祁偉威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59-2 (EPUB) 普遍

級  

文化創意產業讀本. II: 象徵價值與美

學經濟 /李天鐸 , 林立敏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23-2 (EPUB) 

普遍級  

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國際學術研討

會 論 文 集 .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Creativity & 

Innovative Design/葉燉烟主編 .-- 雲林

縣 : 環球科大視傳系, 11105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17-54-2 (平

裝) 普遍級  

文字獄下小說轉向人性的開掘: 從<<

儒林外史>>到<<紅樓夢>>,從時事政

治的諷刺到禮教世俗的批判/石昌渝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35-0 (EPUB) 普遍級  

文徵明傳: 蘇州的風雅傳奇/周文翰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50-9 (EPUB) 普遍級  

日本!日本!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死磕/

王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384-1 (EPUB) 普遍級  

日本古城建築圖典: (全彩圖解)天守、

城郭、城門到守城機關,日本古城建

築的構造工法與文化史/三浦正幸著; 

詹慕如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19-3 (EPUB) 普遍級  

日本色彩寫真物語/北山建穗文.攝影; 

永方佑樹詩;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浩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24-9 (EPUB) 普遍

級  

日本建築師帶你: 看懂世界魅力咖啡

館: 加藤匡毅的咖啡空間學!親自拍

攝、手繪實測、平面圖解,解剖人氣

咖啡館思考與設計之道 /加藤匡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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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dle 作;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點,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28-1 (EPUB) 普遍級  

日本流行用語及語源由來 /林偉立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11-2 (PDF) 普遍級  

日本權威營養師,萬人見證超簡易食

療法(經典暢銷版): 這樣吃消除浮腫

肥胖、撫平皺紋鬆弛、迅速下降肌

齡....../菊池真由子著; 蔡麗蓉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5-40-9 

(EPUB) 普遍級  

日本權威營養師,萬人見證超簡易食

療法(經典暢銷版): 這樣吃消除浮腫

肥胖、撫平皺紋鬆弛、迅速下降肌

齡....../菊池真由子著; 蔡麗蓉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41-6 (PDF) 

普遍級  

月亮裡的兔子(中文導讀英文版)/王

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59-3 (EPUB) 普遍級  

月相魔法/麥可.賀克(Michael Herkes)

著; 范章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

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30-1 (EPUB) 普遍級  

木偶奇遇記(中文導讀英文版)/卡洛.

科洛迪著 ;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38-8 

(EPUB) 普遍級  

止痛人生/吳明來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27-9 (PDF) 普遍級  

止痛人生/吳明來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28-6 (EPUB) 普遍

級  

比特幣大騙局: 竊盜、駭客、投機者,

加密貨幣交易所 Mt. Gox 的腐敗運作

與破產真相 /傑克 .阿德爾斯坦(Jake 

Adelstein), 娜 塔 莉 . 斯 塔 基 (Nathalie 

Stucky)著; 許雅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07-5 (PDF) 普遍級  

比特幣大騙局: 竊盜、駭客、投機者,

加密貨幣交易所 Mt. Gox 的腐敗運作

與破產真相 /傑克 .阿德爾斯坦(Jake 

Adelstein), 娜 塔 莉 . 斯 塔 基 (Nathalie 

Stucky)著; 許雅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08-2 (EPUB) 普遍

級  

比起喜歡自己,我有更多討厭自己的

日子: 深入凝視情緒、擁抱陌生自我

的 111 個接納練習/邊池盈著;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56-0 (PDF) 普遍級  

比起喜歡自己,我有更多討厭自己的

日子: 深入凝視情緒、擁抱陌生自我

的 111 個接納練習/邊池盈著;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57-7 (EPUB) 普遍級  

水孩子(中文導讀英文版)/查爾斯.金

斯利著; 王勛,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58-6 (EPUB) 

普遍級  

火 系 魔 法 / 約 瑟 芬 . 溫 特 (Josephine 

Winter)著; 非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31-8 (EPUB) 普遍級  

父母成熟了,孩子就成才: 教育,不是

把桶灌滿,而是將火點燃/李玲瑤, 孫

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60-8 (EPUB) 普遍級  

王大律師的遺囑/石建峯作 .-- 1 版 .-- 

臺北市 : 石建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105-3 (EPUB) 普遍

級  

世界地方特色料理圖鑑: 集結 300 個

國家、地區,藉著食譜認識各地歷史、

文化、宗教飲食規則/青木百合子著; 

洪于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4-48-3 (EPUB) 普遍級  

世界最快速的物流 UPS/葉福成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60-6 (PDF) NT$280 普遍級  

世界最優美的散文/大衛.梭羅(David 

Thoreau)原著; 徐漢林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66-8 (PDF) 

普遍級  

世 界 最 優 美 的 詩 歌 / 波 西 . 雪 萊

(Percy.Shelley)等著; 徐漢林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62-0 

(PDF) 普遍級  

世紀大預言.巴巴慈悲的叮嚀/雪莉.

雪 莉 . 阿 南 達 慕 提 (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0-7-3 (EPUB) 

普遍級  

世紀今日: 從真實的故事,喚醒自己

的夢想/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

986-5576-93-6 (全套 :平裝 ) NT$3600

普遍級  

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 在流行

文化中被架空的女性主義/安蒂.柴斯

勒(Andi Zeisler)著; 周彧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01-2 (PDF) 

普遍級  

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 在流行

文化中被架空的女性主義/安蒂.柴斯

勒(Andi Zeisler)著; 周彧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07-4 

(EPUB) 普遍級  

仙 人 掌 女 孩 / 達 斯 蒂 . 寶 林 (Dusti 

Bowling)文; 楊佳蓉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42-0 (EPUB) 普遍

級  

出 水 ぽ す か ART BOOK

『POSTCARD PLANET』/出水ぽす

か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2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38-049-3 (平裝) 普遍級  

加速度慢進化: 長榮大學資訊暨設計

學院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11 級畢業

專 刊 = Acceleration slowly evolution: 

CJCU,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111th/鄭瀚, 朱芳儀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數位媒體設

計系, 11106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58-98-2 (平裝) 普遍級  

包法利夫人(中文導讀英文版)/古斯

塔夫.福樓拜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03-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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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台灣: 馬來西亞人跨境臺灣的流

轉記憶/杜晉軒著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53-8 (PDF) 普遍級  

北歐現代作家作品評述/蕭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17-6 

(EPUB) 普遍級  

半導體投資大戰/金榮雨著; 蕭素菁, 

陳柏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52-0 (EPUB) 普遍級  

半導體投資大戰/金榮雨著; 蕭素菁, 

陳柏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53-7 (PDF) 普遍級  

半導體產業大廠布局與關鍵議題分

析/鄭凱安, 潘建光, 林育烽, 楊可歆, 

何心宇, 黃馨, 陳牧風, 黃家怡, 吳駿

驊, 劉智文, NIKKEI ELECTRONICS

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9-2 

(PDF) 普遍級  

古巴人: 非常年代的日常生活/安東

尼.迪帕瑪(Anthony DePalma)作; 楊芩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6-05-6 (PDF) 普遍級  

古希臘= Ancient Greece/查爾斯.科瓦

奇(Charles Kovacs)作; 楊琇晴譯 .-- 臺

北市  : 北市人智學教育推廣協會 , 

11106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899-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史坎德: 獨角獸竊盜者/A.F.史黛曼(A. 

F. Steadman)作; 謝靜雯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36-5 (EPUB) 普遍

級  

台股老先覺杜金龍的技術分析入門/

杜金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60-8 (PDF) 普遍級  

台語版德文歌謠合唱譜/蔡鐸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板橋翻譯社,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760-1-5 

(PDF) NT$300 普遍級  

台語現代小說選/郭頂順, 蔡秋桐, 蘇

德興, 楊逵, 賴和, 陳明仁, 陳雷, 王貞

文, 胡長松, 胡民祥, 陳正雄, 藍春瑞, 

林美麗, 王羅蜜多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39-2 (EPUB) 普遍級  

台語現代小說選/郭頂順, 蔡秋桐, 蘇

德興, 楊逵, 賴和, 陳明仁, 陳雷, 王貞

文, 胡長松, 胡民祥, 陳正雄, 藍春瑞, 

林美麗, 王羅蜜多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40-8 (PDF) 普遍級  

台 灣 主 要 產 業 鑑 價 數 據 年 鑑 . 

2022(國際標準版)/張世宗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雷舍商務鑑價,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83-7-8 

(PDF) 普遍級  

台灣企業轉型革命學: 從全球政治經

濟產業的典範轉移中,找到企業升級

經營獲利的成功金鑰/陳宗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26-3 (EPUB) 

普遍級  

台灣有事: 日本眼中的台灣地緣重要

性角色/渡部悅和, 尾上定正, 小野田

治, 矢野一樹著;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燎原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86-8-9 (PDF) 

普遍級  

台灣有事: 日本眼中的台灣地緣重要

性角色/渡部悅和, 尾上定正, 小野田

治, 矢野一樹著;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燎原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86-9-6 (EPUB) 

普遍級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4 暨世界上最

有力量的是夢想. 42/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305-8-8 (EPUB) 普遍級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4 暨世界上最

有力量的是夢想. 42/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305-9-5 (PDF) 普遍級  

台灣建築史綱/林會承, 徐明福, 傅朝

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

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86-0-6 (EPUB) 普遍級  

台灣高中法治教育內容的法律程序

管制史/洪瑞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48-1 (PDF) 普遍級  

台灣新詩史 /孟樊 , 楊宗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22-2 (EPUB) 

普遍級  

台灣新詩史 /孟樊 , 楊宗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23-9 (PDF) 

普遍級  

台灣螞蟻圖鑑: 捕蟻人蒐集版/賴劭

華作  .-- 高雄市  : 捕蟻人工作室 , 

11104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96115-0-8 (平裝) 普遍級  

四柱八字 200 問: 生辰五行有玄機/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31-8 (EPUB) 普遍級  

外科醫生 /泰絲 .格里森作 ; 尤傳莉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45-5 (EPUB) 普遍級  

失落手稿/東妮.喬丹(Toni Jordan)著; 

蘇雅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666-2 (EPUB) 普遍級  

奴隸帝王: 石勒: 一劍能當百萬師. 2/

毋福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412-1 (EPUB) 普遍級  

奴隸帝王: 石勒: 英雄出少年. 1/毋福

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13-8 (EPUB) 普遍級  

布格繆勒鋼琴進階練習曲 25 首(雙鋼

琴版)/孫薇, 張茵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2-416-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平版印刷 ISO 國際標準跨媒體色彩

試驗、落實與品質分析 /戴孟宗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5 .-- 3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8-199-8 (精裝) 普遍級  

未来门徒的 4 个挑战/斯托得(John 

Stott)著; 李柏佳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45-7 (EPUB) 普遍級  

正史的誤導: 歷史課本造成的錯覺。

/趙運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50-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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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的誤導: 歷史課本造成的錯覺。

/趙運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51-5 (PDF) 普遍級  

正是時候讀莊子. 最終回: 莊子的遊

心、養身、學愛,真自由/蔡璧名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73-4 

(EPUB) 普遍級  

正說大宋十八帝/劉雅琳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2-361-5 (EPUB) 普遍

級  

正說大宋十八帝/劉雅琳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2-362-2 (PDF) 普遍級  

正說大唐二十一帝/劉雅琳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2-363-9 (EPUB) 

普遍級  

正說大唐二十一帝/劉雅琳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2-364-6 (PDF) 

普遍級  

母帶後期處理全書: 從混音重點到樂

曲類型、目的用途、音訊格式,深入

MASTERING 技術工程專業實務手

法/江夏正晃著; 王意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30-2 (EPUB) 

普遍級  

民主與社會面面觀/雪莉普羅巴阮將

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0-8-0 (EPUB) 普遍級  

永恆生命之謎/雪莉.雪莉.阿南達慕

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

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0-9-7 (EPUB) 普遍級  

永恆的希瓦.超越時空的教誨/雪莉.

雪 莉 . 阿 南 達 慕 提 (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大

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1-0-3 (EPUB) 普遍級  

犯罪所得之第三人沒收程序/林宜潔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41-2 

(PDF) 普遍級  

玄靈的天平. II: 蛛絲、冰晶與熾燄的

大地/秀弘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682-6 (EPUB) 普遍級  

*玉翎雕正傳. 第二冊/郎紅浣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847-7 (PDF) NT$300 普遍級  

生而為人 ,你應該知道的人權真相 : 

國家能賜死人民嗎?能投票就是民主

嗎?紅燈何時亮,幾時可尋芳?......30 堂

國民基本人權思辨課/法律白話文運

動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45-3 (EPUB) 普遍級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彭明輝談

困境與抉擇/彭明輝著.說書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約 4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49-9 (線上

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生命科學觀: 瑜伽心理學/雪莉.普羅

巴.阮將.沙卡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54-5-3 (EPUB) 

普遍級  

生命縮圖: 圖像小說中的人生百態/

郭書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32-2 (PDF) 普遍級  

生命縮圖: 圖像小說中的人生百態/

郭書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33-9 (EPUB) 普遍級  

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 2022: 安

康 . 生 活 = Applied Science of Living 

Conference/柯澍馨, 陳欣怡, 林佑勳彙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生應

系, 11106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19-1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用批判的角度閱讀漫畫書: 以弗雷勒

理論探討臺灣中學生如何受日系漫

畫影響/許芳慈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0-204-0 (EPUB) 普遍級  

用幽默的心情處理事情 /文彥博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29-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用照片提升記憶力的科學訓練法: 腦

科學證實有效!1 天只要 1 分鐘,無論

在哪都可以輕鬆進行 /吉野邦昭著; 

許展寧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37-8 (EPUB) 普遍級  

用電影說印度: 從婆羅門到寶萊塢,

五千年燦爛文明背後的現實樣貌/黃

偉雯(瑪杜莎)作; 林凱羚朗讀 .-- 臺北

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約 412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02-8 

(線上有聲書(MP3)) NT$340 普遍級  

用賴世雄筆記法學英文: 每天 10 分

鐘,單字片語一本通/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6-9-2 

(PDF) 普遍級  

白衣女郎(中文導讀英文版)/威爾基.

柯林斯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13-5 

(EPUB) 普遍級  

白雪公主(中文導讀英文版)/雅各布.

格林, 威廉.格林編著; 王勛,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05-0 (EPUB) 普遍級  

白童夜歌/孫得欽作; 孫得欽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5 .-- 約 9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64-2 (線上

有聲書(MP3)) 普遍級  

白銀市場爭奪戰: 從富蘭克林到巴菲

特,點燃全球經濟與關鍵決策的致富

貨幣/威廉.希爾博(William L. Silber)

著;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62-8 (EPUB) 普遍級  

白銀市場爭奪戰: 從富蘭克林到巴菲

特,點燃全球經濟與關鍵決策的致富

貨幣/威廉.希爾博(William L. Silber)

著;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63-5 (PDF) 普遍級  

皮膚微生物群: 護膚、細菌與肥皂,

你所不知道的新科學/詹姆斯.漢布林

(James Hamblin)著; 黃于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9-1-0 

(EPUB) 普遍級  

石濤畫語錄中的詩情畫意: 中國畫的

哲 學 原 理 : The melody of Shi-T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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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tions on Chinese painting: 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painting/中國著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九逵商行 , 

11105 .-- 7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6495-42-7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立志把生活過成喜歡的樣子/謝雪文

(雪兒 CHER)圖.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97-5 (PDF) 普遍級  

立志把生活過成喜歡的樣子/謝雪文

(雪兒 CHER)圖.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98-2 (EPUB) 普遍級  

立舞動胯/鄭秀真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禪舞協會, 11105 .-- 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326-2-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交易心態原理/理察.彼得森(Richard L. 

Peterson)著; 洪慧芳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31-9 (PDF) 普遍級  

交易心態原理/理察.彼得森(Richard L. 

Peterson)著; 洪慧芳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32-6 (EPUB) 普遍

級  

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手冊/林月琴總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安

全文教基金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0-0-3 (PDF) 普遍級  

伊雍: 自性的現象學研究/卡爾.古斯

塔夫.榮格作; 周俊豪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7-788-5 (PDF) 

普遍級  

伊雍: 自性的現象學研究/卡爾.古斯

塔夫.榮格作; 周俊豪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7-789-2 (EPUB) 

普遍級  

企業文化簡論: 引導每一位員工成為

工作的主人和職位的監護人 /張勉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57-8 (EPUB) 普遍級  

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22= Conference on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BO&M). 

2022/[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開南大學企創系, 11105 .-- 27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6467-39-4 (平

裝) 普遍級  

全方面破解英文多益單字: 高分單字

X 關鍵搭配詞 X 萬用例句的必勝三

「步」曲/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6-10-4 

(PDF) 普遍級  

全民瘋運動: 起源 X 場地 X 規則 X

專業術語,100 種體育常識一本通/蔡

宗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374-2 (EPUB) 普遍級  

全國商管論文研討會暨論文競賽論

文摘要集 . 2022= 2022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 and Thesis 

Competition/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系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龍華科大

企管系, 11105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656-1-1 (平裝) 普遍

級  

全球供應鏈再平衡: 立足中歐、決勝

歐洲: 2022 韌性供應鏈全球區域製造

中心市調報告系列. 中歐四國篇(波

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蔡欣

育, 施懿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

貿協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45-2 (PDF) 普遍級  

全球供應鏈重組對台灣科技產業發

展之影響/張小玫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27-9 

(PDF) 普遍級  

全球治理與區域整合的發展與挑戰/

陳希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 11105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00-62-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全球護理 ICN 國際護理視訊大會專

刊. 2021/陳淑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護理學會,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5-3-5 (PDF) 

普遍級  

再思臺灣主體性: 穿越身分幻影與越

界正義可能性/聶雅婷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79-1 

(EPUB) 普遍級  

再潛一支氣瓶就好/栗光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26-9-4 (EPUB) 

普遍級  

印度美食史: 盛宴與齋戒的國度/珂

琳.泰勒.森(Colleen Taylor Sen)著; 柯

松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96-2-8 (PDF) 普遍級  

印度美食史: 盛宴與齋戒的國度/珂

琳.泰勒.森(Colleen Taylor Sen)著; 柯

松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96-3-5 (EPUB) 普遍級  

危機管理暨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研

討會. 2022(第二十屆)= The twentieth 

Conference of Crisis Management and 

IEM 2022 proceedings/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 高雄市 : 

危機管理學會, 11105 .-- 5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420-3-3 (平裝) 

普遍級  

吃一口薑黃,打開身體自癒力: 天然

的最佳抗生素,一天吃三次,韓國名醫

已連吃八年,效果有如不必動的有氧/

徐載杰著; 林育帆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63-8 (PDF) 普遍級  

吃一口薑黃,打開身體自癒力: 天然

的最佳抗生素,一天吃三次,韓國名醫

已連吃八年,效果有如不必動的有氧/

徐載杰著; 林育帆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64-5 (EPUB) 普遍

級  

吃的美德: 餐桌上的哲學思考/朱立

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著; 謝佩妏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15-5 

(EPUB) 普遍級  

因果螺旋: 跨越時空的探索與思辨/

陳建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32-3 (EPUB) 普遍級  

回到古代打官司: 護食安,拆違建,抓

色情,防舞弊...打擊犯罪,古人自有好

方法/劉峰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

者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51-6 (EPUB) 普遍級  

地心歷險記(中文導讀英文版)/儒勒.

凡爾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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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7165-02-7 

(EPUB) 普遍級  

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摘

要集. 第十一屆/第十一屆地球觀測

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著作 .-- 初

版 .-- 苗栗縣 : 台灣地球觀測學會, 

11108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396-1-2 (平裝) 普遍級  

在冰川消失之前: 關於遠古時間與未

來之水的 27 則故事/安德烈.賽恩.馬

納松(Andri Snær Magnason)著; 劉泗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70-7-3 (EPUB) 普遍級  

在雨之後: 來自詩人的溫柔提醒,學

會在低潮時享受孤獨、擁抱脆弱,就

能 讓 光 透 進 生 活 / 亞 麗 珊 卓 . 艾 里

(Alexandra Elle)著 ; 張家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91-1 

(EPUB) 普遍級  

在雨之後: 來自詩人的溫柔提醒,學

會在低潮時享受孤獨、擁抱脆弱,就

能 讓 光 透 進 生 活 / 亞 麗 珊 卓 . 艾 里

(Alexandra Elle)著 ; 張家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92-8 (PDF) 

普遍級  

在家修行: <<龍樹菩薩勸誡王頌>>

講記/龍樹菩薩根本頌; 第 9 世堪千創

古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

中 .-- 二版 .-- 臺北市 : 法源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853-8-9 (EPUB) 普遍級  

在裡面也在外面: 蘇善讀評兒童文學

/蘇善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166-8-1 (EPUB) 普遍級  

好好玩!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與實例

應用: 鍛鍊邏輯思維 x 徹底掌握核心

/李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34-1 (PDF) 普遍級  

好好玩!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與實例

應用: 鍛鍊邏輯思維 x 徹底掌握核心

/李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35-8 (EPUB) 普遍級  

好玩的生物學: 開啟生命科學的閱讀

模式/張超, 趙奐, 林祖榮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51-6 (EPUB) 

普遍級  

如何擁抱一隻刺蝟: 戀愛與婚姻中的

人格識別、接納與付出/段鑫星, 李

文文, 趙亞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02-4 (PDF) 普遍級  

如果錯過了太陽,就等待月亮吧!/邱

子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63-7 (PDF) 普遍級  

如詩般的天文與地理課: 從呼吸規律

與血液循環,看見大地的變動與星空

的運行: 華德福教學引導. 4/查爾斯.

