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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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學；文獻學 

<<二十四孝>>興衰史 / 李德生, 李同

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8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35 冊) .-- ISBN 978-626-344-137-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孝悌 2.CST: 倫理學  011.08  

<<五燈拔萃>>整理與研究 / 王閏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

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26-28 冊) .-- 

ISBN 978-626-344-128-6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129-3 ( 中 冊 : 精

裝) .-- ISBN 978-626-344-130-9 (下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五燈會元 2.CST: 注釋  

011.08  

<<虛齋名畫錄>>校理 / 李福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

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33-34 冊) .-- ISBN 

978-626-344-135-4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136-1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目錄  011.08  

<<經義考通說>>探源 / 司馬朝軍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

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13-14 冊) .-- ISBN 

978-626-344-115-6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116-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義考 2.CST: 經學 3.CST: 研

究考訂  011.08  

<<經解入門>>探源 / 司馬朝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4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15

冊) .-- ISBN 978-626-344-117-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學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三通序箋注 / 楊阿敏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23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

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16 冊) .-- ISBN 

978-626-344-118-7 (精裝) 普遍級  

1.CST: 通典 2.CST: 通志 3.CST: 文獻

通考 4.CST: 注釋  011.08  

中國現代四大家藏書研究 : 以康有

為、梁啟超、鄭振鐸、黃裳為例  / 

董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9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1 冊) .-- ISBN 978-626-344-103-3 (精

裝) 普遍級  

1.CST: 藏書家 2.CST: 傳記 3.CST: 私

家藏書 4.CST: 文化研究  011.08  

王陽明詩集編年校注 / 趙永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

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18-20 冊) .-- ISBN 

978-626-344-120-0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121-7 (中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122-4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明)王守仁 2.CST: 中國詩 

3.CST: 作品集  011.08  

古文獻叢札 / 蔡偉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38-39 冊) .-- ISBN 978-626-

344-140-8 (上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141-5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文獻學 2.CST: 文集  011.08  

阮刻<<毛詩注疏>>圈字彙校考正 / 

孔祥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2-4

冊) .-- ISBN 978-626-344-106-4 (下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105-7 (中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104-0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詩經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胡銓年譜 / 楊阿敏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60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

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36 冊) .-- ISBN 

978-626-344-138-5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胡銓 2.CST: 年譜  

011.08  

書蔡氏傳旁通 / 鍾雲瑞, 賈啟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4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114-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經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高似孫文獻學研究 / 童子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三五編 ; 第 21-22 冊) .-- ISBN 

978-626-344-123-1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124-8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高似孫 2.CST: 文獻學  

011.08  

晚清日本漢文清史專著舉要 : 增田

貢<<清史攬要>><<滿清史略>>比較

研究 / 趙晨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

刊. 三五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

626-344-119-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清史 2.CST: 比較研究  

011.08  

清儒周永年研究 / 尹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

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626-344-125-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清)周永年 2.CST: 傳記 

3.CST: 學術思想  011.08  

陳玉澍詩文集箋證 / 陳開林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三五編 ; 第 29-32 冊) .-- ISBN 

978-626-344-131-6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132-3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133-0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134-7 (第 4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清)陳玉澍 2.CST: 中國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011.08  

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四編 / 周

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37 冊) .-- ISBN 978-626-344-139-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喪葬習俗 2.CST: 中國  

011.08  

黑水城漢文佛教文獻研究 : 以定名、

目錄為中心 / 樓曉尉著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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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 ; 第 24-25 冊) .-- ISBN 978-626-

344-126-2 (上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127-9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獻 3.CST: 研究

考訂 4.CST: 西夏  011.08  

詩經世本古義 / 陳開林校證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三五編 ; 第 5-11 冊) .-- ISBN 

978-626-344-110-1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109-5 (第 3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108-8 (第 2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107-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111-8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

112-5 (第 6 冊:精裝) .-- ISBN 978-626-

344-113-2 (第 7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詩經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國學 

<<東坡易傳>>與蘇軾思想研究 / 黃

小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

六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626-344-

056-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易學 3.CST: 

學術思想 4.CST: 研究考訂  030.8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筮法>>

整理與研究 / 葉檳豪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

刊. 三六編 ; 第 9-10 冊) .-- ISBN 978-

626-344-053-1 (下冊 :精裝 ) .-- ISBN 

978-626-344-052-4 (上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易占 2.CST: 簡牘文字 3.CST: 

研究考訂  030.8  

一種人性,兩種視域 : 荀子與韓非子

人性觀之比較 / 朱敏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64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3 冊) .-- 

ISBN 978-626-344-046-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周)荀況 2.CST: (周)韓非 

3.CST: 學術思想 4.CST: 人性論 

5.CST: 比較研究  030.8  

干支與中醫 : 醫易學導論 / 程佩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98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6 冊) .-- ISBN 978-626-344-059-3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易學  030.8  

中古時期月光童子信仰研究 / 武紹

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54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

編 ; 第 28 冊) .-- ISBN 978-626-344-

07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佛經 3.CST: 宗教

文化 4.CST: 研究考訂 5.CST: 中國  

030.8  

中國禪宗思想邅變研究 : 以<<六祖

壇經>>為中心 / 王慧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8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9 冊) .-- 

ISBN 978-626-344-072-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六祖壇經 2.CST: 研究考訂 

3.CST: 禪宗  030.8  

朱震易學思想 : <<漢上易傳研究>> / 

陳志淵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72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626-

344-057-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朱震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易學  030.8  

佛教莊子學 / 韓煥忠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284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7 冊) .-- 

ISBN 978-626-344-070-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莊子 2.CST: 佛教  030.8  

走向經典的意義之途 : 王弼<<周易

注>>的當代詮釋 / 涂藍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336 面; 26 公分 .-- (中

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5

冊) .-- ISBN 978-626-344-058-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三國)王弼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玄學 4.CST: 文學評論  030.8  

周易的教育智慧  / 李志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6-8 冊) .-- ISBN 

978-626-344-051-7 ( 下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050-0 (中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049-4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030.8  

宗白華生命美學思想研究 / 莫凡妮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中國學

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4-25

冊) .-- ISBN 978-626-344-067-8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068-5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宗白華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生命哲學 4.CST: 美學  030.8  

枝條再榮 : 陽明學書籍世界的研究 / 

向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中

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9-

20 冊) .-- ISBN 978-626-344-062-3 (上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063-0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明)王守仁 2.CST: 學術思想 

3.CST: 陽明學  030.8  

致良知與道德人格的生成 / 段重陽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174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

編 ; 第 18 冊) .-- ISBN 978-626-344-

061-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明)王守仁 2.CST: 學術思想 

3.CST: 陽明學 4.CST: 倫理學  030.8  

根據<<相應部經>>探尋佛陀的思想

精華 : 與<<雜阿含經>>比勘 / 鄧黃雪

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96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

編 ; 第 26 冊) .-- ISBN 978-626-344-

069-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經 2.CST: 阿含部 3.CST: 佛

教修持 4.CST: 比較研究  030.8  

荀子生命教育思想研究 / 李欣霖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中國學術思

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045-6 (下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044-9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周)荀況 2.CST: 荀子 3.CST: 

學術思想 4.CST: 生命教育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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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易學和程頤易學比較研究 / 李

學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中

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1-

12 冊) .-- ISBN 978-626-344-055-5 (下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054-8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張載 2.CST: (宋)程頤 

3.CST: 學術思想 4.CST: 易學  030.8  

從「名理」到「反玄」 : 論漢晉之

際北地傅氏之家學與家風 / 武玥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180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626-344-060-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北地傅氏 2.CST: 學術思想 

3.CST: 魏晉南北朝哲學 4.CST: 玄學  

030.8  

現代性議題的佛學解析 / 鄧子美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84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30 冊) .-- ISBN 978-626-344-073-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030.8  

莊子思想研究 / 黃震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0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4 冊) .-- 

ISBN 978-626-344-047-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周)莊周 2.CST: 莊子 3.CST: 

學術思想  030.8  

陳澧學術思想研究 / 唐瑤曦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1-22 冊) .-- 

ISBN 978-626-344-064-7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065-4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清)陳澧 2.CST: 學術思想  

030.8  

儒家倫理的堅守、批判與創造性轉

化 : 韋政通倫理思想研究 / 劉君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6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

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626-344-

06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韋政通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儒家 4.CST: 倫理學  030.8  

龍起濤<<毛詩補正>>研究 / 林秉正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150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

編 ; 第 5 冊) .-- ISBN 978-626-344-048-

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清)龍起濤 2.CST: 詩經 

3.CST: 學術思想 4.CST: 研究考訂  

030.8  

敏求軒讀書記 / 胡楚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 

11107 .-- 39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5-1886-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經學 2.CST: 漢學  032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中正高工學報. 第二 O 期 / 涂育魁執

行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中正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11106 .-- 2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9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期刊  051  

瀛海潮. 108 期 : 瞳真 / 劉亭佑, 吳欣

晏主編 .-- 臺南市 : 臺南市私立瀛海

高級中學, 11106 .-- 140 面; 27 公分 .-

- 年刊 .-- ISBN 978-986-89493-9-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青少年 2.CST: 期刊  056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博 物 館 專 業 發 展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museum / Alexandra 

Bounia, Bruno Brulon Soares, 方力行, 

吳漢鐘, 林春美, 陳國寧, 黃光男, 葉

貴玉, 蕭宗煌, 鍾志佳撰文 ; 顏上晴, 

蕭國鴻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 11106 .-- 23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6-5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文集  

069.07  

普通論叢 

幽夢影 / 張潮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22-5-9 (平

裝) 普遍級  

 072.7  

人生點滴在心頭 : 硯農文集 / 洪富連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中華

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 11107 .-- 288 面; 

26 公分 .-- (生活易叢刊 ; 4) .-- ISBN 

978-986-99172-1-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我城存歿 : 強權之下思索自由 / 張

燦輝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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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左

岸政治 ; 345) .-- ISBN 978-626-96095-

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2.CST: 香港問題  

078  

香港時代文集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余英

時作品集 ; 19) .-- ISBN 978-957-08-

642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哲學類 

總論 

哲學與啟蒙 : 照亮生命的學問 / 苑舉

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026-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哲學  100  

學術思想概論 

人文與民主 / 余英時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知

識叢書 ; 1120) .-- ISBN 978-626-335-

60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人文思想 

3.CST: 民主 4.CST: 文集 5.CST: 中國  

112.07  

中國哲學 

周易新繹 : 通論編 / 吳宏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60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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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32-9639-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易經的原旨及用法 / 谷迎芝, 劉小維, 

劉大維, 劉士維, 劉鼎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冊 .-- ISBN 978-986-297-

229-8 (上冊 :平裝 ) NT$600 .-- ISBN 

978-986-297-230-4 ( 中 冊 : 平 裝 ) 

NT$600 .-- ISBN 978-986-297-231-1 (下

冊: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易經符號詮釋學 : 當代華人格物的

理論與實踐 / 張易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6 .-- 340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743) .-- 

ISBN 978-986-314-608-7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3.CST: 

符號學 4.CST: 詮釋學  121.17  

大人虎變 : 壬寅戰紀 / 劉君祖, 咸臨

書院諸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周易文化研究會, 11107 .-- 283 面; 21

公分 .-- (咸臨書院. 夏學論集 ; 第 13

集) .-- ISBN 978-986-96604-4-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3.CST: 

文集  121.1707  

周鼎珩教授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 鄭宇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出版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606

面; 23 公分 .-- (學術論文集叢書) .-- 

ISBN 978-626-95224-2-2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易學 3.CST: 研究

考訂 4.CST: 文集  121.1707  

東亞儒學與經典詮釋 : 跨文化的考

察 / 陳瑋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1106 .-

- 224 面; 21 公分 .-- (文化交流與觀照

想像會議論文集 ; 5) .-- ISBN 978-626-

7002-71-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儒學 2.CST: 跨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4.CST: 東亞  121.207  

易經與論語. 第九卷 / 吳秋文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易立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6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77-4-4 (精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論語 2.CST: 易經 3.CST: 注釋 

4.CST: 研究考訂  121.222  

許鍾斗四書全集 : 論語. 下 / (明)許獬

原著 ; 許績鑫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社團法人金門縣許氏宗

親會, 11107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83-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注釋  121.222  

許鍾斗四書全集 : 論語. 上 / (明)許獬

原著 ; 許績鑫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社團法人金門縣許氏宗

親會, 11107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83-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注釋  121.222  

論語之憲問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

心 ; 14) .-- ISBN 978-986-6574-99-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8/14  

論語之衛靈公篇  / 癡翁編撰 .-- 初

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

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借

經問心 ; 15) .-- ISBN 978-626-96233-0-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8/15  

大學隨想輯義 / 吳靜宇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興毅總壇, 11107 .-

- 冊 .-- (吳靜宇全集. 參) .-- ISBN 978-

986-06251-3-4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06251-4-1 (第 2 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大學(經書) 2.CST: 注釋  

121.2512  

內聖外王 : 大學證釋演義. 卷一, 全書

大旨 / 木本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 仁風坊

發行, 11106 .-- 200 面; 23 公分 .-- (生

活經 典系 列  ; 4) .-- ISBN 978-626-

95765-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學(經書) 2.CST: 注釋  

121.2512  

內聖外王 : 大學證釋演義. 卷二, 經文

白話 / 木本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生活經典系列 ; 4) .-- ISBN 

978-626-95765-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學(經書) 2.CST: 注釋  

121.2512  

內聖外王 : 大學證釋演義. 卷三, 內聖

修養 / 木本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 仁風坊

發行,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生

活經 典系 列  ; 4) .-- ISBN 978-626-

95765-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學(經書) 2.CST: 注釋  

121.2512  

內聖外王 : 大學證釋演義. 卷五, 外王

事功. 二 / 木本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 11106 .-- 

272 面; 23 公分 .-- (生活經典系列 ; 

4) .-- ISBN 978-626-96298-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學(經書) 2.CST: 注釋  

121.2512  

內聖外王 : 大學證釋演義. 卷四, 外王

事功. 一 / 木本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 仁風

坊發行,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生活經典系列 ; 4) .-- ISBN 978-626-

96298-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學(經書) 2.CST: 注釋  

121.2512  

毓老師講<<大學>> / 愛新覺羅毓鋆

講述 ; 林世奇筆錄.整理 .-- 初版 .-- 臺

南市 : 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7 .-- 246 面; 23 公分 .-- 

( 奉 元 講 義  ; 13) .-- ISBN 978-626-

96244-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大學(經書) 2.CST: 注釋  

121.2512  

許鍾斗四書全集 : 大學中庸附古籍 / 

(明)許獬原著 ; 許績鑫總編輯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社團法人金門

縣許氏宗親會, 11107 .-- 4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283-4-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學庸 2.CST: 注釋  121.252  

許鍾斗四書全集 : 孟子. 下 / (明)許獬

原著 ; 許績鑫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社團法人金門縣許氏宗

親會, 11107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83-3-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孟子 2.CST: 注釋  121.262  

許鍾斗四書全集 : 孟子. 上 / (明)許獬

原著 ; 許績鑫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社團法人金門縣許氏宗

親會, 11107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83-2-2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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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孟子 2.CST: 注釋  121.262  

老子 無的哲學 / 許占鰲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65-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老子 2.CST: 注釋  121.311  

老子新解新義 : 你的第一本道德經

入門書 / 陳鼓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416 面; 21 公分 .-- (人文) .-- 

ISBN 978-957-05-3435-1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注釋  121.311  

莊子正文 / 簡道凡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55-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莊子 2.CST: 注釋  121.331  

墨子的方舟 : 直白到打醒你的軟爛!

鋼鐵超直男墨子,與他機智的理性生

活 / 曾暐傑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

優文化,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254-2-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墨子 2.CST: 通俗作品  

121.41  

新譯鄧析子 / 徐忠良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7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鄧析子 2.CST: 註釋  121.511  

楊澤波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 楊澤波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

有限公司, 11107 .-- 445 面; 23 公分 .-

- (當代新儒學叢書) .-- ISBN 978-957-

15-1888-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新儒學 2.CST: 文集  128.07  

西洋哲學 

好的哲學會咬人 : 來自 11 位哲學家

的 思 想 挑 釁  / 艾 克 哈 特 . 瑪 騰 斯

(Ekkehard Martens)作 ; 麥德文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新世

紀 叢 書 ) .-- ISBN 978-986-360-19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西洋哲學史 2.CST: 通俗作品  

140.9  

西洋哲學十二講  / 鄔昆如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3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西洋哲學史  140.9  

羅素得到諾貝爾獎的哲學史 : 只有

羅素,可以把哲學史寫成全球暢銷書 

/ 伯特蘭.羅素作 ; 伯庸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1108 .-- 496 面; 23 公分 .-- (古學

今用 ; 154) .-- ISBN 978-986-392-460-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西洋哲學史  140.9  

超譯沉思錄 / 馬可斯.奧理略.安東尼

努斯著 ; 佐藤賢一編譯 ; 楊明綺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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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心靈方

舟 ; 4022) .-- ISBN 978-626-7095-54-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安東尼(Antoninus, Marcus 

Aurelius, 121-18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1.75  

現代民主政體之父盧梭 : 反對君權

神授、爭取平等自由,法國大革命的

思想先驅 / 劉燁, 曾紀軍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85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18-0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盧梭(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2.CST: 學術思想 3.CST: 

西洋哲學  146.42  

崩潰後的自由,黑格爾論人與瘋狂 : 

本體論 X 辯證法 X 唯心主義,19 世紀

德國哲學的代表黑格爾 / 劉燁, 柳映

書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45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黑格爾(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7.51  

語言寂滅時 : 黑格爾思維的符號與

禪 問  = The symbol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buddhology / 林 家 任

著 .-- 臺北市 : 典藏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16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99562-4-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黑格爾(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符號學  147.51  

邏輯學 

邏輯與哲學 : 雞蛋問題 x 不可說的倫

理 x 電車難題,你其實沒你想像的那

麼有邏輯! / 王路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 35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75-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邏輯  150  

到思維之路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作

品集 ; 15) .-- ISBN 978-957-08-639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邏輯 2.CST: 思維方法 3.CST: 

文集  150.7  

心理學 

追隨馬斯洛超越人性需求的頂端  : 

錘子理論 X 愛與歸屬 XT 團體 X 需

求理論,從滿足本能到自我實現 / 劉

燁, 謝蘭舟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5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44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馬斯洛(Maslow, Abraham 

H.(Abraham Harold))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人本心理學  170.18  

陪孩子走過情緒風暴 / 陳品皓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禾禾文化工作室,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Printemps ; 

2) .-- ISBN 978-986-06593-7-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情緒管理 

3.CST: 親職教育  173.12  

敏感的我,怎麼可以這麼好 : 從自控、

自癒到自由,最關鍵的 7 堂「敏感管

理」諮商課 : 給高度敏感、內心有

傷仍自帶光芒的你 = A book for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 全弘鎭著 ; 翟云禾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拾青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 352 面 ; 21 公 分  .-- (Onwards & 

upwards ; 3) .-- ISBN 978-626-95987-1-

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神經質性格 2.CST: 心理諮商 

3.CST: 生活指導  1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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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誕生 : 幫你建立強大真實的

自己 / 武志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勵志書系 ; 151) .-- ISBN 

978-986-133-834-7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自我心理學  173.741  

失序的人格 : 人格疾患的評估與治

療 / Daved J. Robinson 著 ; 唐子俊, 唐

慧芳, 李珣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011-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人格心理學 2.CST: 心理治療  

173.75  

解讀夢境的心理學 : 從做夢到懂夢,

探討不可思議的夢境世界,成為自己

的最佳解夢人! / 松田英子著 ; 伊之

文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活 ; 525) .-- ISBN 978-626-320-

187-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夢 2.CST: 解夢  175.1  

不是我選擇孤獨,而是被世界所遺落 

/ 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 (蘇俊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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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628-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 2.CST: 心理諮商  

175.7  

自卑與超越 /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 

愛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4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

1937)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精神

分析學  175.7  

誰不怕死?疫情下的深度心理學想像 

/ 王盈彬, 蔡榮裕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薩所羅蘭分析顧問有限公司 , 

11109 .-- 296 面; 21 公分 .-- ((薩所羅

蘭)精神分析的人間條件 ; 5) .-- ISBN 

978-626-95788-4-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精神分析 2.CST: 心身醫學  

175.7  

世界歷史中道之推動 : 從古亞特蘭

提斯到現代靈性科學 / T.H. Meyer 作 ; 

鄭偉, 單麗楓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人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83-6-1 (精

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超心理學 2.CST: 心靈學 

3.CST: 靈修  175.9  

定義大師 / 藍慕沙作 ; 丁香心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覺醒出版 : 藍豐有限

公司發行, 11107 .-- 18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06777-4-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心靈學 2.CST: 靈修  175.9  

高產出讀書法 : 這樣選書、讀書、

用書最高效 / 羽田康祐 k_bird 作 ; 張

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7 .-- 

35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

5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讀書法 2.CST: 學習方法  

176.3  

高階認知 : 如何思考自己的想法,透

過瞭解自我解決人生問題 / 史蒂芬.