科 瓦 奇 (Charles Kovacs) 著 ; 王 乃 立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487-94-7 (PDF) 普遍級  

如詩般的天文與地理課: 從呼吸規律

與血液循環,看見大地的變動與星空

的運行: 華德福教學引導. 4/查爾斯.

科 瓦 奇 (Charles Kovacs) 著 ; 王 乃 立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487-95-4 (EPUB) 普遍級  

存在與抵抗的夢想: 以巴什拉四元素

解讀陳黎、楊澤解嚴前詩作/朱容瑩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8-80-7 (EPUB) 普遍級  

安妮日記 /安妮 .法蘭克著 ; 呂玉嬋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98-7 

(PDF) 普遍級  

安娜的心理諮商/劉紅卿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373-5 

(EPUB) 普遍級  

有情人間: 不遺忘的日常書寫/宋怡

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28-9 (PDF) 普遍級  

有情人間: 不遺忘的日常書寫/宋怡

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29-6 (EPUB) 普遍級  

朱熹/陳榮捷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7-654-9 (EPUB) 普遍級  

百年雀巢的成功史/葉福成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61-3 

(PDF) NT$280 普遍級  

羊道: 前山夏牧場/李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5-1-4 (EPUB) 普遍

級  

老人與海(中文導讀英文版)/歐內斯

特.海明威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5-07-2 

(EPUB) 普遍級  

老公老婆孕期怎麼愛: 簡單理解孕期

性愛 ,使感情升溫的<<性學觀止>>/

張娜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418-3 (EPUB) 普遍級  

老玩童的旅遊記疫: 瑞士深度行/鄧

予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22-8 (PDF) 普遍級  

老饕級世界美食圖鑑/<<世界下酒菜

圖鑑>>編輯部, 青木百合子作; 林詠

純, 洪于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44-

50-6 (全套:平裝) NT$970 普遍級  

自生自滅/默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78-9 (EPUB) 普遍級  

自由: 民主的盟友或敵人?思考現代

社 會 的 形 成 與 危 機 / 安 娜 琳 . 德 黛

(Annelien De Dijn)著; 陳雅馨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27-6 

(EPUB) 普遍級  

自由生活 /哈金著; 季思聰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21-7 (PDF) 

普遍級  

自由生活 /哈金著; 季思聰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22-4 

(EPUB) 普遍級  

自來水評價人員題庫制霸(共同科目

三合一)/胡劭安, 廖震, 李杰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19-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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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車之風險與保險需求: 以責

任歸屬為中心/鍾采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44-3 (PDF) 普遍級  

自然社交,讓情緒不再敏感/陌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62-2 

(EPUB) 普遍級  

自癒: 做自己最好的醫生/鍾灼輝作 .-

- 三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60-3 

(EPUB) 普遍級  

色彩搭配原理與技巧: 色彩三要素 X

感覺與色彩 X 色彩的象徵性及聯想/

范文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85-8 (EPUB) 普遍級  

色漾的重量: 2022 林憲茂平面&立體

創作展第 29 次個展= Lin Shien Mao 

creation exhibition/陳穎暄總編輯 .-- 第

一版 .-- 臺中市 : 林憲茂,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25-

1 (平裝) 普遍級  

血字的研究/四簽名(中文導讀英文

版)/亞瑟.柯南.道爾著; 王勛,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56-2 (EPUB) 普遍級  

西西里島國王(中文導讀英文版)/亨

利.華茲華斯.朗費羅著; 王勛,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41-8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神族

與人族的起源.普羅米修斯. 1/邱建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98-3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神族

與人族的起源.普羅米修斯. 2/邱建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99-0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神族

與人族的起源.普羅米修斯. 3/邱建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12-0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神族

與人族的起源.普羅米修斯. 4/邱建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13-7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雅典

王子.提修斯. 1/邱建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14-4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雅典

王子.提修斯. 2/邱建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15-1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雅典

王子.提修斯. 3/邱建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16-8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漁夫

之子.柏修斯. 1/邱建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17-5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漁夫

之子.柏修斯. 2/邱建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18-2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 漁夫

之子.柏修斯. 3/邱建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19-9 

(EPUB) 普遍級  

你也可以成為很棒的研究者: 寫給高

中 生 的 研 究 誠 信 小 冊 ( 教 師 版 )= 

Taiwan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 junior version: teacher's guide/

周倩著 .-- 初版 .-- 新竹市 : 臺灣學術

倫理教育學會, 11105 .-- 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127-1-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你也可以成為很棒的研究者: 寫給高

中 生 的 研 究 誠 信 小 冊 ( 學 生 版 )= 

Taiwan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Junior version)/周倩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學

會, 11105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27-0-3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你不是在當主管,你在當你自己: 美

國最搶手的商業導師教你用 5 件事,

成為頂尖領導者 /派屈克 .蘭奇歐尼

(Patrick Lencioni)著 ; 梁東屏譯  .-- 1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32-4 

(EPUB) 普遍級  

你值得擁有一切你想要的 /陳勢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8-54-2 (EPUB) 普遍級  

低碳減醣家常料理: 90 道超美味循環

菜單,早午晚這樣吃,30 天無壓減重 5

公斤!/金志玹著; 余映萱譯 .-- 新北市 : 

瑞麗美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17-5-4 (EPUB) 普遍級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余英時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83-3 

(EPUB) 普遍級  

克雷洛夫寓言(中文導讀英文版)/伊

萬.克雷洛夫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36-4 

(EPUB) 普遍級  

克蘇魯事件簿. 2, 福爾摩斯與米斯卡

托 尼 克 怪 物 / 詹 姆 斯 . 洛 夫 葛 羅 夫

(James Lovegrove)著 ; 李函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39-2 (PDF) 

普遍級  

克蘇魯事件簿. 2, 福爾摩斯與米斯卡

托 尼 克 怪 物 / 詹 姆 斯 . 洛 夫 葛 羅 夫

(James Lovegrove)著 ; 李函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2-40-8 

(EPUB) 普遍級  

別拿他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同事好

煩、上司好兇,都是我的錯?換個角

度看世界,美好其實就在身邊/王郁陽, 

羅烈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72-8 (EPUB) 普遍級  

刪拾就定位,每走一步都珍貴/蔡侑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30-2 (PDF) 普遍級  

刪拾就定位,每走一步都珍貴/蔡侑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31-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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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其昌文存/吳其昌原著; 蔡登山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18-3 (EPUB) 普遍級  

吳明珠教你養好心/吳明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02-9 (PDF) 

普遍級  

吳明珠教你養好心/吳明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03-6 

(EPUB) 普遍級  

吳敏求傳: 從零到卓越的識與謀/吳

敏求等口述; 楊倩蓉採訪撰文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09-8 (PDF) 普遍級  

吳敏求傳: 從零到卓越的識與謀/吳

敏求等口述; 楊倩蓉採訪撰文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10-4 (EPUB) 普遍級  

吳寶春的麵包祕笈: 27 年功夫.34 道

麵包食譜大公開/吳寶春著; 楊惠君, 

黃曉玫文字整理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22-5 (EPUB) 普遍級  

夾心主管的聰明管理學: 21 個夾心式

管理技巧,讓你成為老闆和下屬的溝

通核心 /中村勝宏 , 鄭宏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7-192-0 

(EPUB) 普遍級  

孝道西遊: 孝經翻譯與歐洲漢學的源

起/潘鳳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64-2 (EPUB) 普遍級  

孝道西遊: 孝經翻譯與歐洲漢學的源

起/潘鳳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65-9 (PDF) 普遍級  

完美獵物/海倫.菲爾德(Helen Fields)

作; 楊沐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6-03-2 (EPUB) 普遍

級  

宋元明傳奇的走向: 從<<剪燈新話

>>到<<歡喜冤家>>,從愛情婚姻的悲

劇結局到市井男女的恩怨情仇/石昌

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371-1 (EPUB) 普遍級  

巫文化新敘: 巫、乩童、理心士/蔡

州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葳森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986-81111-9-

6 (全套:平裝) NT$700 普遍級  

快眠大全: 利用光線×溫度×腦科學的

123 個高效睡眠休息法/菅原洋平作; 

王華懋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45-7 (EPUB) 普遍級  

快樂一定比痛苦好嗎?: 跟著亞里斯

多德、尼采、艾西莫夫、薩諾斯等

93 位跨界大哲學家,破解 135 道日常

哲 學 問 題 / 喬 尼 . 湯 姆 森 (Jonny 

Thomson)著; 吳煒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54-5 (EPUB) 普遍級  

快樂王子: 王爾德童話故事全集(中

文導讀英文版)/奧斯卡.王爾德著; 王

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73-9 (EPUB) 普遍級  

快樂鍵盤和聲/陳宏心作 .-- 初版 .-- 

新竹市 : 萌音文化, 11105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55-5-7 (第 4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我 的 第 一本 鋼 琴遊 戲 書= My first 

piano game book/Flora 主編; 詹佩茹繪

圖 .-- 初版 .-- 臺中市 : 寬域工作室, 

11106 .-- 48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88688-5-4 (平裝)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韓語 E-MAIL/吳美南, 金

源卿著; 蔡佳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24-6 (PDF) 普遍級  

我的無印良品新生活 /水谷妙子著; 

蘇暐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88-1-2 (PDF) 普遍級  

我的無印良品新生活 /水谷妙子著; 

蘇暐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88-2-9 (EPUB) 普遍級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程廷 Apyang Imiq

作; 曾紫庭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5 .-- 約 3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66-6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我為何會這樣?/王凱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07-0 (EPUB) 普遍

級  

我 們 好 好 的 / 妮 娜 . 拉 庫 爾 (Nina 

LaCour)作; 李珮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01-2-4 (PDF) 

普遍級  

我們離世界有點遠/盧國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51-9 (PDF) 

普遍級  

我對抗跟蹤狂的七百天戰爭/內澤旬

子作; 林詠純譯 .-- 臺北市 : 凌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91-5-9 (EPUB) 普遍級  

我靈歌唱: 更生詩集/黃明鎮總編輯 .-

- 臺北市 : 基督更生團契, 11105 .-- 

132 面 ; 18 公 分  .-- ISBN 978-626-

95700-1-0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把花種漂亮的栽培密技全圖解: 從選

盆、施肥、修剪到繁殖,25 種開花植

物輕鬆種,用盆花妝點居家生活!/陳

坤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74-4-8 (EPUB) 普遍級  

投資型保險最重要的大小事: 從保障

到投資!本書完整剖析投資型保險的

原理及相關知識,讓你超越保險業務

員和銀行理專,做出最利己的理財規

劃/吳家揚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29-9-0 (EPUB) 普遍級  

改變世界的 67 場演說: 品讀邱吉爾、

德雷莎修女、愛因斯坦、富蘭克林、

蔡元培、李開復等的人生精華/李祐

元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5-10-2 (EPUB) 普遍級  

改變說話習慣,讓主管一秒挺你: 被

公司認可的優秀員工都在使用的說

話術/崔美英著; 尹嘉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25-0-6 (EPUB) 普遍

級  

改變說話習慣,讓主管一秒挺你: 被

公司認可的優秀員工都在使用的說

話術/崔美英著; 尹嘉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25-1-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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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四年/李常受著; 

財團 法人 臺灣 福音 書房 編輯 部編

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05 .-- 冊 .-- ISBN 978-986-

166-814-7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166-815-4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16-1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17-8 (第 4 冊:精

裝) .-- ISBN 978-986-166-818-5 (全套:

精裝) 普遍級  

李榮春的文學世界/李榮春, 鍾肇政

等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51-4 (EPUB) 普遍級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影像書/公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69-2 

(PDF) 普遍級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影像書/公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70-8 

(EPUB) 普遍級  

每一天的旅行/金敃澈著; 陳品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64-7 

(EPUB) 普遍級  

每一天的旅行/金敃澈著; 陳品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65-4 

(PDF) 普遍級  

每天讀點博弈學: 生活中的博弈智慧

x 經典故事,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王貴

水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19-0 (EPUB) 普遍級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隻害怕的小怪獸/

海倫.奧德斯基(Helen Odessky)著; 吳

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96-6 (PDF) 普遍級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隻害怕的小怪獸/

海倫.奧德斯基(Helen Odessky)著; 吳

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97-3 (EPUB) 普遍級  

沙土煉金: 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市

場多元化探秘: 新興市場市調報告系

列. 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篇/林志

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95-446-9 (PDF) 普遍級  

沙皇的信使(中文導讀英文版)/儒勒.

凡爾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57-9 

(EPUB) 普遍級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海明威著; 陳良

廷等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6-74-2 (EPUB) 普遍級  

沒有富爸爸的創業成功學: 跟著貓咪

老師學習開一間能活下去的公司/中

野裕哲作; 梁蘊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易富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7-193-7 (PDF) 普遍級  

沒有媽媽的女兒: 不曾消失的母愛/

荷波.艾德蔓(Hope Edelman)著; 賴許

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39-9-6 (EPUB) 普遍級  

沒 有 媽 媽 的 超 市 / 蜜 雪 兒 . 桑 娜

(Michelle Zauner)著; 韓絜光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93-5-7 

(PDF) 普遍級  

沒 有 媽 媽 的 超 市 / 蜜 雪 兒 . 桑 娜

(Michelle Zauner)著; 韓絜光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93-6-4 

(EPUB) 普遍級  

沒來由的病痛,腸也知道答案: 阿斯

匹靈能防癌?肝膽排石是否可靠?胰

臟竟然會自殘?來一場消化系統的科

普之旅/丁彬彬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10-7 (EPUB) 普遍

級  

男子漢/楊隸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13-2 (PDF) 普遍級  

男子漢/楊隸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14-9 (EPUB) 普遍級  

言: 生活如此艱難,但我們還有文學

與寫作 /金英夏著; 陳思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46-2 

(EPUB) 普遍級  

走我自己的路/李澤厚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456-4 (EPUB) 普遍

級  

那些愛情裡,我們所受過的傷: 避開

關係的誤區,找回愛自己與愛人的能

力/小妮子(Anny)著 .-- 首版 .-- 臺北

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7-7-8 (PDF) 普遍級  

那些學校忘了教你的事: 艾倫.狄波

頓 21 堂人生哲學課,陪你梳理生活、

情緒、感情、工作,找回內心自由和

安全感/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

著; 許景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43-0 (EPUB) 普遍級  

那些學校忘了教你的事: 艾倫.狄波

頓 21 堂人生哲學課,陪你梳理生活、

情緒、感情、工作,找回內心自由和

安全感/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

著; 許景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44-7 (PDF) 普遍級  

里柯克短篇小說精選(中文導讀英文

版)/斯蒂芬.巴特勒.里柯克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5-74-6 (EPUB) 普遍級  

亞瑟王的故事(中文導讀英文版)/王

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08-9 (EPUB) 普遍級  

來去宋朝住一晚: 汴京城老司機,帶

你吃喝玩樂 365 天!/雲葭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96-92-7 (PDF) 

普遍級  

來自精神病的國度: 微不足道的行動,

也有守護現實的力量。躁鬱症患者

的 23 篇真心話,陪你緩緩游出疾病與

傷痛的孤島/理端作; 陳曉菁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5-48-5 

(EPUB) 普遍級  

來自精神病的國度: 微不足道的行動,

也有守護現實的力量。躁鬱症患者

的 23 篇真心話,陪你緩緩游出疾病與

傷痛的孤島/理端作; 陳曉菁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49-2 (PDF) 

普遍級  

兔姬明信片書/兔姬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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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21-662-4 (EPUB) 普遍

級  

兒科護理實習手冊/黎小娟, 張淑文, 

周利娜, 陳家盈, 謝玉惠, 金坤明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58-0 (PDF) 

普遍級  

兒童輔導與諮商/黃月霞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67-0 (PDF) 普遍級  

兒歌識字登高樓. 臺北一 0 一篇/李光

福作; 宋雅圓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77-3 (EPUB) 普遍級  

兩岸關係.速捷一本通/令澤豐編 .-- 9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12-0 (PDF) 

普遍級  

兩輪江湖的真相/林昱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任性,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8-6-7 (PDF) 普遍級  

兩輪江湖的真相/林昱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任性,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8-7-4 (EPUB) 普遍

級  

刺蝟法則: 靠太近會刺傷彼此!不靠

近又無法合作?活用組織心理學 ,做

到管人不用抱怨,被管不會抱怨/山浦

一保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93-9-0 (EPUB) 普遍級  

刺蝟讀書: 董啟章讀書隨筆集. 二/董

啟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23-460-9 (EPUB) 普遍級  

和平街/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152-1 (EPUB) 普遍級  

和孩子一起學投資: 學會分辦需要與

想要、風險與報酬、投資與投機,財

富 自 然 滾 滾 來 /狄林 . 雷 德 林 (Dylin 

Redling), 愛麗森 .湯姆 (Allison Tom)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72-7 

(EPUB) 普遍級  

和孩子一起學投資: 學會分辦需要與

想要、風險與報酬、投資與投機,財

富 自 然 滾 滾 來 /狄林 . 雷 德 林 (Dylin 

Redling), 愛麗森 .湯姆 (Allison Tom)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73-4 

(PDF) 普遍級  

命運最重要的事: 終止負面業力,做

出不讓生命後悔的選擇!/詹姆斯.艾

倫(James Allen)著; 蕭寶森譯 .-- 臺北

市 : 柿子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86-9 (EPUB) 普遍

級  

奇卡編劇家: 家庭同樂的故事遊戲指

南/藍堂嘉, Nyle Lee Anthony, Angela 

Le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 

11107 .-- 3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96161-2-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奇門遁甲 200 問: 卜算預測快狠準/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32-5 (EPUB) 普遍級  

孤獨,寂寞的解藥: 從吳爾芙、愛默

生到濟慈、梅內爾,15 位大師告訴你

安 靜 獨 處 的 力 量 / 薩 克 里 . 席 格

(Zachary Seager)著; 韓絜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80-95-0 

(EPUB) 普遍級  

尚書灣義/簡道凡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09-9 (PDF) 普遍級  

帕帕拉吉!劃破天空的文明人: 南太

平洋酋長眼中荒謬的現代文明(百年

經 典 重 現 )/ 埃 利 希 . 薛 曼 (Erich 

Scheurmann)著; 彤雅立譯; 蕭淳介朗

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5 .-- 

約 21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53-0 (線上有聲書(MP3)) NT$260

普遍級  

幸好冰箱有蛋: 100 道每天吃都不膩

的幸福蛋料理 /嘖嘖料理手帳(zeze)

著 .-- 首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4-8-1 (PDF) 普遍級  

幸福,就從放下開始/千江月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28-

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幸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 

2022= 2022 Conference on Happy 

Business Management/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嶺

東科大企管系, 11105 .-- 5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181-60-3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幸福曲線: 蓄積能量,找回由谷底反

彈的快樂,走出上揚的人生軌跡/強納

森 .勞赫 (Jonathan Rauch)作 ; 汪春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15-6 (PDF) 普遍級  

幸福曲線: 蓄積能量,找回由谷底反

彈的快樂,走出上揚的人生軌跡/強納

森 .勞赫 (Jonathan Rauch)作 ; 汪春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16-3 (EPUB) 普遍級  

征服者羅比爾/主宰世界的人(中文

導讀英文版)/儒勒.凡爾納著; 王勛,紀

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55-5 (EPUB) 普遍級  

彼岸/田威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52-9 (EPUB) 普遍級  

彼岸/田威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53-6 (PDF) 普遍級  

忠誠的狗/一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張維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116-9 (EPUB) 普遍級  

性,有问必答: 解开 39 个孩子想知道,

大人不好答的性疑惑 /约瑟 .麦道卫

(Josh McDowell), 艾 琳 . 戴 维 斯 (Erin 

Davis)著; 秦蕴璞译 .-- 一版 .-- 新北

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9-1-8 

(EPUB) 普遍級  

性的奇妙歷史: 聖妓、英國雨衣與閃

亮的尿液,連性學大師都(可能)要跪

著讀的情慾讀本 /凱特 .李斯特(Kate 

Liste)著; 林楸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44-51-3 (EPUB) 普遍級  

性侵害犯罪中 PTSD 鑑定報告的風險

與功能/林哲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45-0 (PDF) 普遍級  

房市老手 21 堂超強實戰課: 快速看

穿房屋買賣陷阱/陳淑泰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59-6-2 

(EPUB) 普遍級  

房門內的陌生人/貓不語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5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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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054-68-0 (PDF) 普遍

級  

所有的過去,都將以另一種方式歸來/

吳淡如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69-2 (EPUB) 普遍級  

所有的過去,都將以另一種方式歸來/

吳淡如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70-8 (PDF) 普遍級  

拉封丹寓言. 下(中文導讀英文版)/拉

封丹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76-0 (EPUB) 

普遍級  

拉封丹寓言. 上(中文導讀英文版)/拉

封丹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75-3 (EPUB) 

普遍級  

拓銷新南向零距離: 印尼泰國電商全

攻略: 2022 全球電商新戰國時代市調

報告系列. 東協篇/市場拓展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47-6 

(PDF) 普遍級  

拔地而起的力量: 農業改革先行者蔡

培慧/徐遼明, 蔣金, 陳芛薇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31-9 

(EPUB) 普遍級  

拔地而起的力量: 農業改革先行者蔡

培慧/徐遼明, 蔣金, 陳芛薇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32-6 

(PDF) 普遍級  

拇指姑娘(中文導讀英文版)/漢斯.克

里斯蒂安 .安徒生著; 王勛 ,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06-7 (EPUB) 普遍級  

拍到位手機攝影: 超簡單技巧快速提

升我的拍照技術/林秉豐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華才通創意管理顧問, 

11105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2966-4-9 (平裝) 普遍級  

拆掉思維裡的牆: 改變心智模式,過

你想要的人生/古典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75-3 (PDF) 普遍級  

拆掉思維裡的牆: 改變心智模式,過

你想要的人生/古典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30-9 (EPUB) 普遍

級  

放下過度努力!佛系育兒,讓爸媽更輕

鬆: 從作息、遊戲到教育,不被「標

準」束縛,擺脫焦慮、壓力,0~6 歲幼

兒的快樂照顧提案!/金真善著; 林千

惠譯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0-548-6 

(EPUB) 普遍級  

放空的科學/雷納.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洪慧芳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54-7 (EPUB) 

普遍級  

放歌/哈金(Ha Jin)著; 湯秋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84-5 (PDF) 

普遍級  

放歌/哈金(Ha Jin)著; 湯秋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85-2 

(EPUB) 普遍級  

明年見,明天見/Middl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557-8 

(EPUB) 普遍級  

服裝色彩搭配寶典: 服裝設計知識 X

材料與配色 X 個人定位與服裝色彩/

唯美映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86-5 (PDF) 普遍級  

服裝設計思維訓練: 思考技法 x 大師

作品 x 結構與創意 x 設計理念/于國

瑞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08-4 (EPUB) 普遍級  

服裝畫手繪入門與應用: 人體結構 x

表現技法 x 範例臨摹/柴青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34-3 

(PDF) 普遍級  

東方慢車謀殺案/藍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44-9-2 (EPUB) 

普遍級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

附書影暨索引/陳惠美, 謝鶯興合編 .-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109-4 (PDF) 

普遍級  

林象元現代水墨創作集. 三= Modern 

ink creations by Lin Shaing yuan. III/林

象元總編輯 .-- 臺北市 : 康寧大學, 

11106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9-4-1 (平裝) 普遍級  

法式甜點的設計: 藍帶甜點師的職人

配方&破框美學,35 款集結色彩搭配、

造型發想、味覺堆疊的美味解構/郭

恩慈 EN 作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0-547-9 (EPUB) 普遍級  

法華敲門: 家家有人應/釋道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96158-1-0 (全套: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法學入門/劉得寬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38-0 (PDF) 普遍級  

爸媽,請你聽我說 孩子,我想對你講/

張健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69-1 (EPUB) 普遍級  

版權誰有?翻印必究?: 近代中國作者、

書商與國家的版權角力戰/王飛仙著; 

林紋沛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

務,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5-3423-8 (EPUB) 普遍級  

知識複利: 將內容變現,打造專家型

個人品牌的策略/何則文, 高永祺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95-2 

(EPUB) 普遍級  

社畜男的戀愛行動支付/OUKU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11-0-2 

(EPUB) 普遍級  

社會心理學: 簡史與經典案例解析, 

以獨特視角解讀那些你不理解的現

象/鍾毅平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39-68-4 (EPUB) 普遍級  

社會團體 開會秘籍/林宣宏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14-3 

(PDF) 普遍級  

空心人: 擁抱渴望被愛的靈魂/許皓

宜, 凌柏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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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609-6 (EPUB) 普遍級  

空洞的內在/松重豐著; 李彥樺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47-5 (PDF) 

普遍級  

芳草年年綠/柯淑靜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44-210-5 (PDF) 

普遍級  

芥子須彌: 大科學家的小故事/超模

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67-7 (EPUB) 普遍級  

表達力決定你是誰: 提升表達力,成

為自己期待的樣子/林依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96-9 (EPUB) 

普遍級  

金融市場概論/黃志典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2-39-7 (PDF) 

普遍級  

金融科技 2.0: 數位金融與科技創新/

翁禮祺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

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2-41-0 (PDF) 普遍級  

長城內外: 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

爭與和平/高瞻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57-634-0 (EPUB) NT$1000 普

遍級  

阿輝的遺囑/石建峯作 .-- 1 版 .-- 臺北

市 : 石建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096-4 (EPUB) 普遍級  

雨花有約: 雨花石= Dating with rain 

flower pebbles/牟建仁總編  .-- 第一

版 .-- 臺南市 : 牟建仁, 11106 .-- 51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42-8 (精裝) 普遍級  

雨探/Eckes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45-684-0 (EPUB) 普遍級  

非暴力抗爭: 1977-2019 臺灣社會運

動/蘇佳善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

作家,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69-4-3 (EPUB) 普遍級  

保羅生平和書信. 第 2 冊, 第二次宣

教旅行(組長手冊)/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李古芝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協會 , 

11105 .-- 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149-4-3 (平裝) 普遍級  

保羅生平和書信. 第 3 冊, 第三次宣

教旅行 監禁與受死(組長手冊)/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李古芝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5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49-6-7 (平裝) 普遍

級  

前鋒新聞報導: 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

/高雲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8-35-0 (EPUB) 普遍級  

勇敢的格蘭特(中文導讀英文版)/霍

瑞修.愛爾傑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44-9 

(EPUB) 普遍級  

南方浪潮: 印、太海洋民族對抗帝國

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蘇吉

特 .希瓦桑達蘭著 ; 葉品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17-0 (PDF) 

普遍級  

南方浪潮: 印、太海洋民族對抗帝國

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蘇吉

特 .希瓦桑達蘭著 ; 葉品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18-7 

(EPUB) 普遍級  

叛民城市: 臺北暗黑旅誌/王志弘主

編; 尹仲敏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

學習, 11104 .-- 約 55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03-5 (線上有聲書

(MP3)) NT$360 普遍級  

品南懷瑾: 解聖人的智慧/子桑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87-2 

(EPUB) 普遍級  

哈哈笑: 最療癒的解悶笑話特輯/笑

點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26-4 (EPUB) 普遍級  

城堡(中文導讀英文版)/法蘭茲.卡夫

卡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07-4 (EPUB) 普遍

級  

契約解除後損害賠償問題之研究/黃

琪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753-5 (PDF) NT$600 普遍級  

契訶夫短篇小說精選(中文導讀英文

版)/安東.帕夫洛維奇.契訶夫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5-72-2 (EPUB) 普遍級  

室內色彩搭配寶典: 室內設計概念 X

色彩三要素 X 裝飾設計技巧/唯美映

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14-5 (PDF) 普遍級  

室內植物圖鑑: 觀葉 x 多肉,從品種、

挑選到照護,輕鬆打造植感生活/蘿倫.

卡蜜勒里(Lauren Camilleri), 蘇菲亞.

凱普蘭(Sophia Kaplan)作; 黃煦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32-4 

(EPUB) 普遍級  

室內觀葉植物栽培日誌: IG園藝之王

的 綠 植 新 手 指 南 / 鄭 德 浩 (Darryl 

Cheng)著; 張喬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02-7 (EPUB) 普遍級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年報. 2021 年度

= 2021 Haka Public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吳中杰, 利明献, 呂紹嘉, 

徐麗雯, 陳秀琪, 張典婉, 張國城, 彭

莉惠. 曾瀚霖, 黃心健, 詹佩芬, 廖清

祥, 劉志忠, 鍾寶珠, 羅世宏編輯委

員 .-- 桃園市 :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11106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744-1-7 (平裝) 普遍級  

帝國的啟蒙: 明朝的歷史裂變/阮景

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20-6 (EPUB) 普遍級  

帝都北京 vs.花都巴黎: 東西方城市

美學相對論: 解讀城市之美,品味歷

史風華/胡琮淨作.主講 .-- 新北市 : 一

刻鯨選, 11105 .-- 約 302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10-61-7 (線上有聲

書(M4A)) 普遍級  

思維進化 27 堂課: 思考:智慧的啟航/

翁育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9-263-3 (PDF) 普遍級  

恢復教會裡教育的生命力: 十個關鍵

的理念/彭怡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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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56-940-2 (PDF) 普遍級  

拜、請: 信仰與文化的綻放/洪振傑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3-7-5 (EPUB) 普遍級  

拾意: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第 十 一 屆 畢 業 專 刊 = Decade+1 

recollec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Product and Media Design graduate 

exhibition, 2022 collections/伍大忠, 廖

志傑, 蘇安童, 郭文馨總編輯 .-- 初

版 .-- 宜蘭縣 :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

設計系, 11105 .-- 3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108-0-8 (精裝) 普遍

級  

挑 戰 : 安 藤 忠 雄 展 = Tadao Ando: 

endeavors Taipei/安藤忠雄建築展實

行委員會, 黃姍姍, 陳映芃, 陳妍秀, 

彭裕奎編輯 .-- 臺北市 : 忠泰建築文

化藝術基金會, 11105 .-- 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6465-6-7 (平裝) 

普遍級  

故事要瘋傳成交就用這 5 招/火星爺

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利奇佳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2146-9-8 (EPUB) 普遍級  

故事要瘋傳成交就用這 5 招/火星爺

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利奇佳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4-5-4 (PDF) 普遍級  

是敵是友,讀水滸你就能預料: 當你

看懂了、讀透了,你對世界與人心會

有更深刻的認識。/押沙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88-3-6 (EPUB) 

普遍級  

是敵是友,讀水滸你就能預料: 當你

看懂了、讀透了,你對世界與人心會

有更深刻的認識。/押沙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88-4-3 (PDF) 

普遍級  

昨日之蛹/傅詩予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86-4 (EPUB) 普遍級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中文導讀英文

版)/大衛.赫伯特.勞倫斯著; 王勛,紀

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54-8 (EPUB) 普遍級  

柳林中的風聲(中文導讀英文版)/肯

尼斯.格雷厄姆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53-1 

(EPUB) 普遍級  

段祺瑞重要謀士: 曾毓雋回憶錄: 附

<<段祺瑞秘史>>/曾毓雋原著; 蔡登

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19-0 (EPUB) 普遍級  

洋樓芳夢/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60-6 (EPUB) 普遍級  

流動日常: 藝術蝦的繪畫日記/藝術

蝦(林致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6-00-1 (EPUB) 普遍

級  

流動的饗宴(中文導讀英文版)/歐內

斯特.海明威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77-7 

(EPUB) 普遍級  

活在光中,活在愛中: 約翰一二三書

信息/楊寧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

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58-9-2 (PDF) 

普遍級  

活為難民: 那年的我,與印度德里的

流亡藏人們/彭皓昀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0-35-7 

(EPUB) 普遍級  

為自己再勇敢一次: 矽谷阿雅的職場

不死鳥蛻變心法/鄭雅慈著 .-- 臺北

市 : 先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26-3 (EPUB) 普遍級  

疫後震盪效應: 防疫政治學與世界秩

序的崩潰/科林.凱爾(Colin Kahl), 湯

姆斯.萊特(Thomas Wright)著; 林添貴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燎原出版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86-5-8 (EPUB) 普遍級  

疫後震盪效應: 防疫政治學與世界秩

序的崩潰/科林.凱爾(Colin Kahl), 湯

姆斯.萊特(Thomas Wright)著; 林添貴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燎原出版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86-6-5 (PDF) 普遍級  

看不見的信: 獨信陳良的十八封信/

林文彬著 .-- 雲林縣 : 林文彬(雲林縣),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09-1 (EPUB) 普遍級  

科技社會人. 4: 跟著關鍵物去旅行/

林文源, 郭文華, 王秀雲, 楊谷洋編

著 .-- 新竹市 :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0-33-3 (EPUB) 普遍級  

科學怪人(中文導讀英文版)/瑪麗.雪

萊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40-1 (EPUB) 普遍

級  

穿破衣服的迪克(中文導讀英文版)/

霍瑞修.愛爾傑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45-6 

(EPUB) 普遍級  

穿越<<史記>>的時空: 從本紀、表

與書開始,走進司馬遷的思想宇宙/陳

正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68-5 (PDF) 普遍級  

穿越<<史記>>的時空: 從本紀、表

與書開始,走進司馬遷的思想宇宙/陳

正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03-3 (EPUB) 普遍級  

穿越臺灣趣歷史: 從猛獁象到斯卡羅,

考古最在地的臺灣史 /賴祥蔚作 .朗

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約

6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

506-4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 

ISBN 978-626-335-507-1 (線上有聲書

(WAV)) NT$420 普遍級  

紅字(中文導讀英文版)/納撒尼爾.霍

桑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33-3 (EPUB) 普遍

級  

紅房子/李桐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69-7 (PDF) 普遍級  

紅與黑(中文導讀英文版)/斯湯達爾

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78-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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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男子與香菸/太宰治作; 吳季倫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67-1 (PDF) 

普遍級  

美國基建大時代: 臺美合作新開端: 

2022 韌性供應鏈全球區域製造中心

市調報告系列. 北美洲篇/楊昕穆, 何

玫樺, 許皓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48-3 (PDF) 普遍級  

美國簡史(中文導讀英文版)/亨德里

克.威廉.房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19-7 

(EPUB) 普遍級  

耶穌說. II(中英對照)= Jesus says. II/空

中英語教室編輯部作 .-- 修訂再版三

刷 .-- 臺北市 : 基督救世傳播協會, 

11105 .-- 9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181-1-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胡雪巖你學得會: 向大清首富多學點

真本領/趙伯異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88-9 (EPUB) 普遍

級  

致勝思維: 頂尖人士追求勝利,成就

卓越的 13 道冠軍法則/提姆.葛洛弗

(Tim S. Grover), 莎里.溫克(Shari Wenk)

著; 黃佳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68-0 (EPUB) 普遍級  

致勝思維: 頂尖人士追求勝利,成就

卓越的 13 道冠軍法則/提姆.葛洛弗

(Tim S. Grover), 莎里.溫克(Shari Wenk)

著; 黃佳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69-7 (PDF) 普遍級  

英國人的特質(中文導讀英文版)/拉

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著; 王勛,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79-1 (EPUB) 普遍級  

英國全民瘋網購: 俄羅斯決戰配送點: 

2022 全球電商新戰國時代市調報告

系列. 歐洲篇/楊青茵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外貿協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44-5 (PDF) 普遍級  

英語日記 BOY: 不用花大錢也能學好

英語的高效自學法/新井リオ著; 林

農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05-1 (PDF) 普遍級  

英語日記 BOY: 不用花大錢也能學好

英語的高效自學法/新井リオ著; 林

農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06-8 (EPUB) 普遍級  

茁壯成長!成功孩子的七大性格力量: 

揭開孩子卓越出色的關鍵!培養心理

韌性、樂觀態度和全人精神/蜜雪兒.

玻芭(Michele Borba)著; 陳玫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03-7 

(PDF) 普遍級  

茁壯成長!成功孩子的七大性格力量: 

揭開孩子卓越出色的關鍵!培養心理

韌性、樂觀態度和全人精神/蜜雪兒.

玻芭(Michele Borba)著; 陳玫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04-4 

(EPUB) 普遍級  

計算機組成原理: 作業系統概論. II/

北極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36-5 (PDF) 普遍級  

計算機組成原理: 作業系統概論. II/

北極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37-2 (EPUB) 普遍級  

重探抗戰史. 一: 從抗日大戰略的形

成到武漢會戰 1931-1938/郭岱君, 加

藤陽子, 肖平如, 岩谷將, 周珞, 洪小

夏, 原剛, 深町英夫, 張世瑛, 張玉萍, 

傅應川, 蘇聖雄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366-6 (EPUB) 普遍級  

重探抗戰史. 一: 從抗日大戰略的形

成到武漢會戰 1931-1938/郭岱君, 加

藤陽子, 肖平如, 岩谷將, 周珞, 洪小

夏, 原剛, 深町英夫, 張世瑛, 張玉萍, 

傅應川, 蘇聖雄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367-3 (PDF) 普遍級  

重探抗戰史. 二: 抗日戰爭與世界大

戰合流 1938.11-1945.08/郭岱君, 小谷

賢, 岩谷將, 洪小夏, 原剛, 張世瑛, 傅

應川, 黃勇, 蘇聖雄著; 郭岱君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59-8 (EPUB) 

普遍級  

重探抗戰史. 二: 抗日戰爭與世界大

戰合流 1938.11-1945.08/郭岱君, 小谷

賢, 岩谷將, 洪小夏, 原剛, 張世瑛, 傅

應川, 黃勇, 蘇聖雄著; 郭岱君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60-4 (PDF) 

普遍級  

重繪臺北地圖: 21 世紀臺灣電影中的

臺北再現/黃詩嫻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20-6 (EPUB) 普遍

級  

面相識人 200 問: 知人知面可知心/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33-2 (EPUB) 普遍級  

音效聖經: 徹底解說影視巨作驚心動

魄情緒奔流的聲音特效技法/里克.維

爾斯(Ric Viers)作; 潘致蕙譯 .-- 修訂

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0-233-3 

(PDF) 普遍級  

音樂家的點子就是比你快兩拍: 向流

行樂天才學商業創新思維/帕諾斯.巴

奈(Panos A. Panay), 麥可.亨里克斯(R. 

Michael Hendrix)作; 林凱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12-2 

(EPUB) 普遍級  

音樂短劇: 鄰舍/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1106 .-- 3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71-8 (平裝) 

普遍級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論公然侮辱罪

之解釋困境與將來展望/林華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33-7 (PDF) 

普遍級  

食品的科學: 烹飪、營養、美學與科

學,滿足你對食物的好奇心!/齋藤勝

裕著; 張資敏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174-3 (EPUB) 普遍級  

候 鳥 的 女 兒 / 夏 洛 特 . 麥 康 納 吉

(Charlotte McConaghy)著; 李雅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42-0 (EPUB) 

NT$280 普遍級  

修正/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著; 宋瑛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新

經典圖文傳播, 11105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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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061-28-2 (EPUB) 普遍

級  

剛剛好的優雅: 志玲姊姊修養之道/

林志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10-2 (EPUB) 普遍級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李欣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97-1 (PDF) 

普遍級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李欣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198-8 

(EPUB) 普遍級  

唐.亂: 君王與權臣的殊死搏鬥/李旭

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389-6 (EPUB) 普遍級  

唐傳奇與宋代通俗文學的崛起: 從<<

鶯鶯傳>>到<<清平山堂話本>>,從傳

奇小說的誕生到話本的初生/石昌渝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370-4 (EPUB) 普遍級  

埃及冊葉= The letters from Egypt, Chen 

Hsing-Wan, 1990-1991/陳幸婉作 .-- 嘉

義市 : 陳琪璜, 11106 .-- 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32-9 (平裝) 

普遍級  

埃及眾神的冥界巡禮. 前篇/松本彌

作;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53-6 (PDF) NT$420 普遍

級  

埃及眾神的冥界巡禮. 前篇/松本彌

作;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54-3 (EPUB) NT$420 普

遍級  

夏目漱石、普魯斯特等名家名著鑑

賞: 人生的憧憬與幻滅/歐宗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4-53-7 (PDF) 

普遍級  

容易受傷不是你的錯: 9 種有毒人格

的溝通術,減輕溝通的情緒勞務,立下

人際界限,隨時隨地肯定自我/五百田

達成著; 李貞慧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77-2 (EPUB) 普遍

級  

島嶼的集體記憶: 偏鄉講堂: 內門國

中 親情來辦桌= The island collective 

memories project: remote areas lecture 

room/島嶼的集體記憶核心團隊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島嶼的集體記憶計

畫, 11106 .-- 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40-1-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島嶼的集體記憶: 偏鄉講堂: 六龜國

小 保溫的回憶= The island collective 

memories project: remote areas lecture 

room/島嶼的集體記憶核心團隊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島嶼的集體記憶計

畫 , 11106 .-- 冊  .-- ISBN 978-986-

99740-3-5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99740-4-2 (下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島嶼的集體記憶: 偏鄉講堂: 瑞濱國

小 瑞濱最相思= The island collective 

memories project: remote areas lecture 

room/島嶼的集體記憶核心團隊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島嶼的集體記憶計

畫, 11106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40-2-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徒手治療椎間盤突出: 不用刀的預防、

保健與物理治療的方法/張光祖, 郭

惠雯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41-5 (EPUB) 普遍級  

徐迅散文年編: 秋山響水/徐迅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0-69-3 (EPUB) 普遍級  

徐迅散文年編: 雪原無邊/徐迅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0-68-6 (EPUB) 普遍級  

徐迅散文年編: 皖河散記/徐迅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0-67-9 (EPUB) 普遍級  

徐迅散文年編: 鮮亮的雨/徐迅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0-66-2 (EPUB) 普遍級  

恐怖谷(中文導讀英文版)/亞瑟.柯南.