弗萊明(Stephen M. Fleming)著 ; 李偉

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628-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後設認知學習 2.CST: 學習心

理學  176.343  

大思考,微解說 : 150 個擺脫偏見的思

考準則 / 約翰.柏克曼(John Brockman)

著 ; 楊晴, 顏慧儀, 柯乃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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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36 面; 23 公分 .-- 

(莫若以明書房 ; 2) .-- ISBN 978-626-

318-344-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思考  176.4  

克服倦怠 : 30 種突破,心不累的生活

進階法 / 彭孟嫻(Jessica Peng)撰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

分 .-- (Big ; 392) .-- ISBN 978-626-335-

611-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6.5  

今天也沒有和任何人對話就結束了 : 

心理教練的 30 則獨處手記,教你享受

寂寞、找回安定的自己 / 古山有則

著 ; 涂紋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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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 (NW245) .-- ISBN 978-986-506-47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孤獨感 2.CST: 生活指導  

176.52  

站勝恐懼 Step on fear : 打包恐懼成為

你的墊腳石 / 楊毓瑩(凱瑟琳)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52-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恐懼 2.CST: 自我實現  

176.52  

*憂鬱的種類 : 關於陰暗情緒的希望

指南 / 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著 ; 

林怡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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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方舟 ; 41) .-- ISBN 978-626-7095-

53-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憂慮 2.CST: 情緒管理 3.CST: 

生活指導  176.527  

身心壓力多大,聽心跳頻率就知道 : 

梁恆彰醫師四招處理自律神經失調

造成的身心症狀  / 梁恆彰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75-1-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壓力 2.CST: 自主神經 3.CST: 

生活指導  176.54  

憤怒的勇氣 / 岸見一郎作 ; 涂紋凰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448) .-- ISBN 

978-626-335-56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憤怒 2.CST: 情緒管理  

176.56  

內心全方位觀察中,臉上在微笑,心裡

在尖叫 : 從瞳孔到腳尖,你全身上下

都是破綻!一本書破解對方每個瞬間

的心理密碼 / 佳樂, 許奕廷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24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56-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肢體語言  

176.8  

開啟多重宇宙的自動書寫法 / 麥可.

山德勒(Michael Sandler)著 ; 劉議方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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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ISBN 978-

626-335-582-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潛意識 2.CST: 無意識 3.CST: 

自我肯定  176.9  

與你的潛意識和解 : 肯定真實的自

己,開啟幸福人生 / 加藤諦三作 ; 周奕

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

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心靈叢書 ; 7) .-- ISBN 978-986-5408-

99-2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潛意識 2.CST: 人生哲學 

3.CST: 生活指導  176.9  

別急著挑戰人性 : 20 個經典心理實

驗,帶你認識自己,人生不踩雷 / 潘楷

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1 公

分 .-- (心理 ; 75) .-- ISBN 978-986-137-

378-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177  

邏輯思考的技術 : 寫作、簡報、解

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 照屋華子, 岡田

惠子著 ; 郭菀琪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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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 面; 21 公分 .-- (經

營管理 ; 44) .-- ISBN 978-626-96153-3-

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溝通 2.CST: 思考  177.1  

2022 你所不知的世 / 王鈺聖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60-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人生必讀的財富法則 / 富蘭克林.霍

布斯(Frankli Hobbs)作 ; 李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人生

必讀經典 ; 4) .-- ISBN 978-626-96055-

5-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財富  177.2  

人生嘛,佛系就好 : 太急於求成,反而

容易摔跤!如果終點就在眼前,誰說一

定要全力衝刺不可? / 佳樂, 卓文琦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23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45-6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內在提問 : 瓶頸不斷,只想躺平?那就

和自己聊聊吧!送給正在為人生煩惱

的你的自我對話解憂書 / 佐佐木常

夫著 ;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87-38-

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心錨 : 姐就是答案 / 陳玟君著 .-- 臺

北市 : 誌成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企管銷售 ; 53) .-- 

ISBN 978-626-96030-1-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177.2  

成年人的世界沒有容易二字 / 老楊

的貓頭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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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69-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成為自己喜歡的大人 / 茱莉.李斯寇

特-漢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著 ; 韓

絜光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9-57-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成年 2.CST: 生活指導 3.CST: 

自我實現  177.2  

自律複利手帳 / 王瀟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沐 光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577-5-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你的夢想可能有點風險 : YouTuber

六指淵,帶你思考代價與提高成功率! 

/ 六指淵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

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定位點 ; 7) .-- ISBN 978-

626-305-266-6 (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305-267-3 ( 平 裝 簽 名 版 )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孝子 / 大師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192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31) .-- 

ISBN 978-986-406-308-6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人生哲學  

177.2  

*我 : 找路 / 張譽棻編輯 .-- 臺中市 : 

聚能院, 11106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47-0-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177.2  

我逃跑時的臉孔最勇敢 / 尹乙著 ; 金

秀賢繪 ; 內容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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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0-276-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男孩,鼴鼠,狐狸與馬 : 動畫書 / 查理.

麥克斯(Charlie Mackesy)著 ; 韓絜光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

分 .-- (美好生活 ; 40) .-- ISBN 978-986-

398-787-1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繪本  177.2  

幸福工廠 / 太陽盛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顧問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7 .-- 248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34) .-

- ISBN 978-626-96018-0-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 那些勵志書

不會告訴你的人生真相 / 劉仲敬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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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29-4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成功法  

177.2  

青鳥與石獅子 = Bluebird and stonelion 

/ 曾定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跨越

設計有限公司, 11106 .-- 62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96237-0-9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繪本  177.2  

勇敢飛翔 : 與神冒險航行在望道號 / 

鍾承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台灣 OM 世界福音動員會, 11106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5811-2-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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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自我實現 2.CST: 成功法  

177.2  

活用人性的弱點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9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21-3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人際關係  

177.2  

為什麼事情做不完,你還在滑手機? : 

心理諮商師教你,改善拖延,先從照顧

情緒開始 / 舒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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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arn ; 

66) .-- ISBN 978-626-335-578-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情緒管理  177.2  

剛剛好的完美主義 : 擺脫拖延、討

好、怕犯錯,創造自己喜歡的人生 / 

李東龜, 孫何林, 金書瑛作 ; 簡郁璇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42) .-- ISBN 978-957-658-883-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完美主義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7.2  

最好的自己,正在來路上 : 不設限才

能活而無憾,吳娟瑜實踐 C 型人生的

生命故事 / 吳娟瑜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的文化, 11109 .-- 224 面; 21 公

分 .-- (幸福人生 ; 26) .-- ISBN 978-626-

7026-17-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給總是太努力的你 : 與真實的自己

相遇,找回平靜喜悅的人生 / 帕納切.

德賽(Panache Desai)著 ; 王莉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642-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177.2  

超男進化論 : 在亂流中找回掌舵力

的人生指南 / 劉軒, 詹斯敦作 ; 謝宇

程, 洪孟樊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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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8-352-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男性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當你自律自控,才能又美又爽 / 梁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

公司 ,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Upward ; 132) .-- ISBN 978-986-5596-

9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通俗作品  

177.2  

講究的女人不將就 : 再累也要打扮,

再苦也要微笑?先想清楚妳是為誰而

存在! / 佳樂, 何珮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14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544-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薩提爾的自我療癒之路 : 從溝通姿

態、原生家庭到冰山的一場內在旅

程 / 張天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8 面; 22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102) .-- ISBN 978-986-507-916-1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贏家才知道的心想事成祕密 / 布萊

恩.崔西(Brian Tracy)著 ; 黃孝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9-66-7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人際關係與溝通 / 簡秀芬, 江昱明, 李

佳諭, 唐士祥, 趙康伶編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874-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人際傳播  

177.3  

可以善良,但你要有底線不當好人 : 

人際關係斷.捨.離,勉強自己和別人

好,不如找人真心對你好 / 午堂登紀

雄著 ; 蘇暐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73-00-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177.3  

脆弱也沒關係,好好療傷的溫柔練習 : 

從接納到拯救自己,給總是受傷的你 

/ 金昞秀(김병수)著 ; 黃莞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光 ; 60) .-- ISBN 978-626-7164-

13-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2.CST: 心理治療  

178.4  

團體諮商方案設計與實務 / 謝麗紅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

公司, 11108 .-- 3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4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團體諮商  178.4  

團體諮商概要 / 何長珠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10-5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團體諮商  178.4  

諮商理論、技術與實務 / 潘正德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3 公

分 .-- (輔導諮商系列 ; 21133) .-- ISBN 

978-986-0744-96-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諮商 2.CST: 諮商技巧  178.4  

內在療癒原力 : 13 個自我療癒創傷

的技巧,擺脫情緒動盪,實現內心自由 

/ 維克斯.金(Vex King)著 ; 鍾莉方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7 .-- 296 面; 21 公分 .-- (心裡話 ; 

13) .-- ISBN 978-626-96012-8-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法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身心關係 4.CST: 自我實現  

178.8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自我揚升. 大

我篇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

赫企業有限公司, 11106 .-- 109 面; 26

公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4) .-- ISBN 

978-986-97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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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清理的豐盛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赫企

業有限公司, 11106 .-- 109 面; 26 公

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5) .-- ISBN 

978-986-97010-4-4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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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自我實現  178.8  

趣味心理遊戲 / 林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37-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測驗  179.1  

美學 

中國設計美學史 : 宋元明清時期 : 觀

物以理 X 東西交流 X 崇古追新,從文

化復古運動到設計審美中的權力運

作 / 彭聖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452-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中國美學史 2.CST: 設計  

180.92  

十八世紀前半葉英國美學史 : 美學

起源 X 各派名家 X 詳盡析論,從文藝

復興的遺緒到美的確立,研究西方美

學必讀之作 / 董志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6 .-- 3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441-1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美學史 2.CST: 西洋美學 

3.CST: 十八世紀 4.CST: 英國  

180.941  

倫理學 

人類幸福之路.導讀 / 丸山敏秋原著 ; 

黃克煒編譯 .-- 臺北市 : 一般社團法

人倫理研究所臺灣辦事處, 11107 .-- 

220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986-

93123-1-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倫理學  190  

0.5 倍速的生活 : 人生何須快進?放慢

速度,悠然享受身邊的風景才是生活! 

/ 子陽, 傅世菱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 31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14-2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人生之道,山林知道 : 一個中年大叔

的山居隨筆 / 半山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的文化, 11108 .-- 256 面; 21 公

分 .-- (幸福人生 ; 25) .-- ISBN 978-626-

7026-1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人生的智慧 / 叔本華著 ; 景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4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格言  191.9  

如果可以早知道,你的人生就不會跌

倒! / 申榮俊, 朱彥奎著 ; 金鐘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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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五感生活 ; 70) .-- ISBN 

978-986-459-425-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成功法  

191.9  

流浪狗的世界 / 吳睿保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博毓食農教育學園, 11108 .-

- 210 面; 21 公分 .-- (歡喜法音流 ; 2) .-

- ISBN 978-986-06146-4-0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留住愛與美麗,在人間創造天堂 / 楊

舒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

企業社, 11107 .-- 196 面; 21 公分 .-- 

(大好生活 ; 9) .-- ISBN 978-626-95832-

5-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許自己一個尊嚴的安寧 / 張明志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2 公分 .-

- (Restart ; 23) .-- ISBN 978-986-406-

306-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死學 2.CST: 生命教育  

191.9  

*微笑老後 : 93 歲精神科醫師 x55 歲

精神科醫師教你放下不安,優雅面對

熟年生活(日日靜好 2) / 中村恒子, 奧

田弘美作 ; 賴詩韻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星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7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69-2-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老年心理學 

3.CST: 生活指導  191.9  

熾愛如詩 : 88 則對愛與生命最真摯

的告白 / 李麗玉(Emerald Lee)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96-12-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生命即表達 : <<健康之道>>讀書會. 

3 / 許添盛主講 ; 陳世文文字整理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賽

斯心法 ; 22) .-- ISBN 978-986-0707-71-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命哲學 2.CST: 讀書會  

191.91  

人間修行. 七, 隨緣渡化 : 開宮立廟與

請神安神的因緣  / 莫林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心靈勵

志) .-- ISBN 978-986-0762-2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人類圖,你與世界和解的開始 : 從九

大能量中心、四大類型互動,找回你

的人生主導權 / Repeat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30-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不能不去愛的兩件事 / 松浦彌太郎

著 ; 張富玲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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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10-282-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你的善良必須更有力量 / 休士頓.克

拉夫特(Houston Kraft)著 ; 林師祺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

分 .-- (人生顧問) .-- ISBN 978-626-

335-67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奇蹟課程釋義 :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六冊(134~150 課) / 肯尼斯.霍布尼

克(Kenneth Wapnick)著 ; 若水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奇蹟課程有限公司奇

蹟資訊中心, 11107 .-- 289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278-0-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學會自愛,人生無礙 : 72 個簡單的生

活習慣 X10 分鐘左右的閱讀時間,輕

鬆成為你最羨慕的人生勝利組! / 周

成功, 安旻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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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0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476-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卡內基說話術  / 戴爾 .卡內基(Dale 

Carnegie)著 ; 賴汶姍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269) .-

- ISBN 978-626-320-196-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192.32  

害羞內向的人,這樣說話增加好感度 

/ 五百田達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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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96-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人際關係  192.32  

潔 白 說 話 術  / 賈 誠 柯 (Wladislaw 

Jachtchenko)著 ; 廖芳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656-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說服  

192.32  

趣侃说话 / 陈宗厚编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7 .-- 473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趣侃說話  .-- 

ISBN 978-626-95816-7-2 ( 平 裝 ) 

NT$760 普遍級  

1.CST: 口才 2.CST: 說話藝術  

192.32  

*總統文膽的魅力表達課 / 江原國著 ; 

陳柏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

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33-1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192.32  

新時代,新思維 : 一句話,改變一生 / 

曾燦燈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

出版社,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42-9-1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格言 2.CST: 成功法  192.8  

慢讀智慧書 / 劉名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 264 面; 21 公分 .-- (智慧菁典 ; 26) .-

- ISBN 978-626-95426-5-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格言  192.8  

宗教類 

總論 

鄭志明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教育推廣學會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宗教

學系, 11106 .-- 49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80-15-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宗教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民俗學 4.CST: 文集  207  

宗教學 

*哲思世界 :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 Buddhism philosophy / 善住導師著 .-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社團法人中

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11106 .-- 308 面; 

21 公分 .-- (零山叢書) .-- ISBN 978-

986-98914-3-1 (第 14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宗教與哲學  210.11  

佛教 

佛教的根本問題 / 吳汝鈞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

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87-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佛教  220  

簡明佛學概論 / 于凌波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6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9-332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20  

大乘絕對論 / 月溪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 41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51) .-- ISBN 978-626-7134-3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20.1  

佛教的人生觀 / 月溪法師著 .-- 1 版 .-

- 新 北 市  : 華 夏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53) .-- ISBN 978-626-7134-3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人生觀  220.113  

佛教思想發展史論 / 楊惠南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2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哲學 2.CST: 佛教史  

220.13  

佛光山開山 55 周年年鑑. 2021 = Fo 

Guang Shan 55th anniversary yearbook / 

滿觀法師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佛光

山宗務委員會發行, 11108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57-636-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佛光山 2.CST: 佛教團體 

3.CST: 年鑑  220.58  

法鼓山年鑑. 2021 / 陳重光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

基金會, 11108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61-8-1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法鼓山 2.CST: 佛教團體 

3.CST: 年鑑  220.58  

*內典講座之研究講記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 2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527-7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經  221  

四經合刊 : 金剛經.藥師經.普門品.阿

彌陀經(附大勢至菩薩圓通章) .-- 新

北 市  : 玄 奘 印 刷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56 面; 15 公分 .-- 漢語拼音

版 .-- ISBN 978-626-7142-07-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CST: 經集部 3.CST: 

法華部 4.CST: 方等部  221  

佛說無量壽經(全二卷) / (曹魏)天竺

三藏康僧鎧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2-12-7 (經

摺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4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

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626-7142-06-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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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明泥金寫本 = 

The Diamond Sutra : the Diamond Sutra 

in gold ink, anonymous, Ming dynasty .-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8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794-226-5 (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般若心經法要 / 廖榮尉撰著 .-- 初

版 .-- 苗栗縣獅潭鄉 : 蓮臺山人文文

教事業, 11106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252-2-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般若部  221.45  

妙法蓮華經今解 / 悟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 

11107 .-- 3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96286-0-5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維摩詰所說經(木刻珍藏版) / (姚秦)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翻譯 .-- 1 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44) .-

- ISBN 978-626-7134-27-6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21  

維摩詰經實證 : 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 

呂真觀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1-6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21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 上冊. 卷一-十四 

/ (唐)沙門慧沼疏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 

11105 .-- 784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

書 ; B-196) .-- ISBN 978-626-95526-7-2 

(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42  

入愣伽經 /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

翻譯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31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48) .-- ISBN 978-626-

7134-31-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51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 (大唐)罽

賓三藏佛陀多羅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42-11-0 (精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82  