道爾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52-4 (EPUB) 

普遍級  

挺在疫浪的前線: 臺北慈濟醫院守護

生命守護愛/趙有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52-4 (EPUB) 

普遍級  

挺在疫浪的前線: 臺北慈濟醫院守護

生命守護愛/趙有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53-1 (PDF) 

普遍級  

時代的先驅指揮家古斯塔夫 .馬勒: 

一首交響曲的完成,一場世界級的革

命/景作人, 音渭主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07-7 (EPUB) 普遍

級  

時光裡最溫柔的情歌/莯寧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8-34-3 (EPUB) 

普遍級  

時間序列分析: 總體經濟與財務金融

之應用/陳旭昇著 .-- 3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2-38-0 (PDF) 普遍級  

時間機器/隱形人(中文導讀英文版)/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王勛,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62-3 (EPUB) 普遍級  

校長的一天/林玫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33-3 (PDF) 

普遍級  

校長的一天/林玫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34-0 

(EPUB) 普遍級  

根源性創傷醫治: 醫治釋放中階課程

/吳碧春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1105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77-344-4 (平裝) 普遍級  

柴犬的家庭醫學百科/Shi-Ba 編輯部

作; 陳聖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30-0 (EPUB) 普遍

級  

柴犬的家庭醫學百科/Shi-Ba 編輯部

作; 陳聖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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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葉社文化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31-7 (PDF) 普遍級  

格列佛遊記(中文導讀英文版)/強納

森.史威夫特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80-7 

(EPUB) 普遍級  

海洋知識大闖關: 那些關於海洋的

400+小百科/竭寶峰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21-3 (EPUB) 

普遍級  

海德格/項退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55-6 (EPUB) 普遍

級  

海歸線/今敏[著]; 馬世儀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8-55-9 (EPUB) 

普遍級  

*海鷗(かもあ)攝影集/郭英雄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郭英雄, 11105 .-- 11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092-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張世彗, 藍瑋琛

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4-83-5 

(PDF) 普遍級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張世彗, 藍瑋琛

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4-84-2 

(EPUB) 普遍級  

班傑明的奇幻旅程/大如麗池的鑽石

(中文導讀英文版)/史考特.費茲傑羅

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42-5 (EPUB) 普遍

級  

病歷的彼端,未盡的故事/林思偕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73-6 (EPUB) 普遍

級  

皰疹最新治療法/蕭悧悧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42-2 (EPUB) 普遍

級  

真好笑: 最受歡迎笑話特選集/笑點

王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25-7 (EPUB) 普遍級  

真我之眼: 讓虛幻無所遁形的真實覺

醒世界/大衛.霍金斯作; 魏佳芳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42-6 (EPUB) 

普遍級  

真摯與迷戀: 亞斯男孩的初戀故事/

吳明德作  .-- 臺北市  : 依卡洛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83-0-9 (EPUB) NT$200 普遍級  

神、啟示、權威(精選本). 五, 神的屹

立與常在:第一部分/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著; 黃穎航, 蔡玉美譯; 戴德

理(G. Wright Doyle)編選 .-- 初版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50-1 (EPUB) 普遍

級  

神、啟示、權威(精選本). 六,神的屹

立與常在:第二部分/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著; 鄭超睿, 李永明, 應仁祥

譯; 戴德理(G. Wright Doyle)編選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51-8 

(EPUB) 普遍級  

神奇的外泌體/莊銀清, 陳振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72-9 (EPUB) 

普遍級  

神奇的芬活: 西方世界第一座靈性生

態村/施如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

樹林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8-2-3 (EPUB) 普遍級  

神祕河流/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

著; 王娟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

譜,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141-3 (EPUB) NT$322 普遍級  

神祕島. 下(中文導讀英文版)/儒勒.凡

爾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26-5 (EPUB) 

普遍級  

神祕島. 上(中文導讀英文版)/儒勒.凡

爾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81-4 (EPUB) 

普遍級  

神隊友爸比養成指南/嬰兒與母親雜

誌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嬰兒

與母親雜誌社,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67-0-1 (EPUB) 普遍

級  

神與孩童的喜樂之旅: 蒙特梭利式主

日學的理論與應用/蘇菲亞.卡瓦蕾緹

(Sofia Cavalletti), 吉安娜.高比(Gianna 

Gobbi), 席爾瓦娜 .蒙塔納羅 (Silvana 

Montanaro), 派翠西亞.庫爾特(Patricia 

Coulter), 瑞貝嘉 .羅契費茲 (Rebekah 

Rojcewicz)合著; 潘菡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3-2-8 (EPUB) 普遍

級  

秘密/アボガド 6 著; 蔡承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42-2-

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秘密之水. 3, 小貓的朋友/夏千越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詩與奇幻冒險工

作室,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117-4-0 (PDF) 普遍級  

站在新世紀門檻的人類/雪莉普羅巴

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

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

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1-9-6 (EPUB) 普遍級  

笑不停: 超舒壓的極樂笑話特輯/笑

點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27-1 (EPUB) 普遍級  

笑典: 一定讓你大笑三聲的精選笑話

集/笑點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28-8 (EPUB) 普遍級  

笑哈哈!苦中也作樂的笑話精選集/笑

點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23-3 (EPUB) 普遍級  

笑話 PK 賽: 快樂為成功之本/笑點王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29-5 

(EPUB) 普遍級  

笑嘻嘻!網路超夯笑話特選集/笑點王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24-0 

(EPUB) 普遍級  

純真年代(中文導讀英文版)/伊迪絲.

華頓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30-2 (EPUB) 

普遍級  

*紙傳造夢: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

學系 2022 畢業成果展學報/110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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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畢業班全體同學[製作]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 11105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6-416-0 (平

裝) 普遍級  

茵夢湖/少年維特的煩惱(中文導讀

英文版)/狄奧多.史篤姆/約翰.沃夫岡.

馮.歌德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28-9 

(EPUB) 普遍級  

虔心逸芷: 阮虔芷從演藝到公益的絢

麗人生/阮虔芷口述隨筆; 林美璱撰

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58-3 (PDF) 普遍級  

虔心逸芷: 阮虔芷從演藝到公益的絢

麗人生/阮虔芷口述隨筆; 林美璱撰

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59-0 (EPUB) 普遍級  

財富的心靈雞湯: 讓人生致富的心靈

修練法/劉依沛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宏治國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3028-6-9 (PDF) 普遍級  

財 團 法 人 福 智 文 教 基 金 會 年 報 . 

2021= Annual report of BWFoCE 2021/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教基金會 , 

11105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846-1-2 (平裝) NT$36 普遍級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年報. 民國 110 年度/王拔群總編

輯 .-- 新北市 : 醫策會, 11106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353-3-

0 (平裝) 普遍級  

逆轉人生的英語課: Netflix、Disney+

翻譯官的英語學習術,讓你的英文跳

躍式大進步/Esther 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前進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28-4-1 (EPUB) 

NT$379 普遍級  

迷霧國度: 傳承故事設定集/赫米兔

娛樂有限公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7-2-9 (PDF) 普遍級  

*追求卓越的 26 個祕訣/邵正宏朗

讀 .-- 臺北市 : 好好聽文創, 11105 .-- 

約 24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293-6-0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酒後駕車影響因子之研究 /林書慶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34-4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一, 台灣城市建築 1860-

1960/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32-6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一, 台灣城市建築 1860-

1960/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33-3 (EPUB) 普遍

級  

閃耀台灣. 七, 台灣往日生活/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34-0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七, 台灣往日生活/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35-7 (EPUB) 普遍級  

閃耀台灣. 二, 台灣鄉村景觀 1860-

1960/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36-4 (EPUB) 普遍

級  

閃耀台灣. 二, 台灣鄉村景觀 1860-

1960/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37-1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八, 台灣古早容顏/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38-8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八, 台灣古早容顏/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39-5 (EPUB) 普遍級  

閃耀台灣. 三, 台灣山鄉原民/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40-1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三, 台灣山鄉原民/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41-8 (EPUB) 普遍級  

閃耀台灣. 五, 台灣原生物產 1860-

1960/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62-3 (EPUB) 普遍

級  

閃耀台灣. 五, 台灣原生物產 1860-

1960/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63-0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六, 台灣自然生態 1860-

1960/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42-5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六, 台灣自然生態 1860-

1960/徐宗懋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43-2 (EPUB) 普遍

級  

閃耀台灣. 四, 台灣近水部落/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44-9 (PDF) 普遍級  

閃耀台灣. 四, 台灣近水部落/徐宗懋

圖文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45-6 (EPUB) 普遍級  

馬丁.伊登(中文導讀英文版)/傑克.倫

敦著; 王勛,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25-8 (EPUB) 普遍

級  

馬尼拉與現代世界的誕生: 大航海時

代西班牙、中國與日本如何在馬尼

拉相遇,共同打造現代經濟體系/布姬.

特倫威納著; 堯嘉寧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衛城,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39-6 (PDF) 普遍級  

馬尼拉與現代世界的誕生: 大航海時

代西班牙、中國與日本如何在馬尼

拉相遇,共同打造現代經濟體系/布姬.

特倫威納著; 堯嘉寧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衛城,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40-2 (EPUB) 普遍級  

馬尼拉與現代世界的誕生: 大航海時

代西班牙、中國與日本如何在馬尼

拉相遇,共同打造現代經濟體系/布姬.

特倫威納著; 堯嘉寧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衛城,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41-9 (PDF) 普遍級  

馬克.吐溫短篇小說精選(中文導讀英

文版)/馬克.吐溫著; 王勛,紀飛編譯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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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39-5 (EPUB) 普遍級  

馬克思主義在美國: 紅色思想如何滲

透全美學校、媒體、科技公司和綠

色新政/馬克.萊文(Mark Levin)著; 梅

醴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66-5-3 (PDF) 普遍級  

馬克思主義在美國: 紅色思想如何滲

透全美學校、媒體、科技公司和綠

色新政/馬克.萊文(Mark Levin)著; 梅

醴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66-6-0 (EPUB) 普遍級  

馬祖列島宮廟神明啟示錄 /陳澤真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33-4 (PDF) 普遍級  

骨力自癒逆轉密碼: 鬆開筋膜.遠離

疼痛.強健骨骼.提升肌力.改善免疫/

蔡凱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6-6-3 (EPUB) 普遍級  

高手詞彙必修課: 70 個贏得話語權,

打造文字亮點的強力詞彙使用法/宋

淑憙著;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597-6 (EPUB) 普遍級  

高成效習慣: 6 種習慣 x18 道練習,幫

助你專注最重要的事,始終如一、長

期 締 造 卓 越 表 現 / 布 蘭 登 . 布 夏 德

(Brendon Burchard)著; 譚天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星出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69-1-1 (EPUB) 

普遍級  

高勝算決策. 2: 做出好決策的高效訓

練(暢銷實踐版): 選科系、找工作、

挑伴侶、做投資......面對人生各種抉

擇難題,如何做出精準判斷,降低失誤,

提高成功率?/安妮.杜克(Annie Duke)

著; 林奕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94-2 (EPUB) 普遍級  

高勝算決策. 2: 做出好決策的高效訓

練(暢銷實踐版): 選科系、找工作、

挑伴侶、做投資......面對人生各種抉

擇難題,如何做出精準判斷,降低失誤,

提高成功率?/安妮.杜克(Annie Duke)

著; 林奕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95-9 (PDF) 普遍級  

高等教育工作者禪修正念學習與實

踐心路歷程/楊振昇, 姜義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63-7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44-4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三春爭

及初春景(全)/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30-7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三春爭

及初春景(全)/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31-4 (PDF)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三春爭

及初春景. 下/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38-3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三春爭

及初春景. 下/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39-0 (PDF)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三春爭

及初春景. 上/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36-9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三春爭

及初春景. 上/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37-6 (PDF)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大野龍

蛇(全)/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32-1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大野龍

蛇(全)/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33-8 (PDF)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大野龍

蛇. 下/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41-3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大野龍

蛇. 下/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42-0 (PDF)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大野龍

蛇. 上/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40-6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大野龍

蛇. 上/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343-7 (PDF)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曹雪芹

別傳/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34-5 (EPUB) 普遍級  

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 曹雪芹

別傳/高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35-2 (PDF) 普遍級  

高齡者基本照護與實作. II: 外籍照顧

服務員= Practice of basic care skills for 

older adults II/湯麗君, 湯曉君編著 .-- 

花蓮縣 : 湯麗君, 11106 .-- 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20-6 (平裝) 

普遍級  

乾草堆裡的愛情(中文導讀英文版)/

大衛.赫伯特.勞倫斯著; 王勛,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20-3 (EPUB) 普遍級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中文導讀英文

版)/海倫.凱勒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63-0 

(EPUB) 普遍級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15 堂人際關係與

溝通課 /周談輝 , 周玉娥編著 .-- 七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95-0 (PDF) 

普遍級  

做個選擇高手: 「最佳決策架構」讓

你認識自己,克服選擇障礙、猶豫不

決,奪回人生主導權/晏光中(Timothy 

Yen)著; 張家瑞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58-856-3 (EPUB) 普遍級  

偉大攝影的基礎: 人物(暢銷紀念版)/

亨利.凱洛(Henry Carroll)著; 林資香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14-6 (EPUB) 普遍級  

健康產業管理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 

2022/陳詩彤等作 .-- 基隆市 : 經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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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1105 .-- 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762-7-2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健康謠言與它們的產地: 頂尖國際期

刊評審追查 50 個醫學迷思/林慶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心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672-9-5 (EPUB) NT$399 普遍級  

偷放的屁為什麼大家都聞得到?/洪

允熙作; 金美延繪; 曹雅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85-4 

(EPUB) 普遍級  

問就對了: 一次解開各種生命困境之

謎!為什麼尋求外援是你最大的力量/

安迪.洛帕塔(Andy Lopata)著; 王念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菓子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271-7-5 (PDF) 普遍級  

問就對了: 一次解開各種生命困境之

謎!為什麼尋求外援是你最大的力量/

安迪.洛帕塔(Andy Lopata)著; 王念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菓子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271-8-2 (EPUB) 普遍級  

國民中小學縣市科技教育推動總體

計畫成果集/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

各縣市政府, 王悅琳, 王晢剛, 王棋俊, 

朱灝蓉, 何姵瑩, 余彥翬, 吳憶如, 呂

秀珍, 林平勺, 林秀櫻, 林思怡, 倪璵

濡, 徐永明, 徐吉德, 徐武孝, 梁榕真, 

許銘堯, 連靜娟, 郭仁能, 陳奕安, 陳

建全, 陳毓奇, 陳榮德, 曾以瑩, 曾柏

璣, 黃莉雯, 葉南菱, 詹鈞閔, 鄧宜慧, 

謝博文, 簡美芳, 簡爾君, 顏立國, 魏

玉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06-56-3 (PDF) 普遍

級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報. 110/林君

寧, 張馨仁主編 .-- 初版 .-- 屏東縣 : 

海生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6-55-6 (PDF) 普遍級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歌大觀. 

第三卷/池宮正治, 大城學, 前城淳子, 

石川惠吉, 田口惠, 大城亞友美主編; 

池宮正治, 大城學, 前城淳子, 石川恵

吉, 田口惠, 大城亞友美, 仲間惠子, 

崎原綾乃, 漢那敬子翻刻.現代日文

語譯; 赤嶺守, 張維真, 陳碩炫中文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圖書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52-89-6 (PDF) 普遍級  

國立臺灣博物館年報. 2020/黃星達主

編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594-7 

(PDF) 普遍級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二

年制在職專班畢業專刊. 111 級/陳炳

宏主編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書畫系, 

11105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1-07-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國家公園的省思: 張隆盛訪談錄/曾

華璧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69-5-0 (EPUB) 普遍級  

國際金融概論/黃志典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2-40-3 (PDF) 

普遍級  

國際碳排放交易制度之研究/郝遐鵬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40-5 

(PDF) 普遍級  

基本護理學. OSCE 技術篇/林文絹, 

簡翠薇, 林季宜, 陳妙言, 劉桂芬, 林

英, 黃慧芬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

杏,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4-660-3 (PDF) 普遍級  

基礎英文文法/黃淑娥, 程秋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5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47-978-1 (上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專為辛苦上班族寫的第一本股東會

攻略: 零股＋紀念品,小小股民如何

在上市丶上櫃公司股東會挖出財富

的技術/張琨琳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

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29-8-3 (EPUB) 普遍級  

屠龍!遊戲故事創作法: 互動敘事劇

情寫作終極指南/羅伯特.丹頓.布萊

恩特(Robert Denton Bryant), 基思.吉格

里奧(Keith Giglio)著; 陳依萍譯 .-- 臺

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31-9 (EPUB) 

普遍級  

張恨水作品典藏.小說十種: 八十一

夢/張恨水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06-77-3 (EPUB) 普遍級  

張恨水作品典藏.小說十種: 大江東

去/張恨水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06-72-8 (EPUB) 普遍級  

張恨水作品典藏.小說十種: 巴山夜

雨/張恨水著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6-71-1 (EPUB) 普遍級  

張恨水作品典藏.小說十種: 北雁南

飛/張恨水著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6-70-4 (EPUB) 普遍級  

張恨水作品典藏.小說十種: 夜深沉/

張恨水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6-69-8 (EPUB) 普遍級  

張愛玲傳: 執手已悲涼/王照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82-7 

(EPUB) 普遍級  

張蔭麟說文史/張蔭麟原著; 蔡登山

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21-3 (EPUB) 普遍級  

強化腦力: 你需要知道的 7 件事/凱瑟

琳.藍芝(Catherine de Lange)著; 謝嘉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樂國際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24-3-3 (EPUB) 普遍級  

強化腦力: 你需要知道的 7 件事/凱瑟

琳.藍芝(Catherine de Lange)著; 謝嘉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樂國際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24-5-7 (EPUB) 普遍級  

強勢者的利用說明書 /井上由美作;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52-2 (PDF) 普遍級  

強勢者的利用說明書 /井上由美作;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53-9 (EPUB) 普遍級  

從 0 到 100 的議題桌遊設計實戰/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遊中

學科學團隊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865-6 (PDF) 普遍級  

從今以後,不再讓人隨意對待/金在植

著; 陳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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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91-0 (PDF) 普遍級  

從民主觀點論全國性公民投票之合

憲性控制: 以少數群體權利保障為核

心/賴又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750-4 (PDF) 普遍級  

從生活到職場都要學英語: 生動會話

x 句型解析 x 迷思破解的必勝三「步」

曲/Kevin Zhu, 許澄瑄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捷徑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6-09-8 (PDF) 普遍級  

從終點起跑,逆向工程帶你走向成功: 

以業餘資格打敗世界冠軍,反向思考、

拆解目標、團隊合作,價值百萬英鎊

的 終 點 思 維 / 丹 尼 爾 . 比 格 (Daniel 

Bigham)作;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57-7 (PDF) 普遍級  

從終點起跑,逆向工程帶你走向成功: 

以業餘資格打敗世界冠軍,反向思考、

拆解目標、團隊合作,價值百萬英鎊

的 終 點 思 維 / 丹 尼 爾 . 比 格 (Daniel 

Bigham)作;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58-4 (EPUB) 普遍級  

從裡到外說健康: 中醫雖好,精髓卻

太深奧?靈丹妙藥,想要但得不到?養

生從擁有本書開始 ,其他通通不需

要!/方儀薇, 羅烈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369-8 (EPUB) 

普遍級  

從零開始的 3D 設計之旅: Blender 3D

入門教材/游峰碩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38-9 (PDF) 普遍級  

從零開始的 3D 設計之旅: Blender 3D

入門教材/游峰碩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39-6 (EPUB) 普遍

級  

從零開始學 Visual C# 2022 程式設計

/李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40-2 (PDF) 普遍級  

從零開始學 Visual C# 2022 程式設計

/李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41-9 (EPUB) 普遍級  

從骰子遊戲到 AlphaGo: 擲硬幣、AI

圍棋、俄羅斯輪盤,生活中處處機率,

處處有趣!/張天蓉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06-0 (EPUB) 普遍

級  

情緒專科精油調香全書: 從六大基礎

香調到萬能配方!解決 120 種人際、

工作與情緒困境 /許怡蘭 Gina Hsu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31-1 

(EPUB) 普遍級  

教育行政新視角: 非典型概念與潛藏

現象/陳成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735-1 (PDF) 普遍級  

啟程: 戴錦綢詩集 /戴錦綢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685-7 (EPUB) 

普遍級  

啟蒙時代 臺灣山城海/顧蕙倩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44-212-9 

(PDF) 普遍級  

晚清一百年(上、下)/十年砍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3-8-3 

(EPUB) 普遍級  

晤談的力量: 寫給助人者的經典個案

逐字稿實作演示與解析/陳恆霖著 .-- 

臺北市 : 大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689-78-6 (EPUB) 普遍

級  

晨光奏鳴曲/陳嘉珍文; 陳馨怡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67-0 

(PDF) 普遍級  

晨興聖言: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

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05 .-- 11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66-813-0 (平裝) 普遍級  

梁啟勳讀史隨筆/梁啟勳原著; 蔡登

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22-0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1453 年君士坦

丁堡的殞落.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92-1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1453 年君士坦

丁堡的殞落.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93-8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卡拉卡拉大放

送.人人都是羅馬公民.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74-7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卡拉卡拉大放

送.人人都是羅馬公民.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75-4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來勢洶洶的波

斯人、斯拉夫人與伊斯蘭世界的崛

起.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

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023-96-9 (EPUB) 普遍

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來勢洶洶的波

斯人、斯拉夫人與伊斯蘭世界的崛

起.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

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023-97-6 (EPUB) 普遍

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拉丁帝國 vs 流

亡的拜占庭 .尼西亞帝國 . 1/謝君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90-7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拉丁帝國 vs 流

亡的拜占庭 .尼西亞帝國 . 2/謝君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91-4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東方教會的聖

像破壞運動與歐洲第一位女王: 拜占

庭的伊琳娜.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82-2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東方教會的聖

像破壞運動與歐洲第一位女王: 拜占

庭的伊琳娜.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83-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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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東西方夾擊下

的科穆寧中興與十字軍東征. 1/謝君

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

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86-0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東西方夾擊下

的科穆寧中興與十字軍東征. 2/謝君

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

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87-7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威尼斯帶領十

字軍洗劫君士坦丁堡.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88-4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威尼斯帶領十

字軍洗劫君士坦丁堡.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89-1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帝國分水嶺: 

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首都東移. 1/

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

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78-5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帝國分水嶺: 

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首都東移. 2/

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

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79-2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帝國無疆的羅

馬五賢帝.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72-3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帝國無疆的羅

馬五賢帝.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73-0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查士丁尼大帝: 

他的征服與法典. 1/謝君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94-5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查士丁尼大帝: 

他的征服與法典. 2/謝君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95-2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站上拜占庭巔

峰的馬其頓王朝. 1/謝君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84-6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站上拜占庭巔

峰的馬其頓王朝. 2/謝君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85-3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凱薩、三巨頭

與埃及豔后.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68-6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凱薩、三巨頭

與埃及豔后.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69-3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奧古斯都的羅

馬帝國.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70-9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奧古斯都的羅

馬帝國.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71-6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戰神瑪爾斯之

後.七丘之城羅馬與共和國的開始. 1/

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

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66-2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戰神瑪爾斯之

後.七丘之城羅馬與共和國的開始. 2/

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

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67-9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戴克里先.神

權政治下的四帝分治.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76-1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戴克里先.神

權政治下的四帝分治.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77-8 (EPUB) 普遍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蠻族終究滅掉

了西羅馬 vs 飛揚的雙頭鷹東羅馬拜

占庭. 1/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80-8 (EPUB) 普遍

級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 蠻族終究滅掉

了西羅馬 vs 飛揚的雙頭鷹東羅馬拜

占庭. 2/謝君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81-5 (EPUB) 普遍

級  

條通媽媽桑席耶娜の日式酒店文化: 

林森北路條通與陪侍行業物語/席耶

娜作 .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 

11105 .-- 約 10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62-4 (線上有聲書(M4A)) 

普遍級  

梟雄淘盡: 北洋從政實錄/張國淦原

著;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23-7 (EPUB) 普遍級  

淡江大學教學領航與傳承. 2021/林俊

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教師

教學發展中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1-3 (EPUB) 普遍

級  

淺野一二 0 短篇集: 怪物裂口女/香菇

與竹筍/淺野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59-8 

(EPUB) 普遍級  

清秀佳人(中文導讀英文版)/露西.莫

德.蒙哥馬利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82-1 

(EPUB) 普遍級  

清風書道學會壬寅年會員聯展專輯/

賴清美, 清風書道學會全體會員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清風書道學

會, 11105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31-0-6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現代世界六百年: 15-21 世紀的全球

史與環境史新敘事/馬立博(Robert B. 

Marks)作; 向淑容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29-1-8 (PDF) 普遍級  

現代世界六百年: 15-21 世紀的全球

史與環境史新敘事/馬立博(Robert B. 

Marks)作; 向淑容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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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春山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29-2-5 (EPUB) 普遍

級  

現觀莊嚴論疏闡明句義/絨敦釋迦獅

子著; 堪布洛桑滇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洛桑滇增,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089-6 (PDF) 普遍級  

畢業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 

110 學年度/何杏[], 羅雪霞主編 .-- 臺

中市 : 中臺科大健康科學院, 11106 .-

- 8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4955-4-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異口同「聲」: 探索臺灣現代文學創

作的多元發展/王鈺婷, 李癸雲, 沙力

浪, 周郁文, 張俐璇, 張韡忻, 黃美娥, 

董 恕 明 , 羅 詩 雲 , 也 寇 . 索 克 魯 曼

(Neqou Soqluman), Hangkun Strian(呂

恒 君 ), Ludovica Ottaviano, Pavlína 

Krámská 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088-81-4 (EPUB) 普遍

級  

祥瑞.天命.竊國者: 史上第一位儒家

皇帝王莽和他的時代/張向榮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39-2 (EPUB) 

普遍級  

第 24 屆 2022 北京冬季奧林匹克運動

會中華台北代表團參賽報告書/中華

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 臺北市 : 中

華奧委會, 11104 .-- 8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50-3-0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第一本親子英文會話: 學習性 x 可行

性 x 加深親子感情的互動教案/蔡文

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6-08-1 (PDF) 普遍級  

細說摩訶婆羅多/雪莉.普羅巴.阮將.

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54-6-0 (EPUB) 普遍級  

終結黑白思考: 跳脫「假清晰」認知,

從灰色地帶覺察真相、做出最佳決

策/凱文.達頓(Kevin Dutton)著; 陳佳

伶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62-4 

(EPUB) 普遍級  

羞辱創傷: 最日常,卻最椎心的痛楚/

周慕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299-7 (EPUB) 普遍級  

聊聊/高翊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經典圖文傳播,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26-8 (EPUB) 普遍

級  

聊齋志異. 八, 秀才難為/蒲松齡原著; 

曾珮琦譯註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02-5 (EPUB) 普遍級  

聆聽,先知穆罕默德的跫音: 一部為

穆斯林而寫的先知傳記/麥爾彥.杜艾

伊 伯 (Mariem Dhouib) 著 作 ; 林 謂 妤

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34-0 (EPUB) 普遍級  

聆聽,先知穆罕默德的跫音: 一部為

穆斯林而寫的先知傳記/麥爾彥.杜艾

伊 伯 (Mariem Dhouib) 著 作 ; 林 謂 妤

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35-7 (PDF) 普遍級  

莎士比亞/狄更斯名著故事(中文導

讀英文版)/威廉.莎士比亞/查爾斯.狄

更斯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31-9 (EPUB) 

普遍級  

莫泊桑短篇小說精選(中文導讀英文

版)/居伊.德.莫泊桑著; 王勛,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83-8 (EPUB) 普遍級  

莊子,從心開始. 最終回. 下, 應帝王篇.

順物自然的心內修復之書 /蔡璧名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772-7 (EPUB) 普遍級  

莊子,從心開始. 最終回. 上, 大宗師篇.

關於自由的人生解答之書 /蔡璧名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771-0 (EPUB) 普遍級  

被時間留下的人: 唯有失去,才足以

讓我們成為一個大人/P's 作 .-- 首版 .-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44-9-8 (PDF) 

普遍級  

設計的本質/田中一雄著; 詹慕如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7-4-2 

(PDF) 普遍級  

設計的本質/田中一雄著; 詹慕如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7-5-9 

(EPUB) 普遍級  

設計思維手繪技法: 分析圖紙 X 線稿

臨摹 X 上色參考 X 優秀範例 X 你一

定要懂的空間設計思維/顧琰, 王晨

陽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377-3 (PDF) 普遍級  

這才是以色列: 揭露歷史謊言和神話

底下的以色列/伊蘭.帕佩(Ilan Pappé)

著; 方昱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01-8 (EPUB) 普遍級  

這本文法最實用!英文滿分筆記,隨學

隨練快速打好文法基礎/蔡文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6-13-5 

(PDF) 普遍級  

這些都不懂,還敢拚職場: 升遷加薪

其實沒那麼難/胡以貴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22-0 (EPUB) 

普遍級  

這輩子,演得最好的是自己: 金鐘影

后王琄開啟人生第三幕的 32 道幽默

守則/王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13-0 (EPUB) 普遍級  

這輩子,演得最好的是自己: 金鐘影

后王琄開啟人生第三幕的 32 道幽默

守則/王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45-1 (PDF) 普遍級  

造反的細胞: 癌症、演化與生命最古

老的叛變/凱特.艾尼(Kat Arney)著; 甘

錫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45-9-8 (EPUB) 普遍級  

造反的細胞: 癌症、演化與生命最古

老的叛變/凱特.艾尼(Kat Arney)著; 甘

錫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39-0-8 (PDF) 普遍級  

造宅記/蕗柯, 邵夢實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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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42-003-8 (全套:平裝) 

NT$1800 普遍級  

造宅記: 小坪數的祕密: 9~27 坪的理

想家/蕗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05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99-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造宅記: 房子變美的技巧: 走進 15 個

讓你怦然心動的家/蕗柯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2-001-

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造宅記: 建築師的理想家: 16 位建築

師 ,把家住成心中的樣子 /邵夢實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5 .-- 2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02-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造宅記: 顏值和實用性並存的家: 北

歐風和日式養成記/蕗柯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5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2-000-

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黃立杰, 賴偉銘, 周遇安, 張凱

博, 張兆充, 陳沁徽, 陳麗安, 李佳穎, 

謝青儒, 江珮歆, 何浚樺, 吳鎮添, 徐

依如, 張郁琳, 黃幸君, 莊馥霞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

與空間資訊系, 11105 .-- 1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843-72-4 (平裝) 

普遍級  

都市鱷魚/「字 Line」編劇團隊, Luly

作; 陳品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019-6 (精裝) 普遍級  

都柏林人(中文導讀英文版)/詹姆斯.

喬伊斯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08-1 

(EPUB) 普遍級  

野生的歐洲: 塔朋帶你遊東歐 25 國,

打開你對世界的想像. 上/法蘭西斯.

塔朋(Francis Tapon)著; 賴堯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36-4 

(PDF) 普遍級  

野生的歐洲: 塔朋帶你遊東歐 25 國,

打開你對世界的想像. 上/法蘭西斯.

塔朋(Francis Tapon)著; 賴堯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37-1 

(EPUB) 普遍級  

陪伴: 最美的醫療人文. 2/慈濟四大

志業同仁及志工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61-4 (EPUB) 普遍

級  

陪伴: 最美的醫療人文. 2/慈濟四大

志業同仁及志工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62-1 (PDF) 普遍級  

陪審員/HS 錢德勒作; 趙丕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46-2 

(EPUB) 普遍級  

陸小曼傳: 繁華落盡霧冷笙簫/月下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378-0 (EPUB) 普遍級  

陰間醫生/攸齊著 .-- 1 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70-3 (PDF) 普遍級  

頂尖業務有九成靠劇本: 自掏腰包買

業績的銷售白痴,這樣變身成交破億

的推銷高手/加賀田裕之作; 葉廷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86-8 

(EPUB) 普遍級  

頂尖操盤手的養成計畫. 1, 建立你的

獲利模型/約翰.派伯(John Piper)著; 黃

志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31-7 (EPUB) 普遍級  

頂尖操盤手的養成計畫. 2, 交易王者

的心智修練/約翰.派伯(John Piper)著; 

黃志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30-0 (EPUB) 普遍級  

魚翅與花椒: 國際川菜權威扶霞的飲

饌起點/扶霞.鄧洛普著; 鍾沛君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56-9 

(EPUB) 普遍級  

魚夢魚 : 阿料的魚故事 /廖鴻基著 ; 

Olbee 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62-1-3 (EPUB) 普遍級  

麥琪的禮物(中文導讀英文版)/歐.亨

利著; 王勛,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21-0 (EPUB) 普遍

級  

傑克.倫敦短篇小說精選(中文導讀英

文版)/傑克.倫敦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84-5 (EPUB) 普遍級  

最小但最強 ,荷比盧的細節 /葉克飛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59-1 (PDF) 

普遍級  

最小但最強 ,荷比盧的細節 /葉克飛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3-60-7 

(EPUB) 普遍級  

最有分寸溝通術(長銷經典版): 即使

「你滾蛋!」也能說得漂亮,成為職場

人氣王(老中老外都能通)/派屈克.亞

倫(Patrick Alain)著; 陳松筠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41-7 

(EPUB) 普遍級  

最後的致意(中文導讀英文版)/亞瑟.

柯南.道爾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64-7 

(EPUB) 普遍級  

最後的診斷: 病理醫師許永祥的顯微

世界/許永祥主述; 吳宛霖撰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63-8 (PDF) 

普遍級  

最後的診斷: 病理醫師許永祥的顯微

世界/許永祥主述; 吳宛霖撰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7-64-5 

(EPUB) 普遍級  

最高致富秘密/李叙玧, 洪宙妍作; 牛

世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41-554-7 (EPUB) 普遍級  

最高專注力: 讓頭腦清晰一整天的 45

項神級高效技巧/鈴木祐著; 張翡臻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54-9 

(EPUB) 普遍級  

最 強 日 文 語 感 增 強 術 / 楊 筠 (Yuna 

Yang)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78-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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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炒股者: 戰勝大盤的 13 招交易

法/金亨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79-29-4 (EPUB) 普遍級  

最強健身教練養成聖經 /健身查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16-2 

(EPUB) 普遍級  

*最新 Excel VBA 基礎必修課: 程式

設計、專題與數據應用的最佳訓練

教材(適用 Excel 2021-2013)/蔡文龍, 

張志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4-194-7 (PDF) 普遍級  

最新植物油效用指南: 芳療複方、手

工皂、補充營養必備的 99 種天然油

脂!/蘇珊.M.帕克(Susan M Parker)著; 

謝明珊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

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12-4-0 (EPUB) 普遍級  

凱撒大帝(中文導讀英文版)/詹姆斯.

鮑德溫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85-2 

(EPUB) 普遍級  

創意入門: 用喜歡改變世界/原野守

弘著; 張雅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因生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14-1-9 (EPUB) NT$399 普

遍級  

創 意 思 考 金 字 塔 / 戴 夫 . 柏 斯 (Dave 

Birss)作;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6-04-9 (EPUB) 普遍

級  

創新數位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物聯

網與數位媒體未來新典範論文集 . 

2022/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視

覺傳達設計系編輯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479-5-3 

(PDF) 普遍級  

勞倫斯中短篇小說精選(中文導讀英

文版)/大衛.赫伯特.勞倫斯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5-86-9 (EPUB) 普遍級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星燈集/楊蓮福

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1105 .-- 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600-63-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喀爾巴阡古堡/牛博士(中文導讀英

文版)/儒勒.凡爾納著; 王勛,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87-6 (EPUB) 普遍級  

喧囂中的沉寂 無負今日/趙俊邁作 .-- 

臺北市 : 尊品數科媒體, 11105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24-0-

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喜 悅 傳 記 / 阿 闍 黎 納 吉 納 (A'ca'rya 

Nagina')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

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4-7-7 (EPUB) 普遍

級  

喜劇媽媽桑幽默表達學: 克服心理關

卡,不恐懼不糾結,讓內向者誕生勇氣

的魅力指南/黃小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01-3 (PDF) 普遍級  

喜劇媽媽桑幽默表達學: 克服心理關

卡,不恐懼不糾結,讓內向者誕生勇氣

的魅力指南/黃小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02-0 (EPUB) 普遍

級  

喚醒沉睡的巨獅 Grand Seiko: 將一流

品質的商品,從谷底打造成極具競爭

力的全球精品品牌經營之路/梅本宏

彦作; 周奕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54-6-4 (EPUB) 普遍級  

喚醒沉睡的巨獅 Grand Seiko: 將一流

品質的商品,從谷底打造成極具競爭

力的全球精品品牌經營之路/梅本宏

彦作; 周奕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54-7-1 (PDF) 普遍級  

喬伊歷險記(中文導讀英文版)/霍瑞

修.愛爾傑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88-3 

(EPUB) 普遍級  

報導者事件簿. 001, 留學黑工/報導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664-8 (EPUB) 普遍級  

富爸爸,窮爸爸(25 週年紀念版)/羅勃

特.T.清崎著; MTS 翻譯團隊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37-2 

(EPUB) 普遍級  

富蘭克林自傳(中文導讀英文版)/班

傑明.富蘭克林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89-0 

(EPUB) 普遍級  

掌握 90％人心的大人暗黑心理學/涉

谷昌三作; 劉姍珊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32-4 (PDF) 

NT$350 普遍級  

掌握 90％人心的大人暗黑心理學/涉

谷昌三作; 劉姍珊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33-1 (EPUB) 

NT$350 普遍級  

插畫版完全指南: 日本的佛像與寺院

/ 日 本 的 佛 像 與 寺 院 研 究 會 作 ; 

Kawaguchi Nirako 繪; Lotus Sawako 文; 

陳美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42-3 (PDF) 普遍級  

插畫版完全指南: 日本的佛像與寺院

/ 日 本 的 佛 像 與 寺 院 研 究 會 作 ; 

Kawaguchi Nirako 繪; Lotus Sawako 文; 

陳美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43-0 (EPUB) 普遍級  

提案溝通學: 5 大設計溝通法+31 個

設計提案過程,第一次提案就抓住客

戶需求!/Ingectar-e 著; 黃筱涵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55-6 (EPUB) 普遍

級  

揭祕肝移植: 從入門知識到手術須知,

為術後「新生」描繪一幅美好藍圖/

饒偉, 解曼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39-66-0 (EPUB) 普遍級  

揭開自己的謊言: 那些我們自欺欺人

的方式,以及如何從痛苦困境中解脫/

喬恩.傅德瑞克森著; 梵妮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98-3 (EPUB) 

普遍級  

晶華菁華: 潘思亮從成長到重生的經

營抉擇與哲思/林靜宜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17-3 (PDF) 

普遍級  

晶華菁華: 潘思亮從成長到重生的經

營抉擇與哲思/林靜宜著 .-- 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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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18-0 

(EPUB) 普遍級  

智力解脫之路: 新人道主義/雪莉.普

羅巴 .阮將 .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

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4-8-4 (EPUB) 普遍

級  

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六

屆/第十六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出

版委員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6 .-- 10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21-6 (平裝) 普遍

級  

智慧事件簿之一: 與藍鵲書房有關的

智慧事件/楊世英, 高美玉著 .-- 南投

縣 : 楊世英, 11108 .-- 2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175-6 (精裝) 普遍

級  

朝。食光: 款待家人的早餐提案,手

作麵包 X 暖胃湯品 X 舒食米飯,60 道

美好料理/梁郁芬(Eve)著 .-- 首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07-0-9 (PDF) 

普遍級  

植物靈藥: 鴉片、咖啡因、麥司卡林,

如何成為我們的心靈渴望?又為何成

為毒品?對人類文化帶來什麼影響?/

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著; 鍾玉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55-2 (EPUB) 普遍級  

植物靈藥: 鴉片、咖啡因、麥司卡林,

如何成為我們的心靈渴望?又為何成

為毒品?對人類文化帶來什麼影響?/

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著; 鍾玉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56-9 (PDF) 普遍級  

湯姆歷險記(中文導讀英文版)/馬克.

吐溫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90-6 (EPUB) 

普遍級  

測量子午線(中文導讀英文版)/儒勒.

凡爾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65-4 

(EPUB) 普遍級  

無上三珍寶譚/宗喀巴大師造; 釋如

法主譯; 釋性覺主校 .-- 臺北市 : 福智

文化, 11108 .-- 4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95909-3-3 (經 摺裝 ) NT$600

普遍級  

無名的裘德(中文導讀英文版)/湯瑪

士.哈代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91-3 

(EPUB) 普遍級  

無形資產評價中級能力鑑定寶典/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會計研發基金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13-7-4 (PDF) 普遍級  

無冕的帝王曹操: 史上最狂的梟雄/

公子齊跡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23-7 (EPUB) 普遍級  

無照心理師的沙發: 餘命管理的學習

與自覺/王浩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62-0-6 (EPUB) 普遍級  

無路,可走/侯千絹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44-9 (PDF) 

普遍級  

無路,可走/侯千絹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49-4 (EPUB) 

普遍級  

無與倫比的基督 /斯托得(John R.W. 