圓覺經、金剛經、心經註疏 / 月溪

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09 .-- 380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256) .-- ISBN 978-626-

7134-39-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CST: 般若部  

221.782  

大佛頂首楞嚴經 / (唐)天竺沙門般刺

密諦翻譯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245) .-- ISBN 978-

626-7134-28-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玄義 / 悟顯法師講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1107 .-

- 78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286-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 / 元發思

巴述 ; 釋莎南屹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僧 伽 林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132 面; 35 公分 .-- 明正統四

年泥金寫本 .-- ISBN 978-986-06669-5-

3 (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6  

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 

佛母準提焚修悉地寶懺(合刊) .-- 新

北 市  : 玄 奘 印 刷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5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7142-10-3 (平裝) NT$8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6  

楞嚴咒易背誦法(附:大悲咒、十小

咒、心經、虛空藏咒) .-- 初版 .-- 新

北 市  : 玄 奘 印 刷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4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7142-13-4 (平裝) NT$8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CST: 般若部  

221.96  

現觀總義 / 福稱著 ; 佛子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7 .-- 冊 .-

- (藏傳佛教 ; TV11102-TV11103) .-- 

ISBN 978-957-447-375-5 (上冊:精裝) 

NT$750 .-- ISBN 978-957-447-376-2 (下

冊: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現觀莊嚴論 2.CST: 論藏 

3.CST: 藏傳佛教 4.CST: 般若部  

222.22  

現觀總義(附錄) / 福稱著 ; 佛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7 .-

- 144 面 ; 26 公分  .-- (藏傳佛教  ; 

TV11104) .-- ISBN 978-957-447-377-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現觀莊嚴論 2.CST: 論藏 

3.CST: 藏傳佛教 4.CST: 般若部  

222.22  

朝暮課誦白話解釋 / 黃智海註解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47) .-- ISBN 978-626-7134-30-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佛教諷誦  224.3  

佛說千佛洪名寶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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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0 面; 26

公分 .-- (佛經系列 ; 31) .-- ISBN 978-

626-96190-0-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揹劍僧 / 葉鷹作 ; 悟通口述 .-- 增修

一版 .-- 臺南市 : 葉三郎,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1-0213-5 (上冊: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626-01-

0214-2 (中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01-0215-9 ( 下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626-01-0216-6 (全

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224.515  

參禪與念佛修法 / 月溪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2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54) .-- ISBN 978-626-7134-37-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25.5  

讓三寶選擇我 / 大舫法師演述 .-- 嘉

義縣水上鄉 : 釋大舫, 11108 .-- 230 面; 

21 公分 .-- (佛道次第 ; 1) .-- ISBN 978-

626-01-022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人生之實相 : 人生學. 上 / 王恩洋著 .-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9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49) .-- ISBN 978-626-7134-32-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人生哲學  

225.87  

千艘法船的故事 : 超度的灵异 / 卢胜

彦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千艘法船的故事：

超度的靈異 .-- ISBN 978-986-5551-79-

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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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艘法船的故事 : 超度的靈異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78-0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大菩提論 : 人生學. 下 / 王恩洋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50) .-- ISBN 978-626-7134-33-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2021 

/ 陳一標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 11106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77-1-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宗 2.CST: 文集  226.307  

始終心要今說 / 釋見額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11107 .-- 

62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229-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臺宗  226.42  

淨宗共修課本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乘定香精舍, 11106 .-- 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007-8-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淨土宗  226.5  

*淨土宗教理的核心  / 慧淨法師著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淨土宗出版社, 

11107 .-- 300 面; 21 公分 .-- (淨土宗叢

書 ; 23) .-- ISBN 978-986-5888-52-7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教理  

226.51  

大乘佛法 : 境界與修行 / 藍吉富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中華佛教

百科文獻基金會出版 : 妙心出版社

發行, 11107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1356-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月溪法師開示錄 / 月溪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52) .-- ISBN 978-626-7134-35-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神會大師證道歌顯宗記溯源 / 月溪

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09 .-- 362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255) .-- ISBN 978-626-

7134-38-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淨慧法師開示語錄 / 淨慧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46) .-- ISBN 978-626-7134-29-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學禪小記. 三 / 普力宏法師講 ; 宏士

居士記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普力宏

文教基金會, 11106 .-- 5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391-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禪宗  226.65  

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 : 文白并列本. 

V / 创价学会原着 ; 台湾创价学会编

译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

文教基金會, 11108 .-- 862 面; 21 公

分 .-- 正體題名: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文白並列本. V .-- ISBN 978-957-9566-

97-1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信仰錄  

226.875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第二部, 人

間革命的實踐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

會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

價文教基金會, 11107 .-- 344 面; 21 公

分 .-- (生活智慧叢書 ; 24) .-- ISBN 

978-957-9566-98-8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6.875  

達賴生死書 / 達賴喇嘛(Dalai Lama)

著 ; 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

英文編譯 ; 丁乃竺譯 .-- 第三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32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

長 ; 87) .-- ISBN 978-986-398-782-6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死亡 3.CST: 

宗教哲學  226.961  

吉祥塔波噶舉法教闡明論 / 巴瑟噶

久巴著 ; 嚴巧敏(索南拉吉)翻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202 面; 22 公分 .-- (樂

繽紛 ; 52) .-- 中藏對照 .-- ISBN 978-

957-9036-44-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明明白白是自心 : 大手印經典<<明

現本來性>>釋論  / 達波札西南嘉

(Dakpo Tashi Namgyal)原典作 ; 堪千

創 古 仁 波 切 (Kenchen Thrangu 

Rinpoche)釋論作 ; 孫愛萍中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8 .-- 184 面; 22 公分 .-- (經典

開示系列) .-- ISBN 978-626-95498-7-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 / (元)釋莎南

屹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36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86-06669-6-0 (經摺

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儀注  

226.964  

逆境中更易尋快樂 : 達賴喇嘛的生

活智慧 / 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 ; 傑

佛瑞.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英文

編譯 ; 翁仕杰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88) .-- ISBN 

978-986-398-783-3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菩提心起 : 達賴喇嘛給初發心修行

人的第四個錦囊 / 第十四世達賴喇

嘛比丘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 比

丘尼圖丹.卻准(Thubten Chodron)作 ; 

呂家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464 面; 22

公分 .-- (佛法與活法 ; 7) .-- ISBN 978-

626-95498-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蓮師遺教十三如意寶竅訣. 第一冊, 

根本頌 / 噶陀仁珍千寶.貝瑪旺晴主

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

金會, 11107 .-- 314 面; 23 公分 .-- 中

藏文對照 .-- ISBN 978-626-95509-8-2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蓮師遺教十三如意寶竅訣. 第七冊, 

注疏  / 噶陀仁珍千寶 .貝瑪旺晴主

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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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 11107 .-- 226 面; 23 公分 .-- 中

藏文對照 .-- ISBN 978-626-96229-4-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蓮師遺教十三如意寶竅訣. 第二冊, 

分修  / 噶陀仁珍千寶 .貝瑪旺晴主

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

金會, 11107 .-- 802 面; 23 公分 .-- 中

藏文對照 .-- ISBN 978-626-95509-9-9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蓮師遺教十三如意寶竅訣. 第三冊, 

合修  / 噶陀仁珍千寶 .貝瑪旺晴主

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

金會, 11107 .-- 426 面; 23 公分 .-- 中

藏文對照 .-- ISBN 978-626-96229-0-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蓮師遺教十三如意寶竅訣. 第五冊, 

灌頂儀軌 / 噶陀仁珍千寶.貝瑪旺晴

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

基金會, 11107 .-- 826 面; 23 公分 .-- 中

藏文對照 .-- ISBN 978-626-96229-2-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蓮師遺教十三如意寶竅訣. 第六冊, 

事業部 / 噶陀仁珍千寶.貝瑪旺晴主

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

金會, 11107 .-- 458 面; 23 公分 .-- 中

藏文對照 .-- ISBN 978-626-96229-3-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蓮師遺教十三如意寶竅訣. 第四冊, 

內與密成就 / 噶陀仁珍千寶.貝瑪旺

晴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

育基金會, 11107 .-- 306 面; 23 公分 .-

- 中藏文對照 .-- ISBN 978-626-96229-

1-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 (清)鎮國公愛新

覺羅.永珊編繪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11107 .-- 472 面; 30

公分 .-- 二 0 二二年修復重製版 .-- 

ISBN 978-626-96229-6-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560-480 B.C.) 2.CST: 佛教傳記  

229.1  

釋迦譜(十卷本) / 蕭齊釋僧祐譔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 

11107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29-8-6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560-480 B.C.) 2.CST: 佛教傳記  

229.1  

見月律師 : 千華律虎 / 釋空行編撰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7-68-3 (精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釋見月 2.CST: 佛教傳記  

229.371  

*修.行.安.住 : 證嚴法師五大長老弟

子 / 葉文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6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37-66-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教傳記 2.CST: 臺灣傳記  

229.63  

道教 

統凡行天之道. 第四輯 / 桃園統天宮

編撰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統天宮, 

11107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280-4-5 (精裝) 普遍級  

1.CST: 道教  230  

統天心語. 二 / 桃園統天宮編輯部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統天宮, 

11107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99280-5-2 (精裝) 普遍級  

1.CST: 道教  230  

太上黃庭經 : 外景玉經 中景經 內景

玉經 .-- 初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

化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142-1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洞玄部  231.3  

大道釋疑. 卷八 /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

原堂著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虛原雜

誌社, 11107 .-- 11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58-2-5 (平裝) NT$40 普遍

級  

1.CST: 道教信仰錄  235.8  

基督教 

國家地理聖經故事 : 先知、君王、

放逐與救贖的經典<<舊約>>故事 / 

唐娜.喬.納波里(Donna Jo Napoli)作 ; 

克莉絲汀娜.巴利特(Christina Balit)插

畫 ; 鄭淳怡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085-8-

4 (精裝) NT$649 普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41  

聖經故事找找看 / 喬許.愛德華(Josh 

Edwards)作 ; 艾米里亞諾.米哥利亞多

(Emiliano Migliardo)插畫 ; 陳美惠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 面; 30 公

分 .-- (兒童博雅 ; 191) .-- ISBN 978-

626-343-032-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241  

聖經故事找找看 . 2 / 喬許 .愛德華

(Josh Edwards)作 ; 艾米里亞諾.米哥

利亞多(Emiliano Migliardo)插畫 ; 陳

美惠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 面; 

30 公分 .-- (兒童博雅 ; 192) .-- ISBN 

978-626-343-033-4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241  

基督测不透的丰富 : 迦南美地面面

观 =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Beulah Land 

/ 陈希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活道

出版社, 11105 .-- 552 面; 24 公分 .-- 

(聖經地理叢書) .-- 正體題名:基督測

不透 的豐 富 : 迦南 美地 面 面觀  .-- 

ISBN 978-986-06086-6-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聖地 2.CST: 朝聖 3.CST: 中東  

241.092  

聖經人物的心靈探索 : 台大教授從

精神分析看聖經人物給現代人的啟

示 / 林信男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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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智慧書系

列 ; 24) .-- ISBN 978-626-96311-0-0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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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聖經人物 2.CST: 聖經研究  

241.099  

舊約聖經人物圖鑑 / 山我哲雄監修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37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舊約 2.CST: 聖經人物  

241.099025  

希伯來書  / 約翰 .麥克阿瑟(John F. 

MacArthur, Jr.)著 ; 華訓編譯小組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出版 : 

華 人 基 督 徒 培 訓 供 應 中 心 發 行 , 

11106 .-- 736 面; 21 公分 .-- (麥克阿瑟

新約註釋系列) .-- ISBN 978-986-277-

34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希伯來書 2.CST: 注釋  

241.784  

基督宗教的奧秘事實 : 兼論古代奧

秘 / 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著 ; 

戴君玲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三元生活實踐社,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施泰納著作選 ; 1) .-- ISBN 

978-626-95176-2-6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神學  242  

道.自決出頭天 : 神學的道成肉身 / 黃

伯和主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恩惠

文教基金會, 11107 .-- 298 面; 23 公

分 .-- (黃伯和本土神學文集 ; 第 3

冊) .-- ISBN 978-986-98291-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基督教  242  

奉耶穌的名求 : 建造強效的禱告事

工 / 柯榮恩(Ron E. M. Clouzet)著 ; 方

錦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兆出版

社, 11106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109-4-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祈禱 3.CST: 教

牧學  244.3  

*繪製屬靈地圖  / 彼得⋅魏格納 (C. 

Peter Wagner)著 ; 沈孝芬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屬靈爭戰

叢書 ; EF009-1) .-- ISBN 978-626-7136-

2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3  

天地共讚 = Biblical psalms & hymns / 

徐嘉徽, 謝逸琳, 彭彥華, 黃馨瑱執行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58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228-0-1 ( 平 裝 ) 

NT$640 普遍級  

1.CST: 聖詩  244.4  

十二 / 潘蕾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瑪納文化, 11106 .-- 410 面; 21 公分 .-

- (靈性文化叢書 ; 1) .-- ISBN 978-986-

99912-3-0 (精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訪談  244.9  

十全十美的耶穌是榜樣,還是禮物? = 

Perfect Jesus : as our example or gift? / 

顧美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

司發行,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生活話系列 ; 9) .-- ISBN 978-957-556-

94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244.9  

麻雀變鳳凰 / 艾傑奇夫婦(John and 

Stasi Eldredge)合著 ; 平山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

95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女性  244.9  

罪身成義 : 溫州基督徒的信仰和生

活 = Sinners to be sinless : the faith and 

life of Wenzhou Christians / 張杰克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2 公

分 .-- (歷史文化叢書 ; 20) .-- ISBN 

978-986-6131-7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浙

江省溫州市  244.9  

*SOZO : 救恩、医治与释放 : 与圣父、

圣子、圣灵一同走进自由的旅程  / 

唐娜.缔司尔法(Dawna De Silva), 泰瑞

莎.力普哲(Teresa Liebscher)着 ; 傅子

萱译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

督教台北真道教會出版中心, 11106 .-

- 240 面; 23 公分 .-- 正體題名:SOZO: 

救恩、醫治與釋放: 與聖父、聖子、

聖靈一同走進自由的旅程 .-- ISBN 

978-986-97465-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治療  

244.92  

*Tâi-bûn Sin Gán-kong Thák-keng : Má-

khó 1-7 / Lîm Phek-tông, Ông Bí-su 編

輯 .-- 苗栗縣通霄鎮 : 台灣基督教光

鹽傳播協會, 11106 .-- 96 面; 21 公分 .-

- 中文、台語羅馬拼音對照 .-- ISBN 

978-626-96272-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馬可福音 2.CST: 基督教 

3.CST: 靈修 4.CST: 讀經  244.93  

天國護照 : 你如何解讀你的人生? = 

Kingdom passport : how do you interpret 

your life? / 林國仁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社團法人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 

11106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86767-9-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3.CST: 信

仰治療  244.93  

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 : 活出依納爵

靈修 / 布萊恩.格羅根(Brian Grogan)

著 ; 盧玫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

啟文化事業, 11107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46-980-1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在平凡中尋找不凡 : 方濟.沙雷的成

聖智慧教你活好每一天 / 多瑪斯.戴

立(Thomas F. Dailey)著 ; 林桂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

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靈修系列 ; F0066) .-- 

ISBN 978-986-6036-79-8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聖方濟(Francis, de Sales, Saint, 

1567-1622.) 2.CST: 天主教 3.CST: 靈

修  244.93  

謙卑 : 向德肋撒姆姆學習謙卑 / 翟金

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翟金誠 , 

11106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9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244.93  

放下紫袍 : 如何在階級文化中從事

僕人領導 / 朱利安.立德司通(Julyan 

Lidstone)著 ; 黃從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 OM 世界福音動

員會,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領

導管理系列) .-- ISBN 978-986-95811-

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教牧學  245  

馬有藻牧師 .遺愛集 = Pastor Denny 

Ma's final love collection / 馬 有 藻

(Denny Y.C. Ma)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07 .-- 冊 .-- ISBN 978-

986-277-350-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277-351-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277-352-9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基督教  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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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五十講 / 黃上進著 .-- 初版 .-- 屏

東市 : 屏東市中華路基督教會天路

雜誌社, 11106 .-- 75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6222-0-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教牧學  245.2  

聖孔維鐸遺囑 / 聖孔維鐸(San Guido 

Maria Conforti)著 ; 聖方濟沙勿略會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王 敬 仁 , 

11108 .-- 152 面; 21 公分 .-- 義英中對

照 .-- ISBN 978-626-01-025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教牧學  245.2  

領受神的醫治大能 / 麥格納(Francis 

MacNutt)著 ; 郭淑娟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醫治叢

書 ; EH002-1) .-- ISBN 978-626-7136-

2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3.CST: 宗

教療法  245.8  

利益囡仔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兒

童教育與家庭教養(1865-1936) / 黃子

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出版社, 

11107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793-2-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家庭教育  247.711  

伊萊莎牧師娘的故事 / Jenny Jamieson

作 ; Boris Lee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7 .-- 30 面; 29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076-45-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庫克(Cooke, Eliza Caroline) 

2.CST: 傳記 3.CST: 基督教傳記 

4.CST: 通俗作品  249.941  

路德如何成為改革者 / 克莉斯汀.海

默(Christine Helmer)作 ; 蔡至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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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37-0-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路德(Luther, Martin, 1483-

1546) 2.CST: 天主教傳記  249.943  

伊斯蘭教 

古蘭似海 : 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

的真諦 / 卡拉.鮑爾(Carla Power)著 ; 

葉品岑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8 .-- 448 面; 21 公分 .-- 

(認識伊斯蘭  ; 2) .-- ISBN 978-626-

7129-39-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鮑爾(Power, Carla) 2.CST: 可

蘭經 3.CST: 傳記 4.CST: 伊斯蘭教  

258  

先知之後 : 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

源 / 萊思麗.海澤爾頓(Lesley Hazleton)

著 ; 夏莫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8 .-- 336 面; 21 公分 .-

- (認識伊斯蘭 ; 1) .-- ISBN 978-626-

7129-38-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伊斯蘭教 2.CST: 歷史  258  

穆罕默德 : 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

的 先 知  / 凱 倫 . 阿 姆 斯 壯 (Karen 

Armstrong)著 ; 黃楷君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認識伊斯蘭 ; 3) .-- ISBN 

978-626-7129-40-1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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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語錄集. 卷八, 仙佛說孝道 / 林榮

澤主編 .-- 桃園市 : 一貫義理編輯苑

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發行,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一貫藏

要 ; 8) .-- ISBN 978-986-06131-6-2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城隍明道真經 ; 城隍明道經 ; 法主聖

君真經 ; 法主聖君明倫悟道真經 .-- 

初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

公司, 11107 .-- 11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7142-16-5 (平裝) NT$50 普遍

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 無

極瑤池金母養正真經 地母真經 地母

妙經 地母普化真經(合刊)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7142-08-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蓮生活佛說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 高

王觀世音真經 觀音大救苦真經 佛說

摩利支天經 佛說療痔病經(合刊) .-- 

初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

公司, 11106 .-- 11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7142-14-1 (平裝) NT$60 普遍