Stott)作; 李望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48-8 (EPUB) 普遍級  

無敵英語單字王/張瑜凌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52-3-5 (PDF) 

普遍級  

無論世界怎麼變,過得舒服最重要:<<

小窗幽記>>-1500 則小句子,陪你過

上好日子/陳繼儒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3-7-6 (EPUB) 普遍

級  

然後/方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43-9 (EPUB) 普遍級  

琴鍵上的貝多芬: 聽見貝多芬鋼琴奏

鳴曲的各種想像/呂岱衛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954-2-6 (PDF) 普遍

級  

琴鍵上的貝多芬: 聽見貝多芬鋼琴奏

鳴曲的各種想像/呂岱衛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954-3-3 (EPUB) 普

遍級  

發明的故事(中文導讀英文版)/亨德

里克.威廉.房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92-0 

(EPUB) 普遍級  

短暫集中力學習法: 一句英語都不會

說的少女,這樣成為美國律師/徐東珠

著; 游芯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

神,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30-9 (EPUB) 普遍級  

窗外有棵相思/逯耀東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37-2 (EPUB) 普遍

級  

結構式遊戲治療: 接觸、遊戲與歷程

回顧/鄭如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868-7 (PDF) 普遍級  

紫禁城/翟晨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335-494-4 (全套:平裝) NT$800 普

遍級  

絲路上的帝國: 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

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中亞史/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 著 ; 苑 默 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14-7 

(PDF) 普遍級  

絲路上的帝國: 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

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中亞史/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 著 ; 苑 默 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15-4 

(EPUB) 普遍級  

給下一個科學小飛俠的 37 個備忘錄

/火星爺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利奇

佳,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2146-8-1 (EPUB) 普遍級  

給下一個科學小飛俠的 37 個備忘錄

/火星爺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利奇

佳,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4-4-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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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人看的非主流童話/劉紅卿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68-1 

(EPUB) 普遍級  

給心靈洗個澡全集: 一部解讀人生困

惑的心靈啟示錄/韋秀英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379-7 

(EPUB) 普遍級  

給年輕人的 100 個心靈智慧/陳文凱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58-3 (PDF) 普遍級  

給你 30000 天,你該怎麼活?這輩子,用

心活出生命的精彩/王貴水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24-4 

(EPUB) 普遍級  

給孩子的 24 堂經典閱讀課: 讓孩子

重拾閱讀世界名著的興趣 /徐宏洲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53-0 (EPUB) 普遍級  

給愛一個機會: 婚姻諮商/羅子琦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03-1 

(EPUB) 普遍級  

華為雙向指揮系統: 組織再造與流程

化運作/習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39-65-3 (EPUB) 普遍級  

華美的跫音: 1960 年代美軍文化影響

下的臺中生活/熊一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4-80-9 (EPUB) 

普遍級  

華嚴蓮社創建七十週年特刊/財團法

人台北市華嚴蓮社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華嚴蓮社, 11106 .-- 冊 .-- ISBN 

978-626-96177-0-8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菌菇的微型世界: 以玻璃瓶打造掌中

風景 /樋口和智作; 賴惠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3-93-8 (EPUB) 

普遍級  

菊島廚房食記: 從香料群島漂流到漁

人之島/劉明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27-0 (EPUB) 普遍級  

菊與刀(中文導讀英文版)/露絲.潘乃

德著; 王勛, 劉尚毅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5-09-6 (EPUB) 

普遍級  

虛擬資產之洗錢防制與監理: 以虛擬

貨幣為中心/周知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49-8 (PDF) 普遍級  

覃合理詩歌集 . 下 /覃合理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21-1 (PDF) 

普遍級  

詛咒聖士/樂馬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83-3 (EPUB) 普遍級  

越簡單越強大: 奧坎的剃刀如何釋放

科學並塑造宇宙/約翰喬伊.麥克法登

(JonJoe McFadden)著; 吳國慶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6-7-3 (PDF) 

普遍級  

越簡單越強大: 奧坎的剃刀如何釋放

科學並塑造宇宙/約翰喬伊.麥克法登

(JonJoe McFadden)著; 吳國慶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6-9-7 (EPUB) 

普遍級  

超人大頭貼/火星爺爺文.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利奇佳, 11105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114-2-3 (PDF) 普遍

級  

超人大頭貼/火星爺爺文.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利奇佳, 11105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114-3-0 (EPUB) 普

遍級  

超前部署東協五國: 產業鏈關鍵密碼: 

2022 韌性供應鏈全球區域製造中心

市調報告系列. 東協篇(越南、印尼、

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范光陽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95-443-8 (PDF) 普遍級  

超高效!PythonxExcel 資料分析自動

化: 輕鬆打造你的完美工作法/吳燦

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42-6 (EPUB) 普遍級  

超高效!PythonxExcel 資料分析自動

化: 輕鬆打造你的完美工作法/吳燦

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45-7 (PDF) 普遍級  

超越的力量/許添盛口述; 齊世芳執

筆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07-66-3 (PDF) 普遍級  

超圖解資料科學 Data Science: 數據處

理入門中的入門,強化處理力&判讀

力 X 資料倫理/上藤一郎作; 王美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58-1 (EPUB) 普遍級  

超圖解廣告學/戴國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31-1 (PDF) 普遍級  

郵政內勤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

儒宏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04-5 (PDF) 普遍級  

郵政外勤國文(測驗題型+閱讀測驗)/

儒宏編 .-- 十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20-5 (PDF) 普遍級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胡劭

安, 艾晟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05-2 (PDF) 普遍級  

鄉愁/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55-2 (EPUB) 普遍級  

量子思考: 跳脫常識,在沒有答案的

世界裡找到自己的路 /村上憲郎著;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7-377-5 (EPUB) 普遍級  

量子概論: 神奇的量子世界之旅/吳

今培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64-6 (EPUB) 普遍級  

開始冥想吧!隨時隨地都能做的輕冥

想: 15 分鐘,讓身心重回平衡,擁抱零

焦慮的生活/宝彩有菜著; 李伊芳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98-1 

(EPUB) 普遍級  

開運風水 200 問: 風生水起好運來/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34-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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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的味道/楊淑清文; 王建傑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6 .-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3-

27-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集客瘋潮!FB+IG+LINE 最強全效社

群行銷/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43-3 (PDF) 普遍級  

集客瘋潮!FB+IG+LINE 最強全效社

群行銷/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44-0 (EPUB) 普遍級  

黃帝內經 X 量子糾纏: 情志相勝、運

氣調頻、分子營養與量子信息醫學

實證/張淵豪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33-8-7 (EPUB) 普遍級  

黑奴解放者林肯: <<解放奴隸宣言

>>X 蓋茲堡演說,賭上性命只為換取

全美的和平與正義/潘于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05-3 

(EPUB) 普遍級  

黑神駒(中文導讀英文版)/安娜.史威

爾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93-7 (EPUB) 普遍

級  

黑澤明與楊德昌: 焦雄屏大師電影手

冊/焦雄屏作.朗讀 .-- 臺北市 : 遍路文

化傳媒, 11105 .-- 約 283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528-7-0 (線上有聲

書(MP3)) NT$340 普遍級  

亂世中小說的千姿百態: 從<<豆棚閒

話>>到<<聊齋志異>>,從超脫俗世的

諷喻到神異虛幻的追求/石昌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04-6 

(EPUB) 普遍級  

嗅聞樹木的 13 種方式: 從氣味的語

言了解樹木/大衛.喬治.哈思克(David 

George Haskell)著 ; 陳錦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04-9 (EPUB) 

普遍級  

奧修「愛與情緒」合集 . 1-3/奧修

OSHO 著; Zahir Bhakti Sevit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46-0 (EPUB) 

普遍級  

奧修談<<心經>>: 發現自己的內在

真實,自己的佛陀/奧修 OSHO 著; 謙

達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47-7 (EPUB) 普遍級  

想起了那些另類美人: 陸小曼/柴草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64-4 (PDF) 普遍級  

想 像 教 育 的 未 來 / 肯 . 羅 賓 森 (Ken 

Robinson), 凱特.羅賓森(Kate Robinson)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11-1 (EPUB) 普遍級  

愛地球 護健康 植物為主飲食手冊/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作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15-4 (PDF) 普遍級  

愛的教育(中文導讀英文版)/埃得蒙

多.德.亞米契斯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23-4 

(EPUB) 普遍級  

愛是一條線/Kolas Yotaka 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21-0 

(EPUB) 普遍級  

愛是一條線/Kolas Yotaka 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22-7 

(PDF) 普遍級  

愛 迪 生 傳 / 艾 德 蒙 . 摩 里 斯 (Edmund 

Morris)著; 辛亞蓓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44-6 (PDF) 普遍級  

愛 迪 生 傳 / 艾 德 蒙 . 摩 里 斯 (Edmund 

Morris)著; 辛亞蓓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45-3 (EPUB) 普遍

級  

愛倫.坡短篇小說精選(中文導讀英文

版)/愛倫.坡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35-7 

(EPUB) 普遍級  

愛情像滿天的流星雨/藍博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86-4 

(EPUB) 普遍級  

愛欲之死/韓炳哲著; 管中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8-51-1 

(EPUB) 普遍級  

愛說笑!奇趣笑料分享包/笑點王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22-6 

(EPUB) 普遍級  

愈 「 動 」 愈 成 功 / 卡 洛 琳 . 威 廉 斯

(Caroline Williams)著; 閻蕙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75-1 (PDF) 

普遍級  

愈 「 動 」 愈 成 功 / 卡 洛 琳 . 威 廉 斯

(Caroline Williams)著; 閻蕙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76-8 

(EPUB) 普遍級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7/支倉

凍砂作;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647-1 (EPUB) 普遍級  

新人類密碼: 阿乙莎帶你回歸本源,

完成身體晶化,創造五次元新文明/譚

瑞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688-2 (EPUB) 普遍級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聽解問題集/

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江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22-6-3 (EPUB) 普遍級  

新世紀新世代詩選. 1/向陽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46-6 (PDF) 

普遍級  

新世紀新世代詩選. 1/向陽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47-3 (EPUB) 

普遍級  

新世紀新世代詩選. 2/向陽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48-0 (PDF) 

普遍級  

新世紀新世代詩選. 2/向陽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49-7 (EPUB) 

普遍級  

新北市環保局儲備清潔隊題庫(環保

常識、廉政及職業安全衛生)/鼎文名

師群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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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22-9 (PDF) 普遍級  

新托福 100+iBT 寫作/韋爾, 倍斯特編

輯部合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倍

斯特,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434-8-9 (PDF) 普遍級  

新知研討會. 111 年度: 豬隻飼養與營

養線上研討會. 一/夏良宙主編 .-- 初

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1105 .-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1-1-9 (平裝) 普遍級  

新校長學: 創新進升九論/鄭崇趁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4-85-9 (PDF) 

普遍級  

新校長學: 創新進升九論/鄭崇趁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4-86-6 

(EPUB) 普遍級  

新探案(中文導讀英文版)/亞瑟.柯南.

道爾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66-1 (EPUB) 

普遍級  

新 眼 新 见 / 大 卫 . 鲍 力 生 (David 

Powlison)作; 李台莺, 吴贤礼, 蒋虹嘉

译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77-345-1 

(PDF) 普遍級  

新 聞 英 文 成 語 大 典 / 鄭 光 立 (Kein 

Cheng)編著 .-- 第一版 .-- 臺中市 : 京

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4431-2-8 (PDF) 普遍級  

新臺灣水鳥圖鑑/翁榮炫, 吳建龍, 洪

冠捷文字; 蔡錦文, 曹哲豪繪圖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6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03-946-5 (精裝) 

普遍級  

新審美經濟/潘罡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15-9 (EPUB) 普遍

級  

新審美經濟/潘罡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16-6 (PDF) 普遍級  

新編鍾肇政全集(第一~四十二冊)/鍾

肇政作 .-- 桃園市 : 桃市客家事務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06-4 (PDF) 普遍級  

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 下/黃

慶萱注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61-7 (EPUB) 普遍級  

暗示效應: 光拚命是沒有用的!心理

暗示之父傳承百年的信心引導(發行

百 年 紀 念 版 )/ 愛 彌 爾 . 庫 埃 (Émile 

Coué)著; 陳昭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87-6 (EPUB) 普遍級  

暗戀 Ocarina 學長/幻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33-6 (EPUB) 普遍

級  

暖陽: 時時照煦的世紀人生/王志成, 

蔡金鼎合著 .-- 臺中市 : 台灣東鯤文

史協會, 11106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79-2-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會長領航 K 線戰法 120 張圖抓住關

鍵買賣點: 自 3 萬小時的「紀律交

易」,精采呈現股市輕鬆賺錢法!/台

股大學堂會長 Jonny 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04-4 (PDF) 普遍級  

會計地圖: 跟著大會計師讀財報,秒

懂公司成功祕密/近藤哲朗, 沖山誠

作;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34-8 (EPUB) 

NT$380 普遍級  

會計地圖: 跟著大會計師讀財報,秒

懂公司成功祕密/近藤哲朗, 沖山誠

作;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35-5 (PDF) NT$380

普遍級  

會計學(含概要)/王龍應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18-2 (PDF) 

普遍級  

極簡人生/約書亞.菲爾茲.密爾本, 萊

恩.尼克迪穆作; 牛世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552-3 

(EPUB) 普遍級  

楊照談三島由紀夫: 日本文學名家十

講. 6/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35-4 (EPUB) 普遍級  

楊照談三島由紀夫: 日本文學名家十

講. 6(KOBO 獨家作家說書音檔版)/

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58-3 (EPUB) 普遍級  

楊照談三島由紀夫: 日本文學名家十

講. 6(博客來獨家作家簽名版)/楊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56-9 

(EPUB) 普遍級  

楊照談太宰治: 日本文學名家十講. 

5/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36-1 (EPUB) 普遍級  

楊照談太宰治: 日本文學名家十講. 

5(KOBO 獨家作家說書音檔版)/楊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57-6 

(EPUB) 普遍級  

楊照談太宰治: 日本文學名家十講. 

5(博客來獨家作家簽名版)/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55-2 (EPUB) 

普遍級  

溝通的藝術(中文導讀英文版)/戴爾.

內基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27-2 (EPUB) 

普遍級  

獅子的王國(中文導讀英文版)/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5-94-4 (EPUB) 普遍級  

瑜伽修持科學觀/雪莉.雪莉.阿南達

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

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54-9-1 (EPUB) 普遍級  

瑜伽運動學解剖書: 精準剖析關鍵肌

群,讓瑜伽姿勢不只正確,更能打造不

畏壓力的身心狀態/中村尚人著; 蔡

麗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32-9 (PDF) 普遍級  

瑜伽運動學解剖書: 精準剖析關鍵肌

群,讓瑜伽姿勢不只正確,更能打造不

畏壓力的身心狀態/中村尚人著; 蔡

麗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33-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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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牧師精神崩潰了: 心理受創時,這

樣找到救贖之道/沼田和也著; 洪玉

珊譯 .-- 臺北市 : 究竟,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76-8 (EPUB) 

普遍級  

萬能科技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 . 

2021/吳舜丞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萬能科大, 11105 .-- 1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6203-37-4 (精裝) 普遍

級  

*經濟年鑑. 2022/經濟日報編輯中心

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11105 .-- 9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879-9-6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經濟學是讓你賺錢的知識/崔金生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65-1 (PDF) 普遍級  

經營管理學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 

2022/連苑廷, 李義昭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苑科大經管所, 11105 .-- 

2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55-

78-1 (平裝) 普遍級  

群之光華: 憶孟群= Shining bright: the 

memoir of Meng-Cyun/陳孟群, 傳光團

隊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和氣大愛文

教基金會,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88782-4-2 (平裝) 普遍

級  

聖五傷畢奧神父傳 /C.伯納德 .盧芬

(C.Bernard Ruffin)作; 朱怡康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83-4-2 (EPUB) 

普遍級  

聖靈、禱告、見證: 使徒行傳信息/

楊寧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

音藝術傳播協會,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187-0-5 (EPUB) 普

遍級  

腰背痠痛修復書/瑞奇.費希曼(Ricky 

Fishman)著; 王冠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橡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32-5 (EPUB) 普遍

級  

腦與力無限公司: 虛實整合的挑戰!

史丹佛商學院教你領先企業必備的

十大核心能力 /勞勃 .席格(Robert E. 

Siegel)著; 葉中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03-4 (EPUB) 普遍級  

虞美人草/夏目漱石著; 茂呂美耶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52-1 

(EPUB) 普遍級  

解謎大衛.芬奇: 暗黑系天才導演,與

他眼中的心理遊戲/亞當.奈曼(Adam 

Nayman)著; 黃政淵, 但唐謨, 曾曉渝, 

張懷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599-0 (EPUB) 普遍級  

詩裡的大唐/最愛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5-410-4 ( 全 套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詩裡的大唐. 下/最愛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48-7 (EPUB) 

普遍級  

詩裡的大唐. 下/最愛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49-4 (PDF) 

普遍級  

詩裡的大唐. 上/最愛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46-3 (EPUB) 

普遍級  

詩裡的大唐. 上/最愛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47-0 (PDF) 

普遍級  

詩篇: 文學賞析與信息/薛伯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11105 .-- 

30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577-9-1 (下冊:平裝) 普遍級  

資本論簡說/卡爾.約翰.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著; 石川準十郎日譯; 

洪濤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832-8 (PDF) 普遍級  

資安險經紀分析軟體: 經紀人適用: 

Broker One/新心資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 1 版 .-- 新北市 : 新心資

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1-1-3 (PDF) 普遍級  

資料煉金術: 開放資料存取權,重燃

創新之火/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

Schönberger), 蘭姆格(Thomas Ramge)

原著;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14-2 (EPUB) 普遍

級  

資料煉金術: 開放資料存取權,重燃

創新之火/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

Schönberger), 蘭姆格(Thomas Ramge)

原著;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15-9 (PDF) 普遍級  

資訊判讀力: 腦袋自主!抵抗假訊息、

陰謀論、帶風向的生存守則 /IORG

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5-2-9 (EPUB) 

普遍級  

資訊判讀力: 腦袋自主!抵抗假訊息、

陰謀論、帶風向的生存守則 /IORG

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5-3-6 (PDF) 

普遍級  

資通安全年報. 2021= Cyber security 

annual report 2021/台灣電腦網路危機

處理暨協調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11107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7-3-

1 (精裝) NT$200 普遍級  

跟巴菲特學投資: 股神教你的七大投

資秘訣/瑪麗.巴菲特, 尚恩.尚赫作; 

牛世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38-7 (EPUB) 普遍級  

跟著救生員學水中自救: 28 堂防溺教

育課,帶你認識水域風險、破除玩水

迷思!/張景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13-5 (EPUB) 普遍級  

跟著救生員學水中自救: 28 堂防溺教

育課,帶你認識水域風險、破除玩水

迷思!/張景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14-2 (PDF) 普遍級  

跟蹤騷擾防制法解析/許福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93-9 (PDF) 

普遍級  

跨域行政: 初階理論與實務/許芳雄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15-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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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比你想的還輕鬆: 終結惰性、突

破限制的人性化運動/陳俊忠著 .-- 臺

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6-5-6 (EPUB) 普遍

級  

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2022 年= Sports Performance 

and Health Promotion Conference/論文

發表者作 .-- 初版 .-- 嘉義縣 : 許伯陽,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3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過度飲食心理學: 當人生只剩下吃是

唯一慰藉/基瑪.卡吉兒著; 吳宜蓁, 林

麗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30-4 (EPUB) 普遍級  

過度飲食心理學: 當人生只剩下吃是

唯一慰藉/基瑪.卡吉兒著; 吳宜蓁, 林

麗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31-1 (PDF) 普遍級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

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二十三屆/大葉

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 初版 .-- 彰

化縣 : 大葉大學資管系, 11105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57-4-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電機(電工)機械(大意)題庫/陳昭男

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26-7 

(PDF) 普遍級  

零基礎!機智選股生活: 用台股打造

「財富後盾」,人生更有安全感/葉芷

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60-9 (EPUB) 普遍級  

零基礎!機智選股生活: 用台股打造

「財富後盾」,人生更有安全感/葉芷

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61-6 (PDF) 普遍級  

零落/淺野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260-4 

(EPUB) 普遍級  

零號病人: 塑造現代醫學史的真正英

雄/呂克.培悉諾(Luc Perino)著; 林佑

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8-57-3 (EPUB) 普遍級  

零零落落/黃春明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63-0 (EPUB) 普遍

級  

零壓力終極大全/樺澤紫苑作; 賴郁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56-1 (EPUB) 普遍級  