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觀音心經 / 彌勒皇佛作 ; 得生尊者神

譯 .-- 第 3 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96296-0-2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從教門發現歷史 : 天地會、天德聖

教、天人教與西天大佛教 / 毛帝勝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8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47-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歷史  

271.909  

金門寺廟教堂實錄 / 黃振良編著 .-- 

修訂再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政府,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5468-76-7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教堂 3.CST: 名錄 

4.CST: 福建省金門縣  272.026  

神明怎麼那麼可愛 : 寶島諸神降落,

有看有保庇! / 海豚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 208 面; 21 公分 .-- (idealife) .-- ISBN 

978-986-136-63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神祇 3.CST: 

臺灣  272.097  

六合境大埔福德祠志 / 張伯宇, 蔡米

虹編著 .-- 臺南市 : 六合境大埔福德

祠, 11106 .-- 27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239-0-7 (精裝) NT$900 普

遍級  

1.CST: 土地公 2.CST: 寺廟 3.CST: 民

間信仰 4.CST: 臺南市  272.21  

嘉義城隍廟志 / 閻亞寧, 卓克華撰

文 .-- 第一版 .-- 嘉義市 : 財團法人臺

灣省嘉義市城隍廟, 11106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265-2-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嘉義市  272.22  

天上聖母經(台北版) 天上聖母經(北

港版) 湄洲天上聖母慈濟真經 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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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玅經(合刊)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 

11107 .-- 14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7142-0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媽祖  

272.71  

埔里建醮.傳香二甲子 : <<埔里鎮庚

子年祈安五朝清醮祭典>>全紀錄 / 

簡史朗, 黃瑞奇, 廖肇祥, 林承緯, 唐

淑惠, 周柏佑, 吳美育, 陳盈君撰文 ; 

鄧相揚總主筆 .-- 南投縣埔里鎮 : 南

投縣埔里鎮公所, 11107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1-08-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建醮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南投縣埔里鎮  272.94  

廣護大灣 : 鯽魚潭畔古聚落的民間

信仰傳承(1661-2021) / 謝國興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出版 : 聚珍臺灣(點子貓科技有限公

司)發行, 11106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01-19-7 (平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NT$5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民俗活動 

3.CST: 建醮 4.CST: 歷史 5.CST: 臺南

市  272.94  

神話 

中西封神榜,先有神還是先有人? : 自

我奉獻的中國神、比人類還像人的

希臘神,從神話洞悉東西宇宙觀 / 姚

建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8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451-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神話 2.CST: 通俗作品  280  

國家地理阿拉伯神話故事 : 扣人心

弦的<<一千零一夜>>魔幻歷險 / 唐

娜.喬.納波里(Donna Jo Napoli)作 ; 克

莉絲汀娜.巴利特(Christina Balit)插畫 ; 

張琰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085-7-7 (精裝) 

NT$649 普遍級  

1.CST: 神話 2.CST: 阿拉伯民族  

283.59  

國家地理北歐神話故事 : 關於陰謀、

詐術、情愛與復仇的故事 / 唐娜.喬.

納波里(Donna Jo Napoli)作 ; 克莉絲汀

娜.巴利特(Christina Balit)插畫 ; 魏靖

儀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96085-6-0 (精裝) 

NT$649 普遍級  

1.CST: 神話 2.CST: 北歐  284.7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 朴始連著 ; 崔優

彬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96 面; 25

公分 .-- (漫畫神話故事) .-- ISBN 978-

957-658-869-3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羅馬神話 

3.CST: 漫畫  284.95  

國家地理希臘神話故事 : 天神、英

雄與怪獸的經典傳說 / 唐娜.喬.納波

里(Donna Jo Napoli)作 ; 克莉絲汀娜.

巴利特(Christina Balit)插畫 ; 魏靖儀

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96085-4-6 (精裝) 

NT$649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84.95  

國家地理埃及神話故事 : 神祇、怪

物與凡人的經典傳說 / 唐娜.喬.納波

里(Donna Jo Napoli)作 ; 克莉絲汀娜.

巴利特(Christina Balit)插畫 ; 謝孟蓉

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96085-5-3 (精裝) 

NT$649 普遍級  

1.CST: 神話 2.CST: 埃及  286.1  

術數；迷信 

易經紙牌(大字版) / 胡又天編輯 .-- 臺

北市 : 恆萃工坊, 11106 .-- 52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86-95612-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易占  292.1  

靈占乾坤 / 林予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予凡命理學苑,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81-0-0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易占  292.1  

心理占星學初階筆記 : 從希臘神話

一探占星奧秘 / 黃錦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1-4-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西洋占星自學指南 / Rene Van Dale 研

究所作 ; 陳書萍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41-6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手 機 密 碼 . 戀 愛 交 友 篇  / 愛 德 華

Edward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成嘉文

化有限公司, 11107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7-9-6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啟動天賦靈數 : 藍寧仕醫生的新生

命密碼全書. 1 = Find youself through 

numbers / 藍寧仕(Dimitrios Lenis)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70 面; 22 公分 .-

- (KK ; 2) .-- ISBN 978-626-7118-6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啟動天賦靈數 : 藍寧仕醫生新生命

密碼全書. 2 = In the path of the Gods / 

藍寧仕(Dimitrios Lenis)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50 面; 22 公分 .-- (KK ; 

3) .-- ISBN 978-626-7118-6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月亮顯化神諭卡 : 運用具體的月相

指引,加速實現你的願望和目標 / 雅

思敏.伯蘭(Yasmin Boland)著 ; 羅莉.梅

娜(Lori Menna)繪 ; 安德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8 .-

- 152 面; 19 公分 .-- (Change ; 6) .-- 

ISBN 978-626-96012-9-5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占星術  292.96  

托特塔羅的多重宇宙 / 天空為限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5-631-3 ( 上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626-335-632-0 (下

冊: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埃及法老牌精準占卜法 / 周渥渥著 .-

- 初版 .-- [花蓮縣吉安鄉] : 沃帝華科

學藝術, 勝驛璽月文化事業, 11106 .-- 

137 面 ; 18 公 分  .-- ISBN 978-626-

95767-2-2 (精裝) NT$197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癒見真實自己 : 全方位身心靈療癒

卡牌  / Satya Simran Kaur(Dawn Mia 

Tsai)總編審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

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8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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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41-1-9 (平

裝) NT$275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心靈療法  

292.96  

靈魂伴侶 : 28 天魔法顯化筆記本 = 

Soul mate : 28 days of magical 

manifestation notebook / 林筠鈞 Miko 

Li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計劃, 

11109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883-1-2 (精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三命通通會 : 三元論命探討 納音五

行研究 / 呂全山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呂立成, 11107 .-- 236 面; 21 公分 .-

- ( 八 字 叢 書 ) .-- ISBN 978-626-01-

0245-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293.1  

混元禪師法語 : 風水學的奧秘. 第 11

冊 / 曾文豐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唯 心 宗 文 化 傳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1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8348-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現代風水闡微錄  / 趙齊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堪輿

叢書 ; 1094) .-- ISBN 978-626-95912-3-

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形家陽宅地理學 : 長眼法 / 黃誠宗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53-2 ( 平 裝 ) 

NT$10000 普遍級  

1.CST: 相宅 2.CST: 堪輿  294.1  

風水應該這樣學 : 風水顧問長期實

驗的強準祕法 / 李久嘉, 原來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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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86) .-- ISBN 978-986-488-228-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相宅  294.1  

陽宅設計與救貧水法量測揭秘 : 揭

開千年水法面紗  / 鄭照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308 面; 21 公分 .-- (堪輿

叢書 ; 1096) .-- ISBN 978-626-95912-2-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相宅  294.1  

土系魔法 / 朵荻.葛蘭姆.麥凱(Dodie 

Graham McKay)著 ; 非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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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34-9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巫術  295  

最被遺忘的食物魔法 : 只有魔法師

知道太可惜的吃的神祕學,你入口的

所有食物,都蘊藏著心想事成的能量! 

/ 史考特.康寧罕(Scott Cunningham)著 ; 

謝汝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432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40) .-- ISBN 978-

986-5496-88-3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改運法 2.CST: 食物 3.CST: 能

量  295  

蠟燭魔法初學指南 / 神祕狄倫作 ; 張

笑晨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6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57-4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95  

魔法道具博物館 / 皮耶爾多梅尼克.

巴卡拉里奧, 雅各.奧利維力作 ; 馬可.

碩馬繪 ; 歐兆苓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 樹 林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08-56-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CST: 通俗作品  295  

13 月亮曆法實踐書.自我存在紅月年 : 

跟著年度訊息指引,活出自我療癒美

好的一年 2022.07.26-2023.07.25 = 13 

moon almanac : year of the red self-

existing moon / 陳盈君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左西心創藝有限公司, 11106 .-

- 70 面 ; 20 公分  .-- ISBN 978-986-

06265-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曆法 2.CST: 預言  298.12  

星際旅人的十三月亮共時同步曆  : 

自我存在的紅月年 / 廖祖芳(Latifa)總

編 輯  ; 朱 衍 舞 (Rafeeka), 張 蘭 藍

(Leelamanda)翻譯 .-- [臺北市] : 三一

二八生活美學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 

11106 .-- 36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2548-7-8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曆法 2.CST: 預言  298.12  

妖怪們 : 怪奇玄幻的百妖物語 / 盛文

強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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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tory 系列 ; 95) .-- ISBN 

978-626-335-660-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妖怪 2.CST: 文化研究 3.CST: 

中國  298.6  

謝沅瑾的現代聊齋 : 21 則鬼故事,百

分之百真實呈現,教你如何化解厄運 

/ 謝沅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

678-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鬼靈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為什麼是這樣?小孩超有趣自然科學

圖解一點通 !. 第 2 彈  / Old Stairs 

Editorial Team 著 ; 賴毓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2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問題集 3.CST: 通

俗作品  302.2  

上癮的科學 = Addiction : decoding our 

brain / 林怡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1107 .-- 182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106-64-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展覽  306.6  

一看就懂的地底圖鑑  = The visual 

guide to undergroud / 稻葉茂勝文字 ;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

克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03-955-7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人造衛星在空中做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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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2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5588-9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定律小彙典 : 掌握 52 個科學定律重

點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吳家葳翻

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25 公分 .-

- (少年伽利略 ; 26) .-- ISBN 978-986-

461-298-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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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朕說怪奇百科. 人類篇 / 朕說-黃桑編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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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671-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神奇圖書館 : 海洋 X 計劃. 2, 虎鯨大

反擊 / 凱叔作 ; 貓九插畫插畫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21-56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異形狂襲 / 文煌, 周文杰作 ; 氧氣工

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險隊 II) .-- ISBN 

978-986-0761-58-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群攻!鬣狗突擊隊 / Ryan 作 ; 山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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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限挑戰王 ; 7) .-- ISBN 

978-986-0761-57-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解讀日常生活的科學 : 消除你在生

活上的好奇與疑慮,輕鬆讀懂日常科

學! / KAKIMOCHI 著 ; 許展寧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

活 ; 498) .-- ISBN 978-626-320-19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爆笑科學王. 15, 消失的慈母龍的琥

珀寶石 / 辛泰勳著 ; 羅承暈繪 ; 林純

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1108 .-- 192 面; 26 公分 .-- (知漫館 ; 

15) .-- ISBN 978-626-96118-1-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圖解酷科技 : 如夢似幻的虛擬實境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250-05-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奈米是什麼米 / 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

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50-06-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食物新革命 / 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50-07-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高速鐵路時代 / 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

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50-08-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尋找下一個地球 / 小牛

頓科 學教 育有 限公 司編 輯團 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有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250-09-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極端氣候來臨了 / 小牛

頓科 學教 育有 限公 司編 輯團 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有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250-10-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當萬物都連網 / 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

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50-11-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器官晶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50-30-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橋梁.隧道先進工程 / 小

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有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250-33-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圖解酷科技 : 機器人新世界 / 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

限公司,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50-36-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數學 

(升科大四技)數學(B)商職完全攻略 / 

高偉欽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16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升科大四技)數學(C)工職完全攻略 / 

高偉欽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16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五專數學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數學組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021-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數學的發現趣談  / 蔡聰明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7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珠心算應用學學習單元. 第 5 階 / 中

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珠心算應用學

教材編審委員會編 .-- 3 版 .-- 臺北市 :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111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071-6-

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珠算 2.CST: 心算  311.17  

*離散數學(含歷屆經典試題解析) : 

研究所講重點 / 林緯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7-334-

4 (上冊:平裝) NT$700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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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327-335-1 (下冊: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離散數學  314.8  

管理數學 / 黃河清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42-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管理數學  319  

電腦資訊科學 

(國民營事業)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

論) / 蔡穎, 茆政吉編著 .-- 第十四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8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ASP.NET Core 工程師不可不知的 10

大安全性漏洞與防駭方法 / Roman 

Canlas 著 ; 蔡孟玹(Alan Tsai)譯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180-8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資訊安全 

3.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Figma UI/UX 設計技巧實戰 : 打造擬

真介面原型 / 彭其捷, 曹伊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5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Figma(電腦程式) 2.CST: 電腦

介面 3.CST: 網頁設計  312.1695  

JS 絕對版本相容性 : Webpack+Babel

完美結合開發實戰 / 姜瑞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26-2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1695  

WordPress+Azure 輕鬆架站 : 入門範

例解說與實用外掛精選 / 蕭國倫, 姜

琇森, 李雅婷, 黃玉杏, 李明錞, 古雅

媛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6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46-32-3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部落格 2.CST: 網際網路  

312.1695  

(程式設計遊戲書)阿貝貝大冒險 / 佐

藤雅彦 , 石澤太祥 , 貝塚智子著  ; 

Daisuke HONGOLIAN 繪 ; 林謹瓊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25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60) .-- ISBN 978-986-

507-900-0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繪本  

312.2  

Clean Architecture 實作篇 : 在整潔的

架構上弄髒你的手 / Tom Hombergs

著 ; 錢亞宏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81-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2  

*Good Code, Bad Code : 寫出高品質的

程式碼 / Tom Long 原著 ; H&C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1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C 最強入門邁向頂尖高手之路王者

歸來 / 洪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18-

7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Visual C# 2022 基礎必修課 / 蔡文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 歐志信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5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29-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影像辨識實務應用 : 使用 C# / 張逸

中, 李美億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54-9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2.CST: 人

工智慧 3.CST: 影像處理  312.32C  

Python 初學特訓班 / 文淵閣工作室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28-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 運算思

維的提昇與修練  / 陳新豐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58-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輕鬆學 / 張志宏, 詹

毓偉, 簡廷軒, 楊靜怡, 簡立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

公司, 11106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7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精粹 : 來自專家的經驗精華 / 

David Beazley 著 ; 黃銘偉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1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每個程式設計師都應該要知道的 50

個演算法 / Imran Ahmad 著 ; 何敏煌

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3-177-8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演算法  312.32P97  

跟著 Real Python 站長自學 Python! : 

舒適的 Python 自學體驗,書籍、教學、

社群三合一 / David Amos, Dan Bader, 

Joanna Jablonski, Fletcher Heisler 著 ; 蔣

佑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7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23-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Rust 程 式 設 計  / Jim Blandy, Jason 

Orendorff, Leonora F. S. Tindall 著 ; 賴

屹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7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3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Rus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R8  

CorelDraw 向量視覺設計寶典 / 趙雅

芝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7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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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615-528-4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1.CST: Corel DRAW(電腦程式)  

312.49C67  

Excel VBA 職場範例聖經 / 国本温子, 

緑川吉行 , できるシリーズ編集部

作 ; 吳嘉芳,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旗 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12-722-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函數與分析工具 : 應用解析 x

實務範例(適用 Excel 2021~2016) / 楊

世瑩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3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財會、進銷存、門市銷售 設計

寶典 / 孫惠民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7 .-- 37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15-526-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PowerPoint 職場應用武功祕笈 / 林國

榮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7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17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PowerPoint(電腦程式)  

312.49P65  

SolidWorks 2021 實戰演練. 基礎篇 / 

陳俊鴻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

化, 11107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2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2022 基礎範例應用 / 

許中原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39-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Inspection 培訓教材 /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3-155-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2, 

進階零件與模組設計 / 曹文昌, 吳邦

彥, 鍾延勝, 鍾昌睿, 邱莠茹, 羅開迪, 

林奕宸, 吳郁婷, 武大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8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3-15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快 速 學 會 SolidWorks 基 礎 設 計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1107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38-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精通 SolidWorks 2021. 基礎篇 / 周曉

龍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7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17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AIoT 智慧物聯網應用實習 / 羅啟維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7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物聯網  312.52  

*深入剖析 Kubernetes / 張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2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後疫城市 xAI 創生 / 陳玉鈴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07 .-- 5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1-02-9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資料探勘 2.CST: 網路社群 

3.CST: 旅遊 4.CST: 新北市  312.74  

數據識讀者 : 數據素養教父教你如

何用數據溝通、工作與生活 / 喬丹.

莫羅(Jordan Morrow)著 ; 侯嘉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

57-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資料探勘 2.CST: 資料處理 

3.CST: 量性研究  312.74  

物聯網資訊安全入門基礎 / 徐偉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46-27-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物聯網 2.CST: 網路安全 

3.CST: 資訊安全  312.76  

戰術+技術+程序 : ATT&CK 框架無

差別學習 / 張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04

面; 23 公分 .-- (DM ; 2243) .-- ISBN 

978-626-7146-31-6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電腦網路 2.CST: 網路安全 

3.CST: 資訊安全  312.76  

元宇宙淘金熱 : 未來產業的關鍵,誰

將最後登上元宇宙? / 閔文浩原著 ; 

洪詩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3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數位科技  

312.8  

打造元宇宙中的另一個你 : 虛擬偶

像 AI 實作 / 馬健健, 張翔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24-8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Python(電腦

程式語言) 3.CST: 人工智慧  312.8  

用 micro:bit 學 Makecode Block Editor

程式設計製作簡單小遊戲 / 楊岱霖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8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8  

影 音 工 具 瑞 士 刀  : 高 手 才 會 的

FFmpeg 應用及程式開發  / 殷汶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530 面; 23 公分 .-

- (DM ; 2241) .-- ISBN 978-626-7146-

33-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數位影音處理 2.CST: 數位影

像處理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8  

趣學 Construct 2 設計 2D 遊戲 : 使用

HTML5 / 傅子恆, 劉國有, 何祥祿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0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72-0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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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8  

*想像大未來 : 數位多媒體教育的前

瞻暨挑戰 / 賴建都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

系,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11106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60-

4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媒體 2.CST: 文集  

312.807  

AI 無所不在的未來 : 當人工智慧成

為電力般的存在,人類如何控管風險、

發展應用與保住工作? / 馬丁.福特

(Martin Ford)著 ; 曾琳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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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72-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AI 製造商沒說的祕密 : 谷歌、臉書

等巨頭的人工智慧,是失控的威脅或

人類的福音? / 凱德.梅茲(Cade Metz)

著 ; 王曉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16 面; 21 公分 .-- (next ; 

310) .-- ISBN 978-626-335-581-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歷史  

312.83  

從 機 器 學 習 到 人 工 智 慧  : 寫 給

Android/iOS 程式師的 ML/AI 開發指

南 / Laurence Moroney 原著 ; 藍子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38-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機器學習  

312.83  

Adobe Photoshop ACP 國際認證應考

攻略(適用 2019/2020/2021) / 碁峰資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1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36-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數位影像處理 2.CST: 考試指

南  312.837  

PHOTOSHOP X ILLUSTRATOR 輕鬆

上手學設計 / 楊馥庭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2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影像處理 2.CST: 

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837  

Procreate 入門完全指南 : 大師級的角

色繪製經典 / 3dtotal Publishing 原著 ; 

張雅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4-21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繪畫技法  

312.86  

提升程式設計力 : 國際程式設計競

賽精選解題解析 / 周娟, 吳永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3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C++(電

腦程式語言)  312.92  

天文學 

星際效應 : 電影幕後的科學事實、

推測與想像 / 基普.索恩(Kip Thorne)

著 ; 蔡承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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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70-7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太空科學 2.CST: 天文學 

3.CST: 物理學  320  

圖解太陽系 : 最權威的太陽、行星

與衛星導覽圖  / 希瑟 .庫伯(Heather 

Couper)等著 ; 胡佳伶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 

11106 .-- 256 面; 28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085-2-2 (精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太陽系  323.2  

宇宙 / 皮耶爾.奧爾特原作 ; 克蘿.蘇

薩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 面; 27 公分 .-

- (科學時光機 ; 1) .-- ISBN 978-957-

658-864-8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太陽系 3.CST: 通

俗作品  323.9  

天氣與氣象大圖鑑 = Visual book of 

the weather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李

友君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4 公分 .-- (伽利略科學大圖鑑 ; 10) .-

- ISBN 978-986-461-299-4 ( 平 裝 ) 

NT$630 普遍級  

1.CST: 氣象學 2.CST: 天氣  328  

1℃究竟有多熱? : 從溫室效應開始認

識全球暖化 / 克莉絲汀.沙瑪赫-史萊

柏(Kristina Scharmacher-Schreiber)文 ; 

史蒂芬妮 .瑪麗安 (Stephanie Marian)

圖 ; 賴雅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

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762-

743-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地球暖化 2.CST: 全球氣候變

遷 3.CST: 通俗作品  328.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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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獨立作家, 11107 .-- 

25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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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極端氣候與天氣事件回顧與分

析. 2021 : 狂風暴雨 : 季風槽對颱風

的影響 : 颱風結構與風力 / 黃紹欽, 

李宗融, 黃柏誠, 吳宜昭, 王安翔, 于

宜強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 111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6-3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氣象紀錄 2.CST: 氣象災害 

3.CST: 颱風  328.9833  

臺灣極端氣候與天氣事件回顧與分

析. 2021 : 枯旱大地 : 百年大旱 : 2021

乾旱成因與影響 / 黃紹欽, 李宗融, 黃

柏誠, 吳宜昭, 王安翔, 于宜強作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 11106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6-3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氣象紀錄 2.CST: 氣象災害 

3.CST: 乾旱  328.9833  

物理 

超簡單物理課 : 自然科超高效學習

指南 / DK 出版社編輯群作 ; 蔡耀騰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85-3-9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330  

我的第一本電磁學 / 沙達德.凱德-薩

拉.費隆著 ; 愛德華.阿爾塔里巴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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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慶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56 面 ; 

29X29 公分 .-- ISBN 978-957-14-7480-

9 (精裝) 普遍級  

1.CST: 電磁學 2.CST: 通俗作品  

338.1  

化學 

食品分析實驗 / 王美苓, 周政輝, 晏文

潔合著 .-- 八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106 .-- 3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877-4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食品分析 2.CST: 食品檢驗 

3.CST: 實驗  341.91  

儀器分析 / Daniel C. Harris, Charles A. 

Lucy 原著 ; 方嘉德編譯 .-- 十版 .-- 新

北 市  : 鼎 隆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7696-4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儀器分析  342  

儀器分析原理與應用 / 施正雄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9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17-975-2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儀器分析  342  

實用有機化學 / 楊朝成, 王貴弘, 何文

岳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43-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有機化學  346  

漫畫化學 : 教科書裡的瘋狂實驗 / 崔

元鎬作 ; 姜俊求繪 ; 邱敏瑤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972-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化學實驗 2.CST: 漫畫  347  

3 小時「元素週期表」速成班! / 左卷

健男, 元素学たん作 ; 蔡婷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8 .-- 2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377-792-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元素 2.CST: 元素週期表  

348.21  

地質學 

海洋 100 問 : 最強圖解 X 超酷實驗 

破解一百個不可思議的海洋秘密 / 

潘昌志作 ; 陳彥伶繪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05-277-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海洋學 2.CST: 通俗作品  

351.9  

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 . 110 年度  = 

Marketing survey report of sand and 

gravel, 2021 / 經濟部礦務局土石管理

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礦

務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33-285-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砂石 2.CST: 調查統計  355.6  

因演化而消失?滅絕動物知識小百科 

/ 今泉忠明監修 ; 川崎悟司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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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88-9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古動物學 2.CST: 通俗作品  

359.5  

小朋友最愛的恐龍地圖 / 瑪格.錢寧

(Margot Channing) 著  ; 蘇 . 唐 寧 (Sue 

Downing)繪 ; 李雅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626-343-015-0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爬蟲類化石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59.574  

恐龍學的革命 : 揭露封印在化石中

的祕密,從顏色、行為到奔跑速度,科

學技術的革新如何改寫恐龍的歷史 / 

麥可.班頓(Michael J. Benton)著 ; 王惟

芬譯 .--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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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科普漫遊) .-- ISBN 978-

626-315-152-9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化石 2.CST: 動物演化 

3.CST: 古生物學  359.574  

生物學 

高效提升意識功能 : 探索生命始於

探索意識 = Greatly enhance the powers 

of consciousness : exploring life begins 

with exploring consciousness / Andy 

Shih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念力

覺醒生命文化推廣協會, 11108 .-- 1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433-1-

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2.CST: 宇宙論  

360  

醫師國考 Winner : 生物統計與公共

衛生學 / 林庭均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65-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生物統計學 2.CST: 公共衛生

學  360.13  

基礎與進階生物技術實驗 / 施養佳, 

張筱筠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高立

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2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3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實驗生物學 2.CST: 生物技術  

360.32  

漫畫生物 : 教科書裡的瘋狂實驗 / 任

赫作 ; 鄭喆繪 ; 鄭怡婷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968-4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實驗生物學 2.CST: 漫畫  

360.32  

生命為什麼如此神奇? : 周成功教授

的 13 堂探索之旅 / 周成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0 面; 23 公

分 .-- (科學天地 ; BWS185) .-- ISBN 

978-986-525-691-3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361  

圖解遺傳學 / 黃介辰, 馮兆康, 張一岑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21-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遺傳學  363  

怪獸科學萬事通 : 細胞啊!分裂吧!增

生吧! / 金成花, 權秀珍作 ; 元惠塡繪 ; 

林秋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

文化出版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8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88-9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細胞學 2.CST: 通俗作品  

364  

少年讀臺灣 : 臺灣生態 / 吳立萍作 ; 

阿曼, 張振松, 李憶婷繪圖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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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5-690-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生態教育 2.CST: 通俗作品 

3.CST: 臺灣  367  

野日記 / 近藤薰美子文.圖 ; 陳怡如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27-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生態學 2.CST: 通俗作品  

367  

種子笑哈哈 / 近藤薰美子文.圖 ; 陳怡

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 面; 30

公分 .-- 主要內容國語注音 .-- ISBN 

978-957-32-9626-3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生態學 2.CST: 通俗作品  

367  

*看不見的 V 世界 : 牽腸掛肚 : 諾羅

病毒 / 蔡佩倚文字 ; 高慧宇繪圖 ; 林

慧羚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媚之

典創藝企業社, 11106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1-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濾過性病毒 2.CST: 繪本  

369.74  

植物學 

詛咒與毒殺 : 植物的黑歷史 / 菲絲.印

克萊特(Fez Inkwright)著 ; 杜蘊慧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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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Mirror ; 

28) .-- ISBN 978-626-96096-5-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有毒植物  376.22  

動物學 

好奇心圖解大百科. 7, 動物世界 / 馬

裡 翁畢 耶 (Marion Billet), 海 倫康 凡

(Hélène Convert), 茱 利 梅 西 耶 (Julie 

Mercier), 艾 曼 紐 瑞 司 達 (Emmanuel 

Ristord)作.繪 ; 王晶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光點, 11107 .-- 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51-44-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動物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80  

神奇的動物建築師 / 艾米.切利克斯

(Amy Cherrix) 文  ; 克 里 斯 . 薩 沙 基

(Chris Sasaki)圖 ; 林大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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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 面 ; 28 公 分  .-- 

(Exploring ; 10) .-- ISBN 978-626-7069-

84-4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動物學 2.CST: 動物生態學 

3.CST: 棲息地 4.CST: 繪本  380  

動物如何生活 / 王晶 作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36 面; 

24X26 公分 .-- (知識圖鑑百科 ; 15) .-- 

ISBN 978-626-95729-4-6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動物 2.CST: 通俗作品  380  

動物園祕密列車 / 藤子.F.不二雄漫

畫 ;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 張東君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96 面; 21 公

分 .-- (哆啦 A 夢知識大探索 ; 6) .-- 

ISBN 978-957-32-9661-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動物園 2.CST: 動物學 3.CST: 

通俗作品 4.CST: 漫畫  380.69  

動物骨骼驚奇大解密 / 川崎悟司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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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44 面; 23 公分 .-- (愛生活 ; 126) .-- 

ISBN 978-986-5520-70-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動物解剖學 2.CST: 骨骼 

3.CST: 圖錄  382.1025  

危險生物爭鬥霸主 / 今泉忠明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68-03-5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動物圖鑑 2.CST: 通俗作品  

385.9  

墾丁海蛞蝓 : 生態小百科 / 邱郁文, 

蘇俊育作 .-- 初版 .--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1106 .-- 152 面; 

26 公分 .-- (墾丁國家公園) .-- ISBN 

978-626-7138-09-0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腹足綱 2.CST: 墾丁國家公園  

386.794  

台灣蝴蝶百科圖鑑 / 洪裕榮撰文.攝

影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7 .-- 496 面; 30 公分 .-- (自

然百科 ; 6) .-- ISBN 978-626-320-185-9 

(精裝) NT$1280 普遍級  

1.CST: 蝴蝶 2.CST: 動物圖鑑 3.CST: 

臺灣  387.793025  

鳥類風情畫 / 顏重威著 .-- 第一版 .-- 

臺 中 市  : 國 立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 

11106 .-- 3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60-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鳥類 2.CST: 動物攝影 3.CST: 

動物保育  388.8  

台灣特有鳥類手繪圖鑑 / 蔡錦文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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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8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562-0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鳥 2.CST: 動物圖鑑 3.CST: 臺

灣  388.833025  

人類學 

領導力腦科學 : 精進大腦適應性,優

化你的領導實用智慧 / 尼可拉斯.狄

米崔亞迪斯(Nikolaos Dimitriadis), 亞

歷 山 卓 斯 . 皮 斯 荷 約 斯 (Alexandros 

Psychogios)著 ; 駱香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55-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神經系統 2.CST: 認知心理學 

3.CST: 領導  394.9  

全腦人生 : 讓大腦的四大人格合作

無間 ,當個最棒的自己  / 吉兒 .泰勒

(Jill Bolte Taylor)著 ; 李穎琦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0 面; 21 公

分 .-- (心理勵志 ; S03) .-- ISBN 978-

986-525-692-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腦部 2.CST: 神經生理學 

3.CST: 生理心理學  394.911  

人體生理學 / 馬青, 王欽文, 楊淑娟, 

徐淑君, 鐘久昌, 龔朝暉, 胡蔭, 郭俊

明, 李菊芬, 林育興, 邱亦涵, 施承典, 

高婷玉, 張琪, 溫小娟, 廖美華, 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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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蔡昀萍, 顧雅真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6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44-6 (平裝) NT$790 普

遍級  

1.CST: 人體生理學  397  

*出發吧!人體探險隊 : 揭開身體消化

道、泌尿系統、骨骼肌肉、心臟血

管......不可思議的祕密 / 阿部和厚監

修 ; 卓文怡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7 .-- 48 面; 28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140-

31-4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人體生理

學 3.CST: 通俗作品  397  

從叢林到文明,人類身體的演化和疾

病的產生 / 丹尼爾.李伯曼(Daniel E. 

Liberman)著 ; 郭騰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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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496 面; 21 公分 .-- (科學

新視野 ; 113) .-- ISBN 978-626-318-

349-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人體生理學 2.CST: 人類演化  

397  

解剖生理創意教學 / 林自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大書局有限公司, 

11106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313-3-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人體生理

學 3.CST: 教學設計  397  

應用科學類 

總論 

新 興 能 源 產 業 年 鑑 . 2022 = 2022 

Emerging energy industry yearbook / 洪

德芳, 王孟傑, 陳志洋, 石蕙菱, 陳怡

靜, 許雅音, 吳秉洲, 楊舒喻, 康瑋帆, 

林亞萱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

國際策略發展所 ; 臺北市 : 經濟部技

術處發行, 11107 .-- 2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264-379-2 ( 平 裝 ) 

NT$6500 普遍級  

1.CST: 能源技術 2.CST: 產業發展 

3.CST: 年鑑  400.15058  

大開眼界!超好讀人類科技史 / 吳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760-7-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科學技術 2.CST: 歷史 3.CST: 

通俗作品  409  

醫藥 

全人照護 同願同行 : 花蓮慈院跨職

類實務與個案 / 花蓮慈濟醫院教學

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37-67-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醫學教育 2.CST: 全人教育 

3.CST: 健康照護體系  410.3  

助人,簡單且平凡 : 敘事醫學閱讀反

思與寫作 / 王雅慧編著 .-- 臺中市 : 王

雅慧出版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代理經銷, 11108 .-- 229 面; 21 公分 .-

- (醫學人文叢書系列 ; 10) .-- ISBN 

978-626-01-0217-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醫學教育 2.CST: 醫病關係 

3.CST: 文集  410.3  

開發實驗室檢測管理架構及罕病與

難 症 基 因 體 檢 測 給 付 政 策  = 

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 and 

reimbursement of genetic tests for rare 

and hard-to-diagnose diseases : 

regulatory strategies and policy / 論壇

「開發實驗室檢測管理架構及罕病

與難症基因體檢測給付政策」委員

會作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財團

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 [臺北市] : 衛

生福利部, 11107 .-- 25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37-21-5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實驗室 2.CST: 檢驗醫學 

3.CST: 品質管制 4.CST: 罕見疾病  

410.34  

智能型醫療用瘻管照護器具之研發

成果 / 邱小鳳作 .-- 桃園市 : 邱小鳳, 

11106 .--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6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療用品 2.CST: 醫療科技 

3.CST: 人工智慧  410.35  

智慧穿戴式物聯網之無線生醫晶片

系統開發模組原理與實作 / 李順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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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5-69-5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物醫學工程 2.CST: 醫療科

技 3.CST: 人工智慧  410.35  

國族、國醫與病人 : 近代中國的醫

療和身體 / 皮國立著 .-- 2 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09-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醫學史  410.92  

健康促進 / 許雅雯, 葉慧容, 黃戊田, 

林麗華, 吳敏欣, 洪于婷, 蔡新茂, 林

指宏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45-3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衛生教育  

411  

心轉,病自癒 : 五維一心養生法 / 蔡松

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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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3 公分 .-- (悅讀健康 ; 181) .-

- ISBN 978-626-96220-1-6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養生  411.1  

史丹佛大學專家教你打造不容易疲

勞的身體 / 山田知生作 ; 賴郁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 (Better ; 30) .-- ISBN 978-957-741-564-

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疲勞  411.1  

吳永志不一樣的對症調理飲食與調

息運動 / 吳永志著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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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432 面; 21 公分 .-- (悅讀

健康系列) .-- ISBN 978-626-96220-3-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養生 3.CST: 生

機飲食  411.1  

能量的悖論 : 失去幹勁時該怎麼辦? / 

史提芬.岡德里(Steven R. Gundry), 艾

蜜莉.格里文(Amely Greeven)著 ; 林潔

盈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文經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

分 .-- (Health ; 29) .-- ISBN 978-957-

663-808-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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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健康法 2.CST: 疲勞  411.1  

最強疲勞回復法 : 國家級體能訓練

師教你對抗慢性疲勞,打造不累體質 

/ 中野.詹姆士.修一作 ; 林巍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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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579-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疲勞  411.1  

改善體質,你只需要深~呼~吸~ : 鍛鍊

核 心 肌群 、調 整體 態、增 進 免疫

力......簡單&高效的健康捷徑! / 美木

良介著 ; 李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347-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呼吸法 2.CST: 健康法  

411.12  

肉食密碼 : 回歸人類本能的飲食法 / 

保羅.薩拉迪諾(Paul Saladino)著 ; 黃

亭蓉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416 面; 23 公分 .-

- (健康與飲食 ; 144) .-- ISBN 978-626-

320-212-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肉類食物 2.CST: 健康飲食  

411.3  

最強無鹽理論 : 法國料理名人 : 無鹽

才是最高級美味 / 松嶋啓介著 ; 羊主

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175-6-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411.3  

潘子明紅麴健康研究室 / 潘子明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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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Family 健康飲食 ; 52) .-- 

ISBN 978-626-96220-0-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紅麴菌 2.CST: 健康食品  

411.373  

健身毀了我的身體 / 宋永圭著 ; 林侑

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78) .-- ISBN 978-986-179-

75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健身運動  

411.71  

睡眠科學入門 : 為何總是睡不好?解

析睡眠與夢境、記憶的關係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伊之文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176 面; 26 公分 .-- (人人

伽利略系列 ; 31) .-- ISBN 978-986-

461-301-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睡得更聰明 : 讓你睡出好身體、好

健康和成功人生的二十一個策略  / 

尚恩.史蒂文森(Shawn Stevenson)著 ; 

周佳欣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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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i 健康 ; 59) .-- ISBN 978-

626-96057-3-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越吃越瘦的快速新陳代謝飲食 : 不

用計算卡路里,4 週減下 10 公斤! / 海

莉.潘洛依(Haylie Pomroy), 伊芙.愛丹

森(Eve Adamson)作 ; 江先聲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14 面; 23 公分 .-

- (優生活 ; 28) .-- ISBN 978-626-95865-

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飲食 3.CST: 

新陳代謝  411.94  

跟著柴姐一起滾!滾出逆齡好身材! : 

一天 30 分鐘,帶你開啟解放身心消除

疲勞、剷除贅肉的健康新生活 / 柴

智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5-605-

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運動健康 3.CST: 

健康飲食  411.94  

見證衛教一甲子 : 理論探索暨實務

推動 / 黃松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1107 .-- 34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98-5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衛生政策 