預言之子 . I, 餘燼森林 /蘭波 .羅威

(Rainbow Rowell)著; 朱崇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84-2-2 

(EPUB) 普遍級  

圖解民法/楊智傑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86-1 (PDF) 普遍級  

圖解企業危機管理/朱延智著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69-4 (PDF) 

普遍級  

圖解建築物理環境入門: 一次精通空

氣、溫度、日照、光、色彩、聲音

的基本知識、原理和應用/原口秀昭

著; 陳彩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

譜,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145-1 (EPUB) 普遍級  

圖解個人與家庭理財/伍忠賢, 鄭義

為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833-5 (PDF) 普遍級  

圖解跑壘學全書: 要得分,就得學會

怎麼跑壘/許峰賓, 周思齊著 .-- 1 版 .-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20-7 (EPUB) 

普遍級  

圖解顧客滿意經營/陳耀茂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70-0 (PDF) 

普遍級  

圖像 KK 音標快學: KK 音標練習本/

白佩玉作 .-- 再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

教, 11105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14-8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圖像思維: 找尋中西名畫在藝術史、

自然史、時尚史與科技史中的角色

與意義/邱琳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92-2 (PDF) 普遍級  

*境由心生: 賴惠如創作展作品集/賴

惠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5 .-- 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8-190-5 (平裝) 普遍

級  

夢想無距 無懼逐夢: 11 個無懼的夢

想故事/劉大絹撰稿 .-- 臺北市 : 帝亞

吉歐,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84705-0-7 (PDF) 普遍級  

實用基本護理學. 上/蘇麗智, 林靜娟, 

簡淑真, 呂麗卿, 潘美蓉, 李家琦, 李

美雲, 陳明莉, 羅筱芬, 林韋君, 林淑

燕, 葉秀珍, 歐倫君, 林唐愉, 黃士滋, 

林思靜, 鄭怡娟, 張華蘋, 邱淑玲, 謝

珮琳, 顧家恬, 洪慧容, 熊乃歡, 陳淑

齡, 林玉惠, 謝沛錡, 王佳慧作 .-- 九

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56-6 (PDF) 

普遍級  

實說論語/游浩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游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143-5 (EPUB) 普遍級  

漂泊與歸宿(2019-2021)/汪啟疆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852-6 (PDF) 

普遍級  

漢字遊藝 書法入門/施春茂, 歐陽一, 

吳寶賢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岡藝

術雲端科技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925-1-7 (PDF) NT$799

普遍級  

漫 步 大 英 博 物 館 = Rambling in the 

Britishmuseum/林深著; 一帆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6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1-992-

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漫 步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Wandering 

through the Palace Museum/林深著; 一

帆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6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1-993-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漫步梵蒂岡博物館= Rambling in the 

museum of Vatican/胡毅涵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1-994-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漫 步 羅 浮 宮 博 物 館 = Wandering 

through the Louvre Museum/ 胡 毅 涵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6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1-998-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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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紀念 Heart of Gold/陳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57-9 (EPUB) 

普遍級  

漫長的紀念 Heart of Gold/陳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58-6 (PDF) 

普遍級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藝術學群)/甄

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61-3 (PDF) NT$380

普遍級  

瘋魔人間. 上/劉紅卿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11-4 (EPUB) 

限制級  

瘋癲老人日記/谷崎潤一郎著; 李浪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27-307-4 

(EPUB) 普遍級  

瞄過一眼就忘不了的世界史. 商業篇: 

SUPER 高中老師講故事,讓「金錢流

通」當主角,不背年份就能貫通世界

史!/山崎圭一作; 陳嫺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732-8 (PDF) 

普遍級  

瞄過一眼就忘不了的世界史. 商業篇: 

SUPER 高中老師講故事,讓「金錢流

通」當主角,不背年份就能貫通世界

史!/山崎圭一作; 陳嫺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733-5 (EPUB) 

普遍級  

睡美人(中文導讀英文版)/夏爾.佩羅

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67-8 (EPUB) 普遍

級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22 年/江昭龍編著 .-- 初版 .-- 南投

縣 : 南開科大, 11105 .-- 196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95428-1-9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福爾摩沙信使: 馬偕生命敘事的神學

素描/謝大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

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56-941-9 (PDF) 普遍級  

福爾摩沙時尚圖鑑: 水手服、大襟衫、

龍擺尾、卷腳絆、瑪莉珍鞋......三百

年的台灣潮服誌/台灣服飾誌著; 阿

毛子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24-6 (EPUB) 普遍級  

福爾摩沙時尚圖鑑: 水手服、大襟衫、

龍擺尾、卷腳絆、瑪莉珍鞋......三百

年的台灣潮服誌/台灣服飾誌著; 阿

毛子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25-3 (PDF) 普遍級  

福爾摩斯回憶錄(中文導讀英文版)/

亞瑟.柯南.道爾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95-1 

(EPUB) 普遍級  

福爾摩斯冒險史(中文導讀英文版)/

亞瑟.柯南.道爾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96-8 

(EPUB) 普遍級  

福爾摩斯歸來記(中文導讀英文版)/

亞瑟.柯南.道爾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68-5 

(EPUB) 普遍級  

稱王的病: 自律神經失調/李丞永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53-8 

(EPUB) 普遍級  

稱王的病: 自律神經失調/李丞永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54-5 

(PDF) 普遍級  

稱霸致勝神救援!應考必備 1,000 英

文片語/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046-4-7 (PDF) 普遍級  

管一輩子的教育: 顛覆現行教育觀念,

讓教育回歸原點/林格著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54-7 (EPUB) 普遍

級  

管理格言: 1373 則智慧語言,幫你激

發創意、解決問題/鄧東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25-7 

(EPUB) 普遍級  

管理學/管尚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06-9 (PDF) 普遍級  

精明者這樣管人: 用人靠技巧,管人

靠智慧/李世強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28-2 (EPUB) 普遍

級  

精準選股: 華爾街資深科技分析師的

10 堂 投 資 課 / 馬 克 . 馬 哈 尼 (Mark 

Mahaney)著; 呂佩億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23-4 

(EPUB) 普遍級  

精準選股: 華爾街資深科技分析師的

10 堂 投 資 課 / 馬 克 . 馬 哈 尼 (Mark 

Mahaney)著; 呂佩億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24-1 (PDF) 

普遍級  

綠野仙蹤(中文導讀英文版)/李曼.法

蘭克.鮑姆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97-5 

(EPUB) 普遍級  

綠境: 以四季為起點的觀葉養護日常

/Yuty 著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53-2 (EPUB) 普遍級  

網 路 妖 民 : 網 路 霸 凌 者 現 形 記 = 

Internet demons: a history of 

cyberbullies/瞿嘉妮, 謝沅蓁, 陳怡安, 

劉仁慈, 黃雯汶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大視傳系, 11106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20-6-1 (精裝) 

NT$1550 普遍級  

網路治理的機會與挑戰/財團法人台

灣網路資訊中心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247-4-8 

(EPUB) 普遍級  

網路探究與數位素養教學實踐: 高等

教育經驗/黃雲龍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黃雲龍,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130-5 (PDF) 普遍級  

*網路開店 X 拍賣王: 蝦皮來了/文淵

閣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95-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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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琪政府症候群: 法國難以面對的二

戰記憶/亨利.胡梭(Henry Rousso)著; 

馬向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59-0 (EPUB) 普遍級  

*臺南市政府 COVID-19 新型冠狀病

毒居家照護服務手冊(易讀版)/楊美

華主編 .-- 臺南市 : 德蘭啟智中心, 

11105 .-- 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024-4-4 (平裝) 普遍級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李道信編 .-- 四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21-2 (PDF) 

普遍級  

臺灣原生山茶之美/鄭子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61-0 (PDF) 

普遍級  

臺灣期貨交易所年報. 中華民國一一

0 年度=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2021 

annual report/ .-- 臺北市 : 臺灣期貨交

易所,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862-5-5 (精裝) 普遍級  

與心靈對話: 改變你一生的 60 個心

理實驗/李世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80-3 (EPUB) 普遍

級  

與成功連結/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何玉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54-4 (PDF) 

普遍級  

與成功連結/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何玉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55-1 (EPUB) 

普遍級  

與海豚共舞的温柔生產之旅: 從劍橋

博士到孕產師,找回真實的自己,喚醒

母體的力量/盧郁汶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38-0-9 (EPUB) 

普遍級  

語言起步走: 學前幼兒語言誘發活動

書/林桂如,洪右真,余雅筑等著; 林桂

如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4-92-7 (PDF) NT$200 普遍級  

語言起步走: 學前幼兒語言誘發活動

書/林桂如,洪右真,余雅筑等著; 林桂

如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4-93-4 (EPUB) NT$200 普遍級  

認真玩自拍: 擺脫 45 度角,不當稻草

人,IG 百萬點閱 KOL 教你最高自拍

技巧,擁有吸睛美照/索瑞兒.阿莫爾

(Sorelle Amore)作; 李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10-8 (EPUB) 

普遍級  

說說笑笑學英文: 笑話、諺語加腦筋

急轉彎. 2/Two Horse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21-9 (EPUB) 普遍級  

豪夫童話(中文導讀英文版)/威廉.豪

夫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17-3 (EPUB) 普遍

級  

赫克托的遺產(中文導讀英文版)/霍

瑞修.愛爾傑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98-2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一, 武壇宗師/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77-1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七, 劈掛鷹揚/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74-0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九, 養生功法/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73-3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二, 笑塵武集/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76-4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八, 八卦龍吟/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82-5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十, 昆吾劍譜/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79-5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三, 武道思想/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78-8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五, 八極登堂/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80-1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六, 八極登峰/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81-8 (EPUB) 普遍級  

劉雲樵大師全集之. 四, 迷蹤拳藝/許

秋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75-7 (EPUB) 普遍級  

增肌減脂的科學: 奇德教你吃出一身

肌!破除迷思、維持訓練成果的「營

養攝取」聖經 /Kidd 奇德 (徐振洋 )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一 起 來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64-9-5 (PDF) 普遍級  

增肌減脂的科學: 奇德教你吃出一身

肌!破除迷思、維持訓練成果的「營

養攝取」聖經 /Kidd 奇德 (徐振洋 )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一 起 來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0-0-8 (EPUB) 普遍級  

增長的邏輯: 以「結構」決定的商業

核心戰略/王賽著 .-- 臺北市 : 大寫,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689-79-3 (EPUB) 普遍級  

寬容(中文導讀英文版)/亨德里克.威

廉.房龍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12-8 

(EPUB) 普遍級  

廣告女王在想啥: 台灣奧美創辦人莊

淑芬的 36 篇趨勢筆記: 探索新世界/

心管理/新世代/莊淑芬作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775-8 (EPUB) 

普遍級  

影 視 情 境 中 學 照 護 專 業 . II= 

Cinemeducation in nursing/湯麗君, 湯

曉君編著 .-- 花蓮縣 : 湯麗君, 11106 .-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19-0 (平裝) 普遍級  

影視聲音設計: 奧斯卡金獎電影扣人

心弦的聲音打造計畫與方法/大衛.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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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夏因(David Sonnenschein)作; 林筱

筑, 潘致蕙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0-234-0 (EPUB) 普遍

級  

德意志的美與罪/余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主流,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94-8-4 (EPUB) 普遍

級  

憂傷對話/蔡知臻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82-1 (EPUB) 

普遍級  

撒哈拉: 我的應許之地/蔡適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76-0 

(PDF) 普遍級  

撒哈拉: 我的應許之地/蔡適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77-7 

(EPUB) 普遍級  

數位生態洗牌戰 特色電商異軍突起: 

<<2022 全球電商新戰國時代市調報

告系列>>中國大陸篇/台灣貿易中心

成都、青島、大連代表處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50-6 (PDF) 

普遍級  

數位媒體專業英語/周靈, 薛雁丹編

著  .-- 第 二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55-4 (EPUB) 普遍級  

數位貿易政策與資訊科技法律: 2021

數位貿易政策論壇/王震宇, 洪德欽, 

汪志堅, 吳盈德, 林宜賢, 林映均, 王

牧寰, 楊儷綺, 郭戎晉, 王煜翔, 鄭嘉

逸, 張馨予, 楊宗翰, 翁藝庭, 蔡璧竹, 

羅智成, 楊增暐, 吳俊穎, 羅至善, 夏

學理, 李正上, 須文蔚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71-7 (PDF) 普遍級  

數據的假象: 科學盲也能駕馭數據資

料、識別假消息、讀懂政經新聞、

制定聰明決策/卡爾.伯格斯特姆(Carl 

Bergstrom), 杰文 .威斯特(Jevin West)

著; 穆思婕, 沈聿德譯 .-- 臺北市 : 天

下雜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76-5 (PDF) 普遍級  

暴風雨中的家庭: 十架如何醫治家庭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作; 何明珠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52-5 (EPUB) 普遍級  

樂高: 小積木立大功,用玩具堆出財

富帝國的秘訣/蛯谷敏著; 連雪雅, 陳

幼雯, 蘇文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59-7 (EPUB) 普遍級  

歐.亨利短篇小說精選(中文導讀英文

版)/歐.亨利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69-2 

(EPUB) 普遍級  

歐文隨筆(中文導讀英文版)/華盛頓.

歐文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99-9 (EPUB) 

普遍級  

殤鏡/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著; 

繆詠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50-0 (EPUB) 普遍級  

殤鏡/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著; 

繆詠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451-7 (PDF) 普遍級  

潮 浪群 雄 : 那群做 電影的人 /小莊

Sean Chu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辣,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80-8-5 (EPUB) 普遍級  

練心: 李崇建與雨果幼兒園的薩提爾

教育實踐/李崇建, 林文煌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40-6 

(EPUB) 普遍級  

練習與自己對話: 願意當個傻女孩/

張文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1-60-3 (PDF) 普遍級  

緣起日本: 蔣介石的青年時代. 一/黃

自進, 蘇聖雄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6-96-9 (PDF) 

普遍級  

緣起日本: 蔣介石的青年時代. 一/黃

自進, 蘇聖雄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6-97-6 (EPUB) 

普遍級  

緣起日本: 蔣介石的青年時代. 二/黃

自進, 蘇聖雄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6-98-3 (PDF) 

普遍級  

緣起日本: 蔣介石的青年時代. 二/黃

自進, 蘇聖雄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6-99-0 (EPUB) 

普遍級  

緣起日本: 蔣介石的青年時代. 三/黃

自進, 蘇聖雄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7-02-2 (EPUB) 

普遍級  

緣起日本: 蔣介石的青年時代. 三/黃

自進, 蘇聖雄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7-03-9 (PDF) 

普遍級  

蔡松男狂草創作/蔡松男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書法美術社 ,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382-0-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衝突歸零/傑森.蓋迪斯(Jayson Gaddis); 

沈志安, 郭鋐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9-2-6 (EPUB) 普遍級  

談心: 與林青霞一起走過的十八年/

金聖華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46-0 (PDF) 普遍級  

談心: 與林青霞一起走過的十八年/

金聖華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47-7 (EPUB) 普遍級  

課後: 共學讓我不一樣/江雅晴, 呂沂

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26-6 (PDF) 普遍級  

誰偷走了你的專注力?: 分心世代的

12 個課題,如何停止瞎忙,重拾心流、

效率與創意 /約翰.海利(Johann Hari)

著; 李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

下生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5-6-1 (EPUB) 普遍級  

論行政程序重新開始: 以行政程序法

第 128 條規範為核心/何効鋼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36-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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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數位經濟下的營業利潤課稅: 以稅

捐構成要件為展開/張育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58-0 (PDF) 

NT$600 普遍級  

賞讀書信. 二, 古典詩詞天空: 唐至清

代日月星辰晴雨雪九二首 /夏玉露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朵雲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809-7-8 (PDF) 普遍級  

賞讀書信. 二, 古典詩詞天空: 唐至清

代日月星辰晴雨雪九二首 /夏玉露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朵雲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809-8-5 (EPUB) 普遍級  

賣火柴的小女孩(中文導讀英文版)/

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著; 王勛, 紀

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09-8 (EPUB) 普遍級  

質感對話課: 職場、社交、媒體及自

我叩問的言談美學/潘月琪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5 .-- 約 35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67-3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趣味蛋白質: 從蛋白質的作用到每日

需求量,認識減重、肌力及健康絕不

可缺的「蛋白質」!/藤田聰著; 高慧

芳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44-6 (EPUB) 普遍級  

躺著就有錢的自由人生: 從擺脫負債

到安穩退休的理財 7 步驟/戴夫.拉姆

齊(Dave Ramsey)著; 陳映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01-9 (PDF) 

NT$450 普遍級  

躺著就有錢的自由人生: 從擺脫負債

到安穩退休的理財 7 步驟/戴夫.拉姆

齊(Dave Ramsey)著; 陳映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02-6 

(EPUB) NT$450 普遍級  

鄭板橋: 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初

國卿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381-0 (EPUB) 普遍級  

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莎拉.貝克威

爾(Sarah Bakewell)著; 黃煜文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12-4 (EPUB) 

普遍級  

靠優質金融股 養你一輩子/丁彥鈞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59-7-9 (EPUB) 普遍級  

養腦聖典: 護腦珍品管花肉蓯蓉全面

解密,延緩衰老,養腦要趁早/未來方

案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墨 刻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29-4 (EPUB) 普遍級  

魯迅雜文全集: <<集外集>><<集外

集拾遺>>/魯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3-6-9 (EPUB) 普遍級  

儒家修身九講: 修身,我們一輩子做

不完的功課(典藏版)/方朝暉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56-1 (EPUB) 

普遍級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22/林信宏, 

林冠宏, 潘明玉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化大學園生系, 11105 .--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47-1-2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學佛指南: 憨山大師之<<大乘起信論

直解>>/(明)憨山德清直解; 林中華白

話文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林中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78-7 (PDF) 普遍級  

學術研討會. 2022: 疫情下的科技與

學習論文集/王怡萱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教科系, 11105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32-19-0 (光

碟片) 普遍級  

憑空而來: 伍迪.艾倫回憶錄/伍迪.艾

倫(Woody Allen)作; 陳麗貴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36-0-1 

(EPUB) 普遍級  

憑空而來: 伍迪.艾倫回憶錄/伍迪.艾

倫(Woody Allen)作; 陳麗貴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6-1-8 (PDF) 

普遍級  

憶曲心聲/張郅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55-8 (PDF) 普遍級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動畫官方導

覽&山本崇一朗插畫集 2/山本崇一

朗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8-

071-4 (全套:平裝) 普遍級  

擁抱個別差異的新典範: 融合教育/

鈕文英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4-87-3 (PDF) 普遍級  

擁抱個別差異的新典範: 融合教育/

鈕文英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4-88-0 (EPUB) 普遍級  

整腸瘦身法: 溫養腸道輕鬆瘦!/石原

新菜作; 徐詩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35-5 (EPUB) 普遍級  

整體理想農業概論. 卷二/普羅巴.阮

將.沙卡(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1-1-0 (EPUB) 普遍級  

機緣力: 創造好運的技巧與科學/克

里斯汀.布胥(Christian Busch)著; 韓無

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48-4 (PDF) 普遍級  

機緣力: 創造好運的技巧與科學/克

里斯汀.布胥(Christian Busch)著; 韓無

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49-1 (EPUB) 普遍級  

澳洲認真使用須知: 一枚資深澳客的

真情分析與隨興採樣/二花小姐作.朗

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約

5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

508-8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 

ISBN 978-626-335-509-5 (線上有聲書

(WAV)) NT$360 普遍級  

燕巢芭樂的火山祕密/鄭博真作; 何

彥霖繪 .-- 一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20-0-0 (EPUB) NT$320 普遍級  

獨來獨往的貓(中文導讀英文版)/魯

德亞德.吉卜林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10-4 

(EPUB) 普遍級  

獨舞/李琴峰作; 張怡沁朗讀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105 .-- 約 35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4-65-9 (線上有

聲書(MP3)) 普遍級  



210 

 

瓢蟲(中文導讀英文版)/大衛.赫伯特.

勞倫斯著 ;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18-0 

(EPUB) 普遍級  

積極態度成功聖經(珍藏版)/拿破崙.