3.CST: 衛生教育 4.CST: 臺灣  

412.133  

醫事相關法規彙編(110 年 7 月版) / 

劉越萍總編輯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

部, 11107 .-- 1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7-37-6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醫事法規  412.21  

*看不見的 V 世界 : 炎炎夏日 : 腸病

毒 / 董逸華, 蔡佩倚文字 ; 黃璁毅繪

圖 ; 林慧羚總編輯 .-- 初版一刷 .-- 臺

北市 : 媚之典創藝企業社, 11106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51-

1-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腸病毒 2.CST: 傳染性疾病防

制 3.CST: 繪本  412.471  

*看不見的 v 世界 : 棘手難題-COVID-

19 / 吳蕙寧文字.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媚之典創藝企業社, 11106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51-0-

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病毒感染 3.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4.CST: 繪本  412.471  

看不見的 V 世界 : 雞犬不寧-人畜共

通傳染病 / 吳蕙寧文字.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媚之典創藝企業社, 

11106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51-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病毒感染 2.CST: 傳染性疾病 

3.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4.CST: 繪本  

412.471  

*看不見的 V 世界 : 蚊風色變-登革熱 

/ 蔡佩倚文字 ; 黃妤涵繪圖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媚 之 典 創 藝 企 業 社 , 

11106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51-4-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登革熱 2.CST: 蚊病媒 3.CST: 

病媒防制 4.CST: 繪本  412.4923  

影視業職業災害預防指引 / 何俊傑, 

楊芸蘋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

69-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職業傷病防治年報. 110 年 / 國立臺

灣大學附設醫院職業傷病管理服務

中心執行編輯 .-- 新北市 : 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 11106 .-- 14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6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病  

412.53  

換個方法學中醫 / 劉凱, 袁堂霞, 蔡雲

浩, 呂瑩, 牛英杰, 李堯垚編著 ; 陳勝

威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8 .-- 366 面; 21 公

分 .-- (中醫保健站 ; 111) .-- ISBN 978-

986-346-383-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醫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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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中 醫 藥 研 究 所 年 報 . 2021 = 

Annual report :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MOHW /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編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

究所, 11107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7-3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中醫藥管理 

3.CST: 文集  413.07  

慶雲閣醫學摘粹 / (清)慶雲閣著 ; 王

春月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383 面; 21 公

分 .-- (中醫保健站 ; 112) .-- ISBN 978-

986-346-385-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辨證論治  413.1  

臨證真傳 / 張顯臣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463 面; 21 公分 .-- (中醫保健站 ; 

113) .-- ISBN 978-986-346-384-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辨證論治  413.1  

醫經心悟記 : 中醫是這樣看病的 / 曾

培杰, 陳創濤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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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392 面; 22 公分 .-- (眾生 ; 

JP0184X) .-- ISBN 978-626-96138-7-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413.1  

*內經專題. 卷捌, 症徵學 / 莊宏達

作  .-- 二 版  .-- 臺 中 市  : 莊 宏 達 , 

11106 .-- 22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18-0 (上冊: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內經 2.CST: 研究考訂 3.CST: 

中國醫學  413.11  

氣血、經絡與健康 / 詹天賜編著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千佛山文教基金

會 ,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90488-3-5 (上冊:平裝) .-- ISBN 978-

986-90488-4-2 (下冊 :平裝 ) .-- ISBN 

978-986-90488-5-9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413.21  

先天經絡理療. 心靈篇 / 黃法華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易昇健康諮詢

中心, 先天經絡理療文化教育中心, 

11109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91-0-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經絡療法  413.912  

體感按摩 / 李侑青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 樹 林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08-58-1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按摩  413.92  

臨床中藥學. 3 : 各論 : 瀉下藥、袪風

濕藥 / 高學敏, 鍾贛生主編 .-- 臺北市 :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836-3-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藥學  414  

*醫護與健康科技線上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許麗敏, 黃安正, 陳苾婷, 李盈

青執行編輯 .-- 初版 .-- 宜蘭縣三星

鄉 :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106 .-

- 10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190-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學 2.CST: 醫療科技 3.CST: 

文集  415.07  

重 點 式 超 音 波 快 速 上 手  / John 

McCafferty, James M Forsyth 原著 ; 鄭

昌錡, 張玉喆, 林佩萱, 林俞任, 謝鎔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

社,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46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超音波學  415.2168  

人民至上 : 感悟和探索如何打赢下

一场更可怕的疫情战争 / 文国清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6 .-- 605 面; 26 公分 .-- 正體題名:

人民至上—感悟和探索如何打贏下

一場更可怕的疫情戰爭 .-- ISBN 978-

626-95816-5-8 (平裝) NT$970 普遍級  

1.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2.CST: 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 3.CST: 言論集  

415.23  

*看不見的 V 世界 : 變幻莫測 : 流感

病毒 / 蔡佩倚文字 ; 陳安慈繪圖 ; 林

慧羚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媚之

典創藝企業社, 11106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1-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流行性感冒病毒 2.CST: 繪本  

415.237  

停止打鼾 : 別讓打鼾影響你的生活

品質 / 邁克.迪爾克斯(Mike Dilkes), 亞

歷山大.亞當斯(Alexander Adams)作 ; 

劉又菘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21 公分 .-

- (健康百科 ; 57) .-- ISBN 978-626-320-

191-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打鼾 2.CST: 呼吸道疾病  

415.472  

胃酸疾病完整療癒聖經 : 從胃食道

逆 流 、過 敏到 憂鬱 、糖尿 病 、癌

症......竟都因胃酸不足所苦! / 強納

森.V.萊特(Jonathan V. Wright), 蓮恩.

萊納德(Lane Lenard)著 ; 余佳玲, 張家

瑞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3 公

分 .-- (健康 Smile ; 86) .-- ISBN 978-

986-5496-90-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食道逆流性疾病  415.516  

原態. 八之六 : 古典醫學(醫方明)人

體第二大腦: 大腸 / 游朱義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41-8-6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大腸疾病 2.CST: 肺臟疾病 

3.CST: 中醫  415.56  

內臟脂肪消除術 : 醫生教的最強減

脂法!不用忍耐也可以變瘦! / 栗原毅

著 ; 盧宛瑜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96) .-- ISBN 978-626-

320-18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類脂質代謝疾病 2.CST: 健康

飲食 3.CST: 減重  415.593  

孩子怎樣也講不聽?原因竟然是腎上

腺疲勞! : 有氣無力!過動沒定性!粗

心大意!早上起不來! / 本間良子, 本

間龍介著 ; 胡慧文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5-2-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腎上腺疾病 2.CST: 慢性疲勞

症候群 3.CST: 育兒  415.664  

控制飲食成功逆轉血糖值 / 陳彥甫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23-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糖尿病 2.CST: 食療 3.CST: 食

譜  415.668  

停止過敏 : 別讓過敏毀了你的人生 / 

邁克.迪爾克斯(Mike Dilkes), 亞歷山

大.亞當斯(Alexander Adams)作 ; 劉又

菘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健康百科 ; 58) .-- ISBN 978-626-320-

192-7 (平裝) NT$27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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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過敏性疾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74  

台灣腎病年報. 2021 = Kidney disease 

in Taiwan annual report / 許志成總編

輯 .-- 第一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財團

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腎臟醫學

會, 11106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7-22-2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腎臟疾病 2.CST: 衛生行政  

415.81  

失智症患者進食照護全指南 : 從認

知障礙到吞嚥障礙,到人生終點都能

安全由口進食的照護指引 / 野原幹

司著 ; 陳光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 出 版  : 大 雁 出 版 基 地 發 行 , 

11107 .-- 146 面; 30 公分 .-- 全彩圖

解 .-- ISBN 978-626-7045-40-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健康照護  

415.934  

養腦.不養老 : 腦科學家的逆齡健康

法 / 曾文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20 面; 21 公分 .-- (身體文

化 ; 174) .-- ISBN 978-626-335-629-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健腦法  

415.934  

找回阿茲海默的嗅覺記憶 : 以芳療

精油、蔬果等天然物質重啟患者的

多重認知與情緒力,法國自然派醫師

從神經生物、心理學與腦科學等面

向揭開阿茲海默的嗅覺之謎 / 尚-皮

耶.威廉(Jean-Pierre Willem)作 ; 莫居

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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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

418-4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阿茲海默氏症 2.CST: 嗅覺 

3.CST: 芳香療法  415.9341  

自己就做得到! : 1 日 5 分鐘,搞定自

律神經失調! / 伊藤克人監修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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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2 面 ; 23 公分  .-- (名醫圖解  ; 

AHD6013) .-- ISBN 978-626-7095-55-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415.943  

療癒創傷,我如何是我 : 多重迷走神

經的心理治療與應用  / 戴比 .戴娜

(Deb Dana)作 ; 陳中偉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心靈叢書 ; 8) .-- 

ISBN 978-986-95210-4-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2.CST: 心

理治療  415.943  

讓我陪著你 : 照顧服務員與精神病

患的夥伴關係 / 李天豪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70-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精神病患 2.CST: 健康照護 

3.CST: 照護服務員  415.95  

請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 用療癒系小

動物插畫和暖心話語,緩解憂鬱,重建

自信心,做自己的心理醫生 / 凱特.艾

倫(Kate Allan)著 ; 李曉燕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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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富能量 ; 

41) .-- ISBN 978-626-7046-93-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憂鬱症 2.CST: 心理衛生 

3.CST: 通俗作品  415.985  

請相信,你已經很棒了 : 用療癒系動

物插畫和暖心話語,增加勇氣,克服困

難,為強壯和聰明的自己加油 / 凱特.

艾倫(Kate Allan)著 ; 陳文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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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富能量 ; 

45) .-- ISBN 978-626-7046-97-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憂鬱症 2.CST: 心理衛生 

3.CST: 通俗作品  415.985  

胸口上的 V : 陳郁如的乳癌日記 / 陳

郁如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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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283-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乳癌 2.CST: 病人 3.CST: 通俗

作品  416.2352  

重訓傷害預防與修復全書 : 透過物

理治療視角,認識肌肉與骨骼功能障

礙與疼痛、重建基礎肌力、提升運

動表現 / 亞倫.霍什格(Aaron Horschig), 

凱文.桑塔納(Kevin Sonthana)著 ; 王啟

安, 王品淳, 李琬妍, 苗嘉琦翻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4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658-885-3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體能訓練 2.CST: 運動傷害 

3.CST: 復健醫學 4.CST: 健康照護  

416.69  

輕鬆自在.凍齡懷孕 : 想孕、不孕、

懷孕 / 徐明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160 面; 23 公分 .-- (Care ; 

67) .-- ISBN 978-626-335-56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殖醫學 2.CST: 懷孕 3.CST: 

不孕症  417.126  

產科超音波問題導向解析  / Amar 

Bhide, Asma Khalil, Aris T 

Papageorghiou, Susana Pereira, Shanthi 

Sairam, Basky Thilaganathan 原著 ; 蘇

國銘, 梁心怡, 陳宇軒, 尹志祥, 李易

良, 張嘉慶, 黃士庭, 李秀庭, 劉子榕, 

栗健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

書出版社, 11108 .-- 1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8-467-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產科 2.CST: 超音波診斷  

417.3  

希望治療 : 整合性癌症照顧,最新醫

療、心理與山林療癒 / 陳佳宏, 張睿

杰, 蔡惠芳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41-0-

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輔助治療法  

417.8  

奇蹟醫生陳衛華 20 年戰勝 3 癌! : 三

十二歲起連患三癌,奇蹟醫生痊癒活

過四十年的抗癌養生秘訣 / 陳衛華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名醫圖

解 ; 11) .-- ISBN 978-626-7095-58-4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養生 3.CST: 健康

法  417.8  

這樣吃,癌細胞消失的最強飲食法 : 

打造不生病體質的超級菜單 / 濟陽

高穗著 ; 賴惠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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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 144 面; 23 公分 .-- (Healthy ; 12) .-- 

ISBN 978-626-7087-43-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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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癌症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食療  417.8  

家族性澱粉樣多發性神經病變照護

手冊 = Brochure of familial amyloidotic 

polyneuropathy (FAP)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 

11106 .-- 164 面; 21 公分 .-- (罕見疾病

照 護 手 冊  ; 24) .-- ISBN 978-986-

93059-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罕見疾病 2.CST: 健康照護  

417.9  

世界第一簡單藥物動力學 / 大谷壽

一著 ; 陳朕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界 ; 270) .-- ISBN 

978-986-5408-98-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藥學  418  

進 階 藥 學 實 習 手 冊  = Guide to 

advanced pharmacy practice experience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主編 .-- 八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財團法人中

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11107 .-- 2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52-91-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藥學教育 2.CST: 教學實習  

418.03  

食藥史 : 從快樂草到數位藥丸,塑造

人類歷史與當代醫療的藥物事典  / 

湯瑪斯.海格(Thomas Hager)著 ; 陳錦

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1

公分 .-- (聯經文庫) .-- ISBN 978-957-

08-642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藥理學 2.CST: 醫學史  418.1  

研議流感抗病毒藥劑納入健保之可

行性 = The strategy and feasibility of 

enrolling influenza antiviral drugs into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benefits / 論

壇「研議流感抗病毒藥劑納入健保

之可行性」委員會作 .-- 初版 .-- 苗栗

縣竹南鎮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

院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11106 .-- 

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20-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藥學 2.CST: 流行性感冒病毒 

3.CST: 全民健康保險  418.285  

*自然療法創始.本草療法之母聖賀

德佳香草療法 : 春夏秋冬 120 帖身心

靈療癒處方 / 森 Wenzel 明華著 ; 胡

慧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175-5-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植物性生藥 2.CST: 芳香療法 

3.CST: 自然療法  418.52  

阿鎧老師 10 天就看到成效的感統遊

戲 / 張旭鎧著 .-- 3 版 .-- 臺北市 : 新

手父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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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08-19-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職能治療 2.CST: 感覺統合訓

練 3.CST: 兒童遊戲  418.94  

森林療癒力 : forest,for+rest,走進森林

讓身心靈休息、讓健康永續 / 余家

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LOHAS.樂活) .-- ISBN 978-

957-08-640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然療法 2.CST: 森林  

418.96  

*神聖知識 : 啟靈藥物與宗教經驗 / 

威廉.理察茲(William A. Richards)著 ; 

林瑞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

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239) .-- ISBN 

978-626-95318-9-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宗教療法 2.CST: 神經系統藥

物  418.982  

存在催眠治療  : 處境 .意識 .理論 = 

Existential hypnotherapy : situated 

consciousness theory / 李維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1 公

分 .-- (Master ; 81) .-- ISBN 978-986-

357-243-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催眠療法 2.CST: 現象學  

418.984  

榮格取向藝術治療 : 夢、意象和分

析心理學指南 / 諾拉.史旺-福斯特

(Nora Swan-Foster)著 ; 丁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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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0 面; 23 公

分 .-- (遊藝。療心 ; 3) .-- ISBN 978-

626-318-345-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藝術治療 2.CST: 精神分析學  

418.986  

撫平焦慮與委屈受傷的情緒素描  : 

把內在感受投射紙上,釋放身體負能

量,為自己找回平靜、自在與放鬆 / 

希拉.達西(Sheila Darcey), 瑞秋.史密

斯(Rachel Smith)著 ; 蔡心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99-8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藝術治療 2.CST: 心理治療 

3.CST: 素描  418.986  

歡喜心是良藥 : 傾聽眷村裡的老故

事 / 羅時瑋, 關華山, 梁翠梅, 鄭月妹

作 ; 鄭月妹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95-5-

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藝術治療 2.CST: 訪談 3.CST: 

老人  418.986  

輔仁大學音樂治療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2 / 林歆敏, 施美妃, 張嘉

凌 , 楊 雅 勳 , 鄭 椀 云 , Pornpan 

Kaenampornpan 等作  ; 孫樹文總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出版

社, 11107 .-- 208 面; 23 公分 .-- (輔仁

大學研究叢書 ; 236) .-- 部分內容為

英文 .-- ISBN 978-986-0729-4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音樂治療 2.CST: 文集  

418.98607   

顯化心願的寶石魔法 : 康寧罕大師

用水晶、礦石、金屬的魔法力量讓

你達到目標,體驗美好的轉變 / 史考

特.康寧罕(Scott Cunningham)著 ; 舒靈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

社, 11108 .-- 264 面; 23 公分 .-- (療癒

之光 ; 4) .-- ISBN 978-626-96312-0-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另類療法 2.CST: 水晶 3.CST: 

寶石  418.99  

排酸療法 DIY : 找回你的自癒力 / 施

銘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1-271-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民俗療法  418.991  

神奇藥繪. 2 : 日本醫師結合麥達昶立

方體的最新能量圖騰創作!消除不適、

激發潛能、提升運勢,守護身心健康 

/ 丸山修寬監修 ; 黃薇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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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80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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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489-671-4 ( 平 裝 ) 

NT$310 普遍級  

1.CST: 另類療法 2.CST: 圖騰 3.CST: 

能量  418.995  

*純露芳療全書 : 涵養植物靈魂的能

量之水,療癒身心的生命之泉 / 綠蒂

亞.波松(Lydia Bosson)著 ; 田淑婷, 陳

素麗, 楊幸蘋, 歐陽瑞聰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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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24 面; 28 公分 .-- (taste ; 

9) .-- ISBN 978-986-384-738-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奧地利奶奶給妳的居家芳療小藥舖 : 

初經小科普、經前症候群舒緩指南、

懷孕前中後期小百科、更年期身心

步調調適方法,女性一生荷爾蒙平衡

的溫柔陪伴。 / 英格麗.克蘭迪恩-用

(Ingrid Kleindienst-John) 著  ; 陳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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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16 面; 23 公分 .-

- (Self heal ; 7) .-- ISBN 978-626-7092-

55-2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婦女健康  

418.995  

聽情緒說 / 鄭雅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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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94-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3.CST: 情緒管理  418.995  

當我們童在醫起 : 瑞信兒童醫療基

金會的理念與實踐 / 裴凡強採訪撰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瑞信

兒童醫療基金會, 11108 .-- 21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08-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  

419.333  

醫剎 / 楚傾城著 .-- 初版 .-- [花蓮縣吉

安鄉] : 沃帝華科學藝術, 勝驛璽月文

化事業, 11109 .-- 19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5767-1-5 ( 平 裝 ) 

NT$690 普遍級  

1.CST: 醫療糾紛 2.CST: 醫療過失 

3.CST: 醫病關係  419.49  

教育部輔大跨領域設計思考 : 凝距

(聚)零距離 : 健康永續 A 類苗圃計畫 

= Cohesion with zero distance : miao pu 

project for sustainable healthy life / 江漢

聲總策劃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

學出版社, 11107 .-- 274 面; 23 公分 .-

- (輔仁大學叢書 ; 147) .-- ISBN 978-

986-0729-4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康照護 2.CST: 健康醫療業  

419.7  

陪伴手冊 : 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 / 陳

金鈴, 袁慧文, 王冠瑾, 林羽翊編輯 .-- 

三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106 .-- 14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35-1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居家照護服

務 3.CST: 照顧者  419.71  

身體檢查與評估技術手冊 / 李書芬, 

李靜雯, 劉清華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永大書局有限公司, 11108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13-0-

8 (平裝) NT$140 普遍級  

1.CST: 護理評估 2.CST: 護理診斷 

3.CST: 健康檢查  419.812  

手術室護理 = Operating room nurisng / 

伍雁鈴, 吳秋燕, 張玉珠, 劉棻作 .-- 四

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66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手術室護理  419.821  

癌症病人多元整合照護手冊 / CACC

癌防中心工作群編撰小組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11107 .-- 18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52-90-2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腫瘤護理 3.CST: 

手冊  419.8234026  

守護生命 : 看顧生命的每一時刻 / 嚴

從毓, 蘇文浩, 黃銘源, 侯天崎, 張詩

吟, 黃淑真, 顏喜美, 林子琪, 陳玟璇, 

江戴圓, 張孔齡, 張怡惠, 沈芷怡, 張

毓玲, 任珮君, 陳冠蓉作 ; 李位鼎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使徒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關懷生命系列 ; 4) .-- ISBN 978-626-

95072-2-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安寧照護 2.CST: 生命終期照

護 3.CST: 生命教育 4.CST: 信仰治療  

419.825  

社區衛生護理學 =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 李怡娟, 洪淑君, 江貞紅, 杜

淑雲, 楊慧貞, 顏效禹, 沈桂枝, 王燕

慧, 李麗燕, 楊雅惠, 王淑諒作 .-- 五

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7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66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社區衛生護理學 / 陳靜敏, 方郁文, 陳

怡樺, 苗迺芳, 張淑芳, 何瓊芳, 李媚

媚, 張雯姈, 蕭伃伶, 吳美月, 謝佳容, 

彭秀英, 楊靜昀, 陳美滿, 鄧玉貴編

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6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46-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家政 

家政群專一 : 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攻略祕笈 / 黃惠鈴, 郭宜君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4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217-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家政  420  

聰明過日子之心不慌、手不抖、家

事一本就上手 / 許書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樂活 ; 

18) .-- ISBN 978-986-411-171-8 (平裝) 

NT$285 普遍級  

1.CST: 家政  420  

明清家政書與家庭經濟論的新發展 / 

周敘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

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11106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670-5-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家政 2.CST: 歷史  420.9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

學 系 畢 業 論 文 集 . 2022 = 2022 

undergraduate theses of Department 

Fashion Design and Merchandising / 謝

建騰, 王聆瑀, 吳鎧茹, 王得禎主編 .-- 

高雄市 :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

計與經營學系, 11106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629-433-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服裝設計 2.CST: 商業管理 

3.CST: 文集  4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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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顏聖經 : 結合中西醫、阿育吠陀

醫學的終極美顏解答 / 林孟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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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3-95-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生活指導  425  

全國美容科學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 

2022 = Conference of beauty science / 林

文雄, 蕭蓉禎, 顏雪娟編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3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62-876-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文集  425.07  

停止皺紋 : 別讓皺紋洩漏了你的年

齡 / 邁克.迪爾克斯(Mike Dilkes), 亞歷

山大.亞當斯(Alexander Adams)作 ; 林

孟欣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21 公分 .-- 

(健康百科 ; 59) .-- ISBN 978-626-320-

193-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皮膚美容學  425.3  

彩妝實務應用 / 呂秀齡著 .-- 臺北市 : 

卡 爾 儷 健 康 美 學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89-0-2 (平裝) NT$860 普遍級  

1.CST: 化粧術  425.4  

「看著學」解構剪裁 : 11 款漸變鮑

伯組合設計 / 福井達真作 ; 陳孟橋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僑妍國際有

限公司,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97-0-2 ( 平 裝 ) 

NT$1490 普遍級  

1.CST: 美髮 2.CST: 髮型  425.5  

TINA 指甲保養師/美甲藝術師 : 初級

與中級檢定流程攻略手冊 / 歐玟利

作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30-1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指甲 2.CST: 美容  425.6  

墨色藝術雜貨動手做 : 成熟時尚手

作小物,打造繽紛生活 / 兔書屋作 ; 林

芷柔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62-35-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手工藝  426  

沁藍 x 純白的夏日手作詩 : 特選海洋

印花布.塑膠布.網布,傳遞海風氣息

的清新手作。 / BOUTIQUE-SHA 授

權 ; 周欣芃, 瞿中蓮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112 面; 30 公分 .-- (Cotton 

friend 手作誌 ; 57) .-- ISBN 978-986-

302-634-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手工藝  426.3  

要優雅也要率性!小文青的輕旅穿搭

草帽&手織包 /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 

莊琇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愛鉤織 ; 51) .-- ISBN 978-986-

302-636-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工藝  426.4  

職人訂製口金包 : 北歐風格印花布 x

口金袋型應用 30 選 / 洪藝芳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104 面; 26 公分 .-- (製

包本事 ; 1) .-- ISBN 978-986-302-633-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手提袋 2.CST: 手工藝  426.7  

藝術拼布地平線展. 2022 = Horizons 

of art quilts / 林幸珍主編 .-- 初版 .-- 臺

南市 : 社團法人臺灣藝術拼布研究

會, 11107 .-- 14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20-1-1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作品集  

426.7  

Dollybird Taiwan. vol.6 / Hobby Japan

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62-30-2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洋娃娃 2.CST: 手工藝  

426.78  

小朋友的廚房 / 上田典子作 ; 林劭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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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26 公分 .-- (親子課) .-

- ISBN 978-626-7140-36-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3.CST: 親職

教育  427  

廚藝之鑰 : 完全掌握廚房,完美料理

食材 / 哈洛德.馬基(Harold McGee)作 ; 

鄧子衿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562-

67-0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

986-5562-68-7 (下冊: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物  427  

一看就會!日本男子天天上菜 : 60 道

日本家常味,零基礎也會做,平價超市

採買就能煮出道地日本風味! / Kazu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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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公分 .-- (五味坊 ; 127) .-- ISBN 978-

986-459-423-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427.1  

安部司的無添加魔法調味料 / 安部

司作 ; 許孟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369-7-

0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調味品  427.1  

香料香草風味全書 : 日本首席香料

師親授!完整掌握香料香草的調配知

識與料理祕訣! / 日沼紀子著 ; 許郁

文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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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224 面; 25 公分 .-- (Gooday ; 

MG0010X) .-- ISBN 978-626-7156-13-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香料 3.CST: 香料

作物  427.1  

減醣減脂 555 料理 : 自由配放心吃,

營養兼顧輕鬆瘦! / 主婦之友編 ; 周

子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3 公

分 .-- (Lohas 生活誌 ; 60) .-- ISBN 978-

986-371-36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食譜  427.1  

泰菜與你. II = Learn Thai cuisine with 

me. II = เรยีน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กบัฉัน. II / 時

時泰泰語資源中心編輯 .-- 新北市 : 

時時泰工作室, 11106 .-- 1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698-0-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泰國  427.1382  

了解原理就不會失敗!麵包入門必修

課 / K.K.baker 作 ; 龔亭芬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8 .-- 1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436-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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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甜點之路 = La route de patissier / 謝美

玲(Linda)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Catch ; 286) .-- ISBN 

978-626-7118-66-5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午餐吃什麼?料理長的便當提案 / 稻

村健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8-73-3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427.17  

有蛋就好吃 / Claire 克萊兒的廚房日

記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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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00 面; 23

公分 .-- (bon matin ; 143) .-- ISBN 978-

986-384-742-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蛋食譜  427.26  

Pasta : 義大利料理教父傳授廚師生

涯五十年最經典的義大利麵料理全

書  / 安 東 尼 奧 . 卡 路 奇 歐 (Antonio 

Carluccio)作 ; 陳思因翻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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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28 面; 25 公

分  .-- (Gooday ; MG0021X) .-- ISBN 

978-626-7156-12-4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麵食食譜 2.CST: 義大利  

427.38  

第一次就成功的麵食料理書! : 新手

就從這本開始,麵食教母靜格格手把

手親自示範 50 道料理,照著做就能立

刻上手,變化出多種美味麵食與甜點 

/ 靜格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5-

595-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麵食食譜  427.38  

天然氣泡酵素飲  / 彭秋婷, 方慧珠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3 公分 .-

- (加油讚 ; 3) .-- ISBN 978-986-5481-

27-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飲料 2.CST: 食譜 3.CST: 酵素  

427.4  

第 一 本 從 基 底 開 始 做 ! 手 調 飲 品

BOOK : 自製果醬 X 濃縮汁 X 糖漿 X

飲品粉 X 水果乾基底,調出 100 款經

典到創新的手作飲 / 申頌爾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

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552-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飲料 2.CST: 果醬  427.4  

日日咖啡日 / 鈴木樹監修 ; 林俞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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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悅滋味 ; 141) .-- ISBN 978-

986-5520-7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我的咖啡生活提案 / 陳春龍, 賽巴斯

汀.拉辛努(Sébastien Racineux)著 ; 林

琬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4 公

分 .-- (好日好食 ; 59) .-- ISBN 978-957-

658-881-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咖啡聖經 / 安妮特.穆德維爾作 ; 林晏

生, 邱鈺萱翻譯 .-- 再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7-793-9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兒科好醫師最新營養功能醫學 : 預

防、治療、照護 : 兒童異位性皮膚

炎、過動、自閉、尿床、身材矮小、

體重過輕、糖尿病、白血病 / 胡文

龍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175-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幼兒健康 3.CST: 

親職教育  428  

孩子的健腦操 : 消除 : 暴躁、賴床、

膽小、注意力不集中、姿勢不正確 / 

古久澤靖夫著 ; 胡慧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175-4-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推拿 3.CST: 按摩  

428  

孩子為什麼會這樣? : 從幼兒發展看

孩子的一般行為  / 林惠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社 , 

11106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61-697-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兒童發展 3.CST: 

認知發展  428  

蒙特梭利嬰幼兒課程與活動設計  / 

王川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士雅文

化有限公司, 11109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3680-8-7 (平裝) 

NT$13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蒙特梭利教學法  428  

寶寶主導式離乳法 : BLW 順應寶寶

天進食法,讓孩子自然「學會吃」! / 

吉兒.瑞普利(Gill Rapley), 崔西.穆爾

凱特(Tracey Murkett)著 ; 陳芳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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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3

公分 .-- (育兒通 ; SR0090X) .-- ISBN 

978-626-7008-20-1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3.CST: 

食譜  428.3  

寶寶主導式離乳法實作 : 130 道適合

寶寶手抓的食物,讓寶寶自己選擇、

自 己 餵 自 己 ! / 吉 兒 . 瑞 普 利 (Gill 

Rapley), 崔 西 . 穆 爾 凱 特 (Tracey 

Murkett)著 ; 陳芳智譯 .-- 2 版 .-- 臺北

市 : 新手父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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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8-21-8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3.CST: 

食譜  428.3  

原民式教養 : 席捲歐美,衝破百萬點

擊!跟狩獵、採集人學習如何教出高

情商、自信自主、抗壓性強的孩子 / 

麥克蓮.杜克萊夫(Michaeleen Doucleff)

著 ; 連婉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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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333-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跨文化研究  428.8  

*華德福經典遊戲書 / 金.約翰.培恩

(Kim John Payne)著 ; 姜佳妤, 李宜珊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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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9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子遊戲  

428.82  

顛倒看世界 : 我是誰? / MARUTAN

文.圖 ; 謝依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40 面; 18X18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12R)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17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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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快充卡哇醫 / 林于翔(阿毛醫師)

圖.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5-634-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家庭醫學  429  

醫學與保健 / 謝佩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16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

書 .-- ISBN 978-957-572-664-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家庭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429  

防疫必備芳療全書 / 史提芬妮.L.杜

里斯(Stephanie L. Tourles)作 ; 游釣雅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08 .-- 184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63) .-- ISBN 978-626-7065-65-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家庭衛生 2.CST: 居家環境衛

生  429.7  

農業 

(農會招考)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焦

點複習講義 / 江峰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7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會 2.CST: 法規  430.2  

*農業人力發展與創新推廣研討會論

文輯 / 蔡本原, 曾康綺, 楊嘉凌, 李紅

曦主編 .-- 第一版 .-- 彰化縣大村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 11106 .-- 100 面; 26 公分 .-- (臺中

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 第 145 號) .-- 

ISBN 978-626-7100-81-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農業推廣 2.CST: 人力資源 

3.CST: 農村教育 4.CST: 文集  

430.3907  

唯農最辛苦 / 王柏鐺編著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神農廣播雜誌社 , 

11107 .-- 186 面; 21 公分 .-- (神農廣播

文 學 叢 書  ; 62) .-- ISBN 978-626-

95475-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業史 2.CST: 詩歌 3.CST: 唐

代  430.92  

AI 農安心農 = Smart famrs / 財團法人

電訊 暨智 慧運 輸科 技發 展基 金會

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電

訊 暨 智 慧 運 輸 科 技 發 展 基 金 會 , 

11107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9522-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業經營 2.CST: 產業發展 

3.CST: 人工智慧 4.CST: 通俗作品  

431.2  

新北市農會一二 0 周年紀念特刊 / 王

德培, 尤吉利, 李鈺鐘, 林杏璇, 周國

榮, 周泰平, 翁啟二, 陳志銘, 陳惠珊, 

張麗梅, 趙家玉編輯委員 .-- 新北市 : 

新北市農會, 11106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315-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農會 2.CST: 新北市  431.51  

霧峰農會百年史 / 黃景建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11108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05-1-6 (平裝) NT$900 .-- ISBN 

978-626-96305-0-9 ( 精 裝 典 藏 版 ) 

NT$1500 普遍級  

1.CST: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2.CST: 歷

史  431.51  

藝油味境 : 檳榔廢園轉作油茶&印加

果栽培與應用 / 陽光基金會檳榔廢

園小組, 王明仁, 陳恆猷, 李雅琳, 楊

佐琦撰文 .-- 初版 .-- 苗栗縣三灣鄉 : 

有限責任苗栗縣福康油料作物生產

合作社, 11107 .-- 1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20-0-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油料作物 2.CST: 栽培  

434.15  

作物有機栽培管理技術 / 廖君達, 田

雲生, 李紅曦主編 .-- 第一版 .-- 彰化

縣大村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

區農業改良場, 11107 .-- 60 面; 19X20

公分 .-- (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 ; 第

203 期) .-- ISBN 978-626-7100-85-1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農作物 2.CST: 栽培 3.CST: 有

機農業  434.2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21 第二十六回 = 

The 26th Hwa-Fong National Bonsai 

Exhibition / 李庭儀總編輯 .-- 高雄市 : 

中華盆栽藝術全國總會, 11106 .-- 172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3238-4-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盆栽  435.11  

大村葡萄在地創生記錄 : 用影像記

錄大村葡萄的循環經濟 / 游曉慧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11107 .-- 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318-0-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葡萄 2.CST: 栽培  435.314  

花朵的祕密生命 : 解剖一朵花的美、

自 然 與 科 學  / 蘿 賽 (Sharman Apt 

Russell)著 ; 鍾友珊譯 .-- 五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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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563-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花卉  435.4  

室內觀葉植物精選特集 : 理想家居,

就從植栽開始! / TRANSHIP 著 ; 楊妮

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

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自然綠生

活 ; 22) .-- ISBN 978-986-99282-6-7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觀葉植物 2.CST: 栽培 3.CST: 

家庭佈置  435.47  

你認識這些樹嗎? / 多田多惠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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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95-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樹木 2.CST: 果實 3.CST: 植物

圖鑑  436.1111  

聆聽樹木的聲音 : 探巡行道樹的風

土歷史、綠化危機、種植技法與都

市微氣候之間的連結 / 詹鳳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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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96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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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人文 ; 27) .-- ISBN 978-626-310-

26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行道樹  436.133  

畜牧 : 牛與鹿的飼養與管理 / 范揚廣, 

廖曉涵, 楊錫坤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9-3327-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畜牧學  437  

別跟狗爭老大 : 瞭解狗格,人狗共享

好關係 / 派翠西亞.麥克康諾(Patricia 

B. McConnell)著 ; 黃薇菁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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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Pet blog ; 1) .-- ISBN 978-626-318-348-

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3.CST: 動

物行為  437.354  

我家貓咪要好好到老!貓咪的高品質

樂活養生事典 / 臼杵新作 ; 黃筱涵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8 .-- 15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37-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437.364  

第一次養天竺鼠就上手 / 田向健一

作 ; 林芷柔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38-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天竺鼠 2.CST: 寵物飼養  

437.394  

畜牧. 家禽篇 / 許振忠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19-332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家禽飼養 2.CST: 疾病防制  

437.7  

水產試驗所年報. 2021 年 = Fishers 

Research Institute annual report. 2021 / 

蔡惠萍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11106 .-

- 1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00-80-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

所  438.03  

螯蝦新世界. 2022. 二部曲 = Crayfish 

sky / 余恒興(余小蝦)作 .-- 新北市 : 台

灣魚雜誌社, 11106 .-- 37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406-8-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產養殖 2.CST: 蝦  438.662  

小農申設農產初級加工場指南 / 陳

曉菁, 鄭智遠, 沈家儀, 彭思錦, 張錦

興, 楊宏瑛, 王仕賢作 .-- 臺南市 :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1107 .-- 52 面; 26 公分 .-- (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技術專刊 111-1 ; 177) .-- 

ISBN 978-626-7100-83-7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1.CST: 農產品加工 2.CST: 工廠管理 

3.CST: 食品衛生管理  439  

職人麵包店的秘密法則 / 呂昇達, 吳

宗諺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6 公

分 .-- (Baking ; 11) .-- ISBN 978-986-

5481-29-2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39.21  

工程 

基礎工程 / Braja M. Das, Nagaratnam 

Sivakugan 原著 ; 黃安斌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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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53-5-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礎工程  440.1  

工程數學 / 姚賀騰編著 .-- 三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30-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工程數學  440.11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2, 拉式轉

換與傅立葉 / 林振義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29-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工程數學  440.11  

圖解專利法 / 曾勝珍, 嚴惠妙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98-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專利法規  440.61  

實戰 UX 工作現場 : 創造更有價值的

服務 / 松薗美帆, 草野孔希原著 ; 沈

佩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3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系統設計  

440.8  

Autodesk Inventor 2022 特訓教材. 基

礎篇 / 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43-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工程圖學 2.CST: 電腦軟體  

440.8029  

好奇心圖解大百科 . 8, 建築工程  / 

Pascale Hédelin 作 ; Robert Barborini, 

Benjamin Bécue, Pierre Caillou, Jean-

Sébastien Deheeger 繪 ; 王晶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07 .-- 9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7051-45-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441  

臺灣建築學會第 34 屆建築研究成果

發表會暨第 6 屆全國建築設計教學

與建築教育論壇論文集 .-- 臺北市 : 

臺灣建築學會, 11106 .-- 6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5901-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文集  441.307  

新竹縣縣定古蹟新湖口公學校講堂

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黃蘭

翔計畫主持 ; 吳金鏞共同主持 ; 吳瑞

真, 李惠貞協同主持 .-- 初版 .-- 新竹

縣 竹 北 市  : 新 竹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 

11107 .-- 7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91-25-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0 普遍級  

1.CST: 學校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新竹縣  

441.422  

3D 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 謝仰泰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7 .-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

640-5 (平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建築物構造  

441.51  

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必學. 1 : 證照必勝

法規篇 / 陳鎔, 郭珮汝作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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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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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11107 .-- 392 面 ; 26 公 分  .-- 

(Designer class ; 13x) .-- ISBN 978-986-

408-832-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室內設計 

3.CST: 施工管理  441.51  

木作工法百科 : 從基礎到進階,最強

圖解施作細節、流程工序、監工要

點一本全解。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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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3 公分 .-

- (Solution ; 139) .-- ISBN 978-986-408-

834-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施工管理 

3.CST: 木工  441.52  

哇!這是怎麼蓋出來的? : 怎麼蓋得高、

不會倒,跨領域誕生的偉大工程,建立

STEAM 素養,認識世界建築的科學與

歷史 / 羅瑪.艾葛拉瓦(Roma Agrawal)

著 ; 凱蒂.希基(Katie Hickey)繪 ; 王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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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80 面; 

31 公分 .-- (小麥田繪本館) .-- ISBN 

978-626-7000-67-0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建築物構造 

3.CST: 青少年讀物  441.52  

鋼 結 構建 築物 耐震 能力初 步 評估

PSESSB : 理論背景與系統操作 / 蔡

益超, 宋裕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 

11107 .-- 2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3983-7-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鋼結構 2.CST: 建築物 3.CST: 

防震 4.CST: 系統分析  441.571029  

一輩子用得上的尺寸事典,全能住宅

裝修必備 / X-Knowledge 著 ; 林詠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8 .-- 148 面; 26 公分 .-- 

(Idea life ; 36) .-- ISBN 978-986-136-

63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室內設計 

3.CST: 空間設計  441.58  

金門瓊林 179 號、203-1 號傳統建築

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賴意升計畫

主持 .-- 第一版 .-- 金門縣金寧鄉 : 金

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 11107 .-- 冊 .-- 

ISBN 978-986-5468-77-4 (全套:精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建築物維修 

3.CST: 古蹟修護 4.CST: 福建省金門

縣  441.59  

高雄市歷史建築柯旗化故居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 / 李文環計畫主持 ; 林蕙

玟, 黃朝煌共同主持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107 .-- 4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1-04-

2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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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9  

後拉法預力施工技術手冊 / 財團法

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社團法人台灣後

拉預力學會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桃園

市] :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655-566-4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橋樑工程 2.CST: 施工管理 

3.CST: 預力混凝土  441.8  

橋梁換底工程 : 重生與薪傳. 第一冊, 

濁水溪台 1 線溪州大橋及 145 線西

螺大橋 / 高明哲, 林呈撰文 .-- 臺中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11109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20-0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1.CST: 橋梁工程 2.CST: 施工管理  

441.8  

氧化碴使用手冊 / 賴宇亭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11106 .-

- 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

1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舖面工程 2.CST: 工程材料  

442.2  

焚化再生粒料使用手冊 / 賴宇亭總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11106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1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舖面工程 2.CST: 工程材料 

3.CST: 廢棄物利用  442.2  

再生再利用材料相關法規彙編 / 賴

宇亭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

工務局, 11106 .-- 1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15-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舖面工程 2.CST: 工程材料 

3.CST: 再生 4.CST: 法規  442.2023  

*軌道系統規範與實務 EN 50126-2 / 

林仁生編著 .-- 高雄市 : 亞立欣科技

有限公司, 11106 .-- 225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986-98647-4-9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鐵軌 2.CST: 鐵路安全 3.CST: 

運輸系統  442.52  

滯洪池兼作水資源運用之可行性工

程規劃  = Planning study on multiple 

purpose stormwater detention basins for 

water resources / 李祖川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規劃試驗所, 11106 .-- 3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284-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防洪工程 2.CST: 水資源管理  

443.62  

盈運.轉變萬千 : 石門水庫營運時期

檔案故事 / 江明郎. 黃國文總編輯 .-- 

第一版 .-- 桃園市 : 經濟部水利署北

區水資源局, 11106 .-- 25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3-283-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利工程 2.CST: 歷史檔案 

3.CST: 石門水庫  443.6433  

翡翠水庫創新與精進全紀錄 : 104-

111 年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施政成果

彙編 / 周伯愷, 羅克信, 黃世欽, 丁榮

堂, 張君輔, 孫建哲, 曾瑞文, 林保隆, 

賴丞賦, 許元郎, 戴廷育, 洪章哲, 梁

逸帆, 劉建廷, 陳豪雷, 高儷瑛, 謝宗

翰, 黃律維, 莊子罡, 潘品臻編輯 .-- 新

北市 :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11107 .-

- 28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2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管理 2.CST: 翡翠水庫  

443.6433  

機械工程概論 / 章哲寰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23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械工程  446  

冷凍空調實務(含乙級學術科解析) / 

李居芳編著 .-- 十一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44-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冷凍 2.CST: 空調工程  

446.73  

Maker Tools 首部曲 : 創意工具箱 / 目

川文化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

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2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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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46-5-8 (平

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手工具 2.CST: 通俗作品  

446.842  

CNC 綜合切削中心機程式設計與應

用 / 沈金旺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240-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械工作法 2.CST: 電腦程式

設計 3.CST: 切削機  446.893029  

汽車維修技能全程圖解 / 周曉飛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8 .-- 39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70-440-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汽車維修  447.164  

離岸風力發電 / 約翰 泰威德爾(John 

Twidell), 葛 塔 諾  高 迪 (Gaetano 

Gaudiosi)作 ; 國立台灣大學工程科學

及海洋工程系翻譯編輯群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科學視

界 ; 272) .-- ISBN 978-626-7172-01-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風力發電  448.165  

乙級工業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試題解

析 / 陳文軒, 王正偉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安耐美國際智慧節能科技

工程有限公司, 11106 .-- 4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306-1-6 (平裝) 

NT$588 普遍級  

1.CST: 電力配送  448.3  

電 子 材 料 產 業 年 鑑 . 2022 = 2022 

Electronic materials industry yearbook / 

張崇學, 陳靖函, 林一星, 呂學隆, 王

星淳, 王孟傑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

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

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 臺北市 : 經

濟部技術處發行, 11107 .-- 3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382-2 (平裝) 

NT$6500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工程材料 

3.CST: 年鑑  448.614058  

看圖讀懂半導體製造裝置 / 菊地正

典監修 ; 張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184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界 ; 271) .-- ISBN 

978-626-7172-00-1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半導體  448.65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環境工程 / 周明顯, 王建明, 黃建宏, 

張簡水紋, 周仁申, 莊桂鶴, 林信一, 

劉乃維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7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環境工程  445  

都市更新條例要義 / 許献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75-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都市更新 2.CST: 土地法規  

445.1023  

映劃臺北 : 20 個公辦都市更新的時

光紀行 = Project Taipei : 20 scenes of 

urban renewal / 黃令名, 張子若撰稿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1107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28-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都市更新 2.CST: 都市計畫 

3.CST: 臺北市  445.133/101  

空氣汙染防制 : 理論及設計 / 鄭宗岳, 

鄭有融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47-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空氣汙染防制  445.92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 楊振峰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23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2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空氣汙染 2.CST: 空氣汙染防

制  445.92  

淨零碳排關鍵議題與發展趨勢分析 

= 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 analysis / 蕭

子訓, 陳治均, 劉家介, 何心宇, 施舜

耘, 張凱傑, 溫麗琪, 鄭伊庭, 卓彥均, 

王怡方, 許桂芬, 楊海嵐, 潘俊良, 近

岡 裕 , 高 市 清 治 , NIKKEI 

MONOZUKURI 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1107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81-872-2 (平裝) NT$14000 普遍

級  

1.CST: 碳排放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綠色企業  445.92  

綠色經濟學碳中和 : 從減碳技術創

新到產業與能源轉型,掌握零碳趨勢

下的新商機 / 前田雄大著 ; 童小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 (SDGs 系列講堂) .-- ISBN 978-626-

329-34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碳排放 2.CST: 綠色經濟 

3.CST: 產業發展  445.92  

機會與未來 : 邁向淨零關鍵課題 = 

Opportunities and the future : key issues 

towards net zero / 賴奇厚, 施孟芬, 汪

浩, 林英杰, 黃蕙荃, 湯可弘合著 .-- 臺

中 市  : 逢 甲 大 學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 

11106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843-7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碳排放 2.CST: 空氣汙染防制 

3.CST: 環境保護 4.CST: 文集  

445.920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

局施政年報. 110 年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

局, 11106 .-- 2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8-66-1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

學物質局 2.CST: 施政報告  445.99  

礦冶 

黃金之書 : 黃金國真的存在嗎?為了

黃金人頭落地仍前仆後繼?揭開人類

史上最魔力的黃金傳說 / 蕾貝卡.左

拉克(Rebecca Zorach), 小麥可.菲利普

(Michael W. Philips Jr.)著 ; 黃懿翎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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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9-12-6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黃金 2.CST: 歷史  453.1  

應用化學；化工 

化工與材料概論 / 吳和生, 楊鴻銘, 廖

建勛, 陳博彥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37-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化學工程  460  

看圖學巧克力 : 調溫.塑形.裝飾,圖解

巧 克 力 技 巧 全 書  / 梅 蘭 妮 . 杜 普

(Mélanie Dupuis)作 ; 韓書妍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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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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6 公分 .-- (Sasugas ; 

64) .-- ISBN 978-986-289-736-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巧克力 2.CST: 點心食譜  

463.844  

臺灣天然漆百年史 / 徐玉富, 徐苑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客家出版

社, 11107 .-- 600 面; 26 公分 .-- (產業

與工藝叢書 ; 3)(客家產業與工藝 ; 

1) .-- ISBN 978-986-99081-1-5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天然漆 2.CST: 漆藝 3.CST: 歷

史 4.CST: 臺灣  465.609  

凝香,手工純露與精油的萃取工藝 / 

余珊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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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831-7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植物油脂 2.CST: 香精油  

466.171  

美容藥粧學 / 蔡文玲, 賴雅韻, 丁秀玉, 

陳柏翰, 陳柏宏, 李雅婷, 吳建一編

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106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73-6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化粧品 2.CST: 美容 3.CST: 皮

膚用藥  466.7  

香氛學 / Gestalten 作 ; 韓書妍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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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9-427-6 (精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香水  466.71  

平面顯示器  / Jiun-Haw Lee, I-Chun 

Cheng, Hong Hua, Shin-TsonWu 原著 ; 

陳佳勳, 林伯彥編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36-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顯示器 2.CST: 工業技術  

469.45  

製造 

Arduino 程式設計 / 洪國勝, 王丹君, 

蔡懷文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泉勝

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ISBN 

978-986-99632-1-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50 .-- ISBN 978-986-99632-2-0 (第

2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986-

99632-3-7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電腦 2.CST: 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ESP32 微處理機實習與物聯網應用 / 

劉政鑫, 莊凱喬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8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處理機 2.CST: 物聯網  

471.516  

腐蝕及其防制 / 柯賢文, 王朝正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7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8-248-3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作法  472.16  

玩轉創意雷雕與實作 : 使用 LaserBox

激光寶盒 / 許栢宗, 木百貨團隊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0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印刷術  477.7  

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

38 屆  = Proceedings of the 38th 

Symposium on Fiber and Textile 

Technology / 謝建騰主編 .-- : 中華民

國紡織工程學會, 11106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869-4-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纖維工業 2.CST: 紡織 3.CST: 

文集  478.07  

人物模型之美 : 辻村聰志女性人物

模 型 作 品 集  = Sculpture beauty's : 

Satoshi Tsujimura girls figure works / 辻

村聰志[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62-

32-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玩具 2.CST: 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台灣大型企業排名 TOP5000. 2022 =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in Taiwan. 2022 

/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作 .-- 第 52 版 .-- 臺北市 : 中華徵信

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90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705-5-4 (精

裝) NT$7000 普遍級  

1.CST: 工商企業 2.CST: 工商名錄 

3.CST: 臺灣  480.25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 周嵐瑩, 魏道駿, 

丁一倫, 張至忠, 黃瑞彩, 李蓓芬, 吳

奕德, 楊主恩, 鄭淑勻, 鄭信男, 張鳴

珊, 鄭經文, 蕭漢良合著 .-- 五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6 .-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878-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餐旅管理 2.CST: 人力資源管

理  483.8  

機械產業年鑑. 2022 = 2022 Machinery 

industry yearbook / 邱琬雯, 周暐程, 張

雯琪, 陳佳盟, 陳侑成, 黃仲宏, 熊治

民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

策略發展所 ; 臺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

發行, 11107 .-- 2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384-6 (平裝) NT$6500 普

遍級  

1.CST: 機械業 2.CST: 年鑑  

484.1058  

汽 機 車 產 業 年 鑑 . 2022 = 2022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industry 

yearbook / 蕭瑞聖, 謝騄璘, 曾郁茜, 蔡

宜君, 沈怡如, 李欣恩作 .-- 初版 .-- 新

竹縣竹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 臺

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 111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

378-5 (平裝) NT$6500 普遍級  

1.CST: 汽車業 2.CST: 機車業 3.CST: 

年鑑  484.3058  

成長與蛻變 / 林昌雄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42-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台灣飛利浦公司 2.CST: 電子

業 3.CST: 企業經營 4.CST: 組織管理  

484.5  

電子零組件暨顯示器產業年鑑. 2022 

= 2022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yearbook / 謝孟玹, 

董鍾明, 黃孟嬌, 呂學隆, 張淵菘, 張

宏毅, 陳昆彥, 周怡珊作 .-- 初版 .-- 新

竹縣竹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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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 11107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

383-9 (平裝) NT$8500 普遍級  

1.CST: 電子業 2.CST: 顯示器 3.CST: 

年鑑  484.5058  

*蕭克利與八叛徒 / 張瑞棋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5-263-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半導體工業 2.CST: 產業發展  

484.51  

半 導 體 產 業 年 鑑 . 2022 = 2022 

Semiconductor industry yearbook / 江柏

風, 李佳蓁, 范哲豪, 張雯琪, 陳靖函, 

彭茂榮, 黃嫈珺, 黃鈺媖, 黃慧修, 楊

啟鑫, 劉美君, 練惠玉, 鍾淑婷作 .-- 初

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

所  ; 臺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 , 

11107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64-380-8 (平裝) NT$6500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工業 2.CST: 年鑑  

484.51058  

通 訊 產 業 年 鑑 . 2022 = 2022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yearbook / 呂

珮如, 陳佳滎, 陳俊儒, 徐富桂, 黃鈺

媖, 楊玉奇, 楊欣倫, 葉逸萱作 .-- 初

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

所  ; 臺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 , 

11107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64-381-5 (平裝) NT$6500 普遍級  

1.CST: 通訊產業 2.CST: 年鑑  

484.6058  

石化暨特化產業年鑑 . 2022 = 2022 

Petrochemical and specialty chemical 

industry yearbook / 陳育誠, 邱純慧, 范

振誠, 張志強, 陳明君, 劉致中, 吳瑞

鳳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

策略發展所 ; 臺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

發行, 11107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377-8 (平裝) NT$8500 普

遍級  

1.CST: 石油化學業 2.CST: 年鑑  

486.5058  

玉華天寶 .新疆和闐玉 萬玉爭輝  = 

Oriental renaissance / 抱璞國際設計編

輯全組 , 中國新疆和闐玉 .寶石部 , 

Herbert 國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

部, 一溪堂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初版 .-- 臺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08 .-- 234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5567-9-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年 鑑 . 2022 = 2022 

Medical devices industry yearbook / 李

爾芳, 李旻軒, 吳劭易,林怡欣, 徐勤禎, 

張慈映, 劉家豪作 .-- 初版 .-- 新竹縣

竹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 臺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 11107 .-- 65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385-3 (平

裝) NT$6500 普遍級  

1.CST: 醫療器材業 2.CST: 年鑑  

487.1058  

禁斷惑星 / 高苦茶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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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221-3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書業 2.CST: 歷史  487.6  

服務業管理 / 顏昌華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64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

書 .-- ISBN 978-957-572-662-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服務業管理  489.1  

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 

2022 年第十五屆 = The 15th Property 

Management Conference 

proceeding(2022) .-- 臺北市 : 臺灣物

業管理學會, 11106 .-- 25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7525-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業管理 2.CST: 文集  

489.107  

商學 

*FBI 談判協商術 : 生活是一連串的

談判,跟著首席談判專家創造成功協

商 / 克里斯.佛斯(Chris Voss), 塔爾.拉

茲(Tahl Raz)著 ; 許恬寧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416 面; 20 公分 .-- (touch ; 

63) .-- ISBN 978-626-7118-6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談判 2.CST: 談判策略  

490.17  

清代中國商人與海商及其活動 / 松

浦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55 面; 21 公

分 .-- (人文系列 ; 102) .-- ISBN 978-

986-5600-64-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商業史 2.CST: 清代 3.CST: 中

國  490.92  

非 洲 台 商 群 英 錄  = The records of 

notable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in 

Africa / 陳德昇編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50 面; 23 公分 .-- 

(非洲研究系列 ; 3) .-- ISBN 978-986-

387-59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國外投資 

3.CST: 企業經營 4.CST: 訪談 5.CST: 

非洲  490.99  

抄好學 Email 書信大全 : 邊抄邊學

150 封商業 Email 範文! / 陳筱玲, 沈

志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8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203-1-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商業書信 2.CST: 商業英文 

3.CST: 商業應用文 4.CST: 電子郵件  

493.6  

高 等 會 計 學 新 論  = Advanced 

accounting / 林蕙真, 劉嘉雯著 .-- 第九

版 .-- 臺北市 : 証業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720 面; 26 公分 .-- (正業

會審專業叢書 ; 第 3 號) .-- ISBN 978-

626-96022-0-9 (上冊: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高級會計  495.1  

會計學 / 杜榮瑞, 薛富井, 蔡彥卿, 林

修葳著 .-- 8 版修訂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7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

1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會計學 2.CST: 問題集  

495.1022  

社群媒體行銷 / 曾祥景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

司, 11107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7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品牌行銷  

496  

故事力決定溝通力 : 演講簡報.廣告

創意.品牌行銷.設計思考的說故事技

巧完全指南  / 紀雍 .拉瑪(Guillaume 

Lamarre)著 ; 馬向陽譯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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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139-1-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說故事  496  

流 量 機 密  / 羅 素 . 布 朗 森 (Russell 

Brunson)著 ; 許玉意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73-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顧客關係管

理 3.CST: 電子商務  496  

滾動內容複利 : 從一本書、一首歌、

一部影片、一個品牌,打造你的基本

盤,持續變現、穩穩創收 / 萊恩.霍利

得(Ryan Holiday)著 ; 劉盈君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天

下財經 ; 464) .-- ISBN 978-986-398-

780-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品牌行銷  

496  

聚眾商機 : 互動 X 黏著 X 擴散, 9 步

思考打造高互動社團 / 貝莉.理查森

(Bailey Richardson), 黃 凱 文 (Kevin 

Huynh), 