希爾作; 王明華翻譯; 石瑾謙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約

4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

04-2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

級  

糖汰宗書院: 糖尿病之控糖寶典/蔡

佳樺, 黃維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13-2 (PDF) 普遍級  

諾桑覺寺(中文導讀英文版)/簡.奧斯

丁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70-8 (EPUB) 普遍

級  

諾基亞 NOKIA 的神奇天下/葉福成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59-0 (PDF) 普遍級  

鋼琴家,醒醒來做夢!音樂個性與藝術

圖像/魏樂富著; 葉綠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41-0 (PDF)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之過去與現狀/民國歷史文化學

社編輯組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00-8 (EPUB) 普遍

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之過去與現狀/民國歷史文化學

社編輯組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01-5 (PDF)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要役紀. 下/許預甲原編;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7-09-1 

(EPUB)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要役紀. 下/許預甲原編;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10-7 (PDF)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要役紀. 上/許預甲原編;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7-08-4 

(EPUB)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要役紀. 上/許預甲原編;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13-8 (PDF) 

普遍級  

靜坐打開心靈之眼/雪莉普羅巴阮將

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1-2-7 (EPUB) 普遍級  

駭進人心: 社交工程專家教你掌握溝

通優勢,洞悉話術陷阱,提升說服力與

影 響 力 / 克 里 斯 多 福 . 海 納 基

(Christopher Hadnagy), 賽斯.舒曼(Seth 

Schulman)著; 周玉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440-2 (EPUB) 普遍

級  

嬰幼兒托育服務概論/廖月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4-89-7 (PDF) 

普遍級  

嬰幼兒托育服務概論/廖月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4-90-3 (EPUB) 

普遍級  

擬真度 100%!懷舊食物羊毛氈全圖

解: 一次學會「包.手作」的獨家技

法!仿真混色 X 快速塑形,輕鬆做出 29

款復古生活小物/雷包(雷曉臻)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74-5-5 

(EPUB) 普遍級  

曙光: 來自極東祕境的手札/陳凱琳

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68-6 

(EPUB) 普遍級  

營建年報. 2021/黃麗美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營建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8-07-6 (PDF) 普遍級  

營業管理手冊/沈廷偉, 任賢旺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1106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

109-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環型思維: 無縫溝通 x 精密合作,實踐

企劃、執行到回饋,不斷線的工作循

環,成為公司爭相挖角的主流人才/智

俊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436-5 (EPUB) 普遍級  

療癒的飲食與斷食: 新時代的個人營

養學/楊定一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5-5-4 (EPUB) 普遍級  

癌症會消失: 從發現到治癒的九大醫

療關鍵/陳立川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85-2 (EPUB) 普遍級  

總統的親戚: 揭開台灣權貴家族的臍

帶與裙帶關係/陳柔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49-1 (EPUB) 普遍

級  

臀肌研究所: 肌力和體態訓練的藝術

及 科 學 / 布 瑞 特 . 康 崔 拉 斯 (Bret 

Contreras), 格倫.科多扎(Glen Cordoza)

作; 柯品瑄, 周傳易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63-2 (PDF) 普遍級  

臀肌研究所: 肌力和體態訓練的藝術

及 科 學 / 布 瑞 特 . 康 崔 拉 斯 (Bret 

Contreras), 格倫.科多扎(Glen Cordoza)

作; 柯品瑄, 周傳易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64-9 (EPUB) 普遍級  

臨床視網膜疾病學/鄭宏銘, 鄭靜瑩, 

佐々木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872-4 (PDF) 普遍級  

臨場健康服務配工與復工實用手冊/

臺中榮民總醫院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09-4 (EPUB) 普遍級  

薛丁格的理想國/林家榆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45-679-6 (EPUB) 普

遍級  

輿情操縱: 用數據操控心智的鼻祖

「析模公司」運作大揭密/吉兒.萊波

爾(Jill Lepore)著; 高子璽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行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4-8-2 (PDF) 普遍級  

輿情操縱: 用數據操控心智的鼻祖

「析模公司」運作大揭密/吉兒.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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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Jill Lepore)著; 高子璽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行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4-9-9 (EPUB) 普遍

級  

還鄉(中文導讀英文版)/湯瑪士.哈代

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00-3 (EPUB) 普遍

級  

隱喻與依存: 林國瑋= Metaphor and 

dependence: Kuo Wei Lin x GSA 

gallery/鄭世弘總編輯 .-- 臺中市 : 國

璽文創, 11106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51-1-0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韓語文法全攻略. 初級篇: 從零基礎

到考過韓檢 TOPIKI,一本就夠! 韓語

文法全攻略. 初級篇: 從零基礎到考

過韓檢 TOPIKI,一本就夠!/金善孝, 李

炫周, 金靖芸, 朱希鮮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99-6 (PDF) 普遍級  

韓語文法全攻略. 初級篇: 從零基礎

到考過韓檢 TOPIKI,一本就夠! 韓語

文法全攻略. 初級篇: 從零基礎到考

過韓檢 TOPIKI,一本就夠!/金善孝, 李

炫周, 金靖芸, 朱希鮮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00-6 (EPUB) 普遍

級  

鴻鵠志: 十位英雄人物的行路與心路

/公孫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13-1 (EPUB) 普遍級  

叢林之書(中文導讀英文版)/魯德亞

德.吉卜林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5-01-0 

(EPUB) 普遍級  

斷食與碳循環瘦身實踐: 阿晟想瘦就

瘦的減脂人生/洪仕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68-6 (EPUB) 

普遍級  

禮敬完美上師.克里斯那/雪莉.雪莉.

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

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

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1-3-4 (EPUB) 普遍級  

禮儀百貨大亨: 用愛翻轉人生/李濂

淞口述; 孫沛芬執筆 .-- 初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09-9-7 (PDF) 普遍級  

職人級奶油蛋糕(技法全圖解): 零基

礎也學得會!從蛋糕體、奶油夾餡、

抹面工序到裝飾組合,分層解構做出

兼具美味與視覺的高質感甜點/朴祗

賢著; 余映萱譯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0-545-5 (EPUB) 普遍級  

職人級蛋糕捲(技法全圖解): 零基礎

也學得會!從口味配方、烘焙技法、

到組合裝飾,一次學會「蛋糕體綿密

濕潤」、「奶油霜濃郁滑順」的高

級感美味甜點/朴祗賢著; 余映萱譯 .-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0-546-2 (EPUB) 

普遍級  

薩頓的願望(中文導讀英文版)/霍瑞

修.愛爾傑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71-5 

(EPUB) 普遍級  

藍海深深深處.滾滾塵哮(合訂本)/雪

莉 普 羅 巴 阮 將 沙 卡 (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文; 吳春華譯 .-- 初版 .-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1-6-5 (EPUB) 

普遍級  

轉 角 遇 見魏 斯 . 安 德森 /瓦利 .柯沃

(Wally Koval)作; 陳若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00-4 (EPUB) 普遍

級  

轉 角 遇 見魏 斯 . 安 德森 /瓦利 .柯沃

(Wally Koval)作; 陳若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01-1 (PDF) 普遍級  

轉眼分離乍/賴瑞卿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有鹿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62-2-0 (EPUB) 普遍

級  

轉靈迴/庚晴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45-680-2 (EPUB) 普遍級  

醫生說我可以去死沒關係: 日本王牌

精神科醫師終極療癒秘訣,治好 1000

顆破碎的心!/平光源著;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90-3 

(PDF) 普遍級  

龐氏風暴: 群眾如何在投機美夢中越

陷越深?商業騙局始祖查爾斯.龐茲

回憶錄/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著; 

郭哲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64-7-1 (PDF) NT$400 普遍級  

龐氏風暴: 群眾如何在投機美夢中越

陷越深?商業騙局始祖查爾斯.龐茲

回憶錄/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著; 

郭哲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64-8-8 (EPUB) 普遍級  

懷母/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53-8 (EPUB) 普遍級  

獸 神 傳 : 上 古 神 獸 圖 冊 = Mythical 

beast biography: ancient mythical beast 

atlas/獸神傳研究團隊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青本設計,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4543-7-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穩利致富,投資 ESG/印海旭著; 林倫

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65-2 (EPUB) 普遍級  

穩利致富,投資 ESG/印海旭著; 林倫

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66-9 (PDF) 普遍級  

羅素傳: 積極為人類和平奔走的思想

家/艾倫.伍德(Alan Wood)著; 林衡哲

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898-4 (PDF) 普遍級  

羅摩難陀回憶錄 /阿闍黎羅摩難陀

(Acharya Ramananda Avadhuta)著;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1-4-1 (EPUB) 普遍級  

羅盤入門: 快速看懂羅盤各層的用途

及操作方法/妙清居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61-0-7 (EPUB) 

NT$300 普遍級  

藝術思考法/若宮和男著; 湯雅鈞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86-9 

(PDF) 普遍級  

藝術思考法/若宮和男著; 湯雅鈞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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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87-6 

(EPUB) 普遍級  

藝術感官整合 觀察與發現. B, 黃橙/

謝茵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克蘭普

文化, 11106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22-5-7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藝術概論: 發展流變、美學與文化特

質/陳晶, 洪玲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63-9 (EPUB) 普遍級  

藝遊心象: 劉家鈞油畫作品集= Chia 

Chun, Liu oil paints 2022/劉家鈞[作] .-

- 桃園市 : 劉家鈞, 111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65-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藥草與魔法: 女巫、符咒、飛行軟膏

與西方古老傳說/西村佑子著; 王立

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5-38-1 (EPUB) 普遍級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二年. 春

之卷/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08-5-0 (EPUB) 普遍級  

鏈結歐亞的製造中心: 南亞布局大揭

秘: 2022 韌性供應鏈全球區域製造中

心市調報告系列. 南亞篇/李士勛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42-1 

(PDF) 普遍級  

關鍵 99 人: 從千秋帝王到商業奇才,

穿越百年,橫跨領域,一本書帶你看遍

改變世界歷史的著名人物 /盧芷庭 , 

陳濤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437-4 (EPUB) 普遍級  

難 忘 的 記 憶 / 阿 闇 黎 祈 達 難 陀 (Ac. 

Cidananda Avadhuta)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1-5-8 

(EPUB) 普遍級  

勸敗行銷學,懂聊才叫懂行銷: 及時

讚美 X 推拉行銷 X 適當施壓,讓顧客

快樂包色的銷售話術/黃榮華, 周瑩

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36-7 (EPUB) 普遍級  

寶寶也是哲學家: 幼兒學習與思考的

驚奇發現 /艾利森 .高普尼克 (Alison 

Gopnik)著; 陳筱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00-1 (EPUB) 普遍級  

爐端: 李瓜三行詩集 /李瓜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83-8 

(EPUB) 普遍級  

競爭法與經濟管制/楊忠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37-5 (PDF) 

NT$600 普遍級  

競選州長(中文導讀英文版)/馬克.吐

温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11-1 (EPUB) 普遍

級  

覺醒: 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

明 的 重 生 與 轉 變 / 查 爾 斯 . 弗 里 曼

(Charles Freeman)著; 唐澄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57-9 (PDF) 

NT$1200 普遍級  

覺醒: 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

明 的 重 生 與 轉 變 / 查 爾 斯 . 弗 里 曼

(Charles Freeman)著; 唐澄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66-1 

(EPUB) NT$1200 普遍級  

覺醒: 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

明的重生與轉變. 下/查爾斯.弗里曼

(Charles Freeman)著; 唐澄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19-7 

(EPUB) 普遍級  

覺醒: 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

明的重生與轉變. 下/查爾斯.弗里曼

(Charles Freeman)著; 唐澄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20-3 (PDF) 

普遍級  

覺醒: 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

明的重生與轉變. 上/查爾斯.弗里曼

(Charles Freeman)著; 唐澄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417-3 

(EPUB) 普遍級  

覺醒: 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

明的重生與轉變. 上/查爾斯.弗里曼

(Charles Freeman)著; 唐澄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418-0 (PDF) 

普遍級  

警察執勤中: 正義的代價/顏瑜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8-36-7 

(EPUB) 普遍級  

譫狂紐約/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

著; 曾成德, 吳莉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點,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33-5 (EPUB) 普遍級  

鐘樓怪人(中文導讀英文版)/維克多.

雨果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43-2 (EPUB) 

普遍級  

麵包工程師之燕麥麵包技術手冊. 第

一冊/蔡志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16-7 (PDF) 普遍級  

纏結的演化樹: 分子生物學如何翻新

了演化論/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

著; 梅苃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62-560-6 (EPUB) 普遍級  

鐵路邊的孩子們(中文導讀英文版)/

伊迪絲 .內斯比特著; 王勛 , 紀飛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5-15-9 (EPUB) 普遍級  

魔 法 獨角 獸療 癒卡 (袖 珍版 )= The 

magic of unicorns oracle cards/黛安娜.

庫柏(Diana Copper)著; 非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1105 .-

- 12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

95318-8-2 (平裝) NT$640 普遍級  

權力這場遊戲: 效率管理、操縱人

心,36 種成功上位的絕妙心法/洪俐芝, 

吳利平, 王衛峰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67-4 (EPUB) 普遍

級  

歡場女孩: 慾望、歡愉與性苦悶,近

代法國性產業的形式與管制/阿蘭.柯

爾本(Alain Corbin)著; 謝珮琪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24-5 

(EPUB) 普遍級  

聽差菲爾(中文導讀英文版)/霍瑞修.

愛爾傑著; 王勛, 紀飛編譯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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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5-29-6 

(EPUB) 普遍級  

聽說你的憂鬱被一株植物療癒了/法

蘭.貝莉(Fran Bailey)著; 陳錦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47-2 (EPUB) 

NT$380 普遍級  

讀: 因為有小說,我們得以自由/金英

夏著; 盧鴻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9-647-9 (EPUB) 普遍

級  

讀寫生活好好玩: 13 則共學遊戲,用

隨手可得的素材: 車票、招牌、歌詞,

玩出孩子的創造力!/林彥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26-0 (EPUB) 

普遍級  

讀寫生活好好玩: 13 則共學遊戲,用

隨手可得的素材: 車票、招牌、歌詞,

玩出孩子的創造力!/林彥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27-7 (PDF) 

普遍級  

讀寫棒棒堂. 初階: 創意玩寫作/林美

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90-586-7 (EPUB) 普遍級  

鑄鐵鍋做下飯菜/我愛 staub 鑄鐵鍋敘

事大師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

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7-36-7 (PDF) 普遍級  

鑄鐵鍋做下飯菜/我愛 staub 鑄鐵鍋敘

事大師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

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7-37-4 (EPUB) 普遍級  

戀戀桃花源: 文學家筆下的桃園藝術

職人/陳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

文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23-462-3 (EPUB) 普遍級  

顯微鏡下的大明/馬伯庸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41-9 (EPUB) 

普遍級  

驗屍報告/莎莉.赫普沃斯作; 趙丕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51-6 (EPUB)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8/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作;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54-4-6 (EPUB) 普遍級  

靈性修持與三摩地/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1-7-2 (EPUB) 普遍級  

靈性奧義釋要. 卷一/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

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1-8-9 (EPUB) 普遍

級  

靈動數字: 強化運勢的祕法/妙清居

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1-3-8 (EPUB) 普遍級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一, 雪的重述.萌/陳列, 葉石濤, 柏

楊, 陳政子, 伐依絲.牟固那那, 張光直, 

莫那能著; 李英立, 蕭定睿, 林涵柔朗

讀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5 .-- 約

761 分 面 ; 公 分  .-- ISBN 978-626-

95991-7-2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420 .-- ISBN 978-626-95991-8-9 (線

上有聲書(WAV)) NT$420 普遍級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二, 地下燃燒/藍博洲, 林書揚, 黃素

貞, 陳明忠, 吳聲潤, 陳英泰, 林易澄

作; 李英立, 林涵柔, 劉開, 蕭定睿朗

讀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5 .-- 約

686 分 面 ; 公 分  .-- ISBN 978-626-

95991-9-6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400 .-- ISBN 978-626-96109-0-7 (線

上有聲書(WAV)) NT$400 普遍級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三, 她的花並不沉重/季季, 唐香燕, 

陳勤, 藍博洲, 蔡烈光, 吳俊宏作; 林

涵柔, 蕭定睿朗讀 .-- 臺北市 : 春山出

版, 11105 .-- 約 67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9-1-4 (線上有聲書(MP3)) 

NT$340 .-- ISBN 978-626-96109-2-1 (線

上有聲書(WAV)) NT$340 普遍級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五, 失落的故鄉/劉宏文, 呂培苓, 胡

子丹, 杜晉軒, 郭于珂, 彭明敏, 唐培

禮, 謝聰敏作; 李英立, 林劉開, 蕭定

睿, 張心哲朗讀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5 .-- 約 59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9-5-2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 ISBN 978-626-96109-6-9 (線

上有聲書(WAV)) NT$420 普遍級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四, 原地流變/蔡德本, 施儒昌, 顏世

鴻, 謝聰敏, 李世傑作; 蕭定睿, 李英

立, 張心哲朗讀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5 .-- 約 58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9-3-8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 ISBN 978-626-96109-4-5 (線

上有聲書(WAV)) NT$420 普遍級  

圣经信息系列: 以弗所书: 上帝的大

家庭 /斯托得 (John Stott)著 ; 陈恩明

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46-4 

(EPUB) 普遍級  

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 上/黃

慶萱注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60-0 (EPUB) 普遍級  

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 中/黃

慶萱注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62-4 (EPUB) 普遍級  

心靈能量: 藏在身體裡的大智慧/大

衛.霍金斯(David R. Hawkins)著; 蔡孟

璇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方 智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684-4 (EPUB) 普遍級  

AI 天眼智慧/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13-5-6 

(EPUB) 普遍級  

AI 神识潜能/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13-6-3 

(EPUB) 普遍級  

AI 神通智慧/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13-7-0 

(EPUB) 普遍級  

AI 神魔智慧/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13-8-7 

(EPUB) 普遍級  

AI 第六感智慧/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13-9-4 

(EPUB) 普遍級  

AI 超感应智慧/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5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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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96092-0-8 

(EPUB) 普遍級  

新譯阿彌陀經/蘇樹華注譯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63-1 (EPUB) 

普遍級  

新譯無量壽經/蘇樹華注譯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67-9 (EPUB) 

普遍級  

圖 解金 剛經 (暢 銷經 典版 )/張宏實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5-26-4 (EPUB) 普遍級  

圖解心經(暢銷經典版)/張宏實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27-1 

(EPUB) 普遍級  

靜思法髓妙蓮華: 譬喻品第三/釋證

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9-4-6 (EPUB) 普遍級  

岡波巴四法: 心趣法.法入道.道斷惑.

惑顯智/岡波巴大師根本頌; 第 9 世堪

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

譯中 .-- 初版 .-- 臺北市 : 法源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853-9-6 (EPUB) 普遍級  

NMN 的逆齡奇蹟/劉景仁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76-7 (EPUB) 普遍

級  

金錢整理: 只要收拾存摺、冰箱和另

一半,錢自然會流向你/市居愛著; 林

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425-6 (EPUB) 普遍級  

一口鑄鐵鍋,端出一桌菜/我愛 Staub

鑄鐵鍋 敘事大師群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7-3-0 (PDF) 普遍級  

辣媽 Shania 的簡易系美味陶土鍋料

理: 快煮、慢燉兩相宜,主菜、麵飯、

湯品、麵包、甜點,一鍋搞定!/辣媽

Shani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07-6-1 (PDF) 普遍級  

超萌感!可愛造型戚風: 24 款相機先

吃的治癒系手作戚風與迷你蛋糕/蔧

玲著 .-- 首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07-2-3 (PDF) 普遍級  

財務管理簡單學/王朝仕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2-37-3 (PDF) 

普遍級  

為何我們這樣相愛,那樣分手/幹話心

理學著 .-- 首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07-1-6 (PDF) 普遍級  

論現代僭政制/謝宏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131-74-5 

(PDF) 普遍級  

秦漢史/錢穆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7-666-2 (EPUB) 普遍級  

史事、文獻與人物: 宋史研究論文集

/黃寬重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70-9 (EPUB) 普遍級  

隱形澳門: 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李

展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44-7 (PDF) 普遍級  

隱形澳門: 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李

展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45-4 (EPUB) 普遍級  

西洋現代史/李邁先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672-3 (EPUB) 普遍

級  

奈及利亞史: 分崩離析的西非古國/

黃女玲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59-4 (EPUB) 普遍級  

卡內基: 心靈魔法師/莊惠瑾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69-3 (EPUB) 

普遍級  

安東尼.聖修伯里: 飛起來的小王子/

白丁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71-6 (EPUB) 普遍級  

你以為你懂,但其實你不懂的日語文

法 Q&A/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 初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5-7 

(PDF) 普遍級  

你以為你懂,但其實你不懂的日語文

法 Q&A/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 初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6-4 

(EPUB) 普遍級  

桃花扇/孔尚任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65-5 (EPUB) 普遍級  

人間至情: 曾永義、王瓊玲新編劇本

集/曾永義, 王瓊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57-0 (EPUB) 

普遍級  

隋唐演義/褚人穫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73-0 (EPUB) 普遍級  

海角歸人/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59-0 (EPUB) 普遍級  

祖國與同胞. 下/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57-6 (EPUB) 普遍

級  

祖國與同胞. 上/李榮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58-3 (EPUB) 普遍

級  

凡塵摯愛: 王瓊玲劇本集/王瓊玲著 .-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58-7 

(EPUB) 普遍級  

一九八四 /喬治 .歐威爾作 ; 吳妍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34-2 (PDF) 普遍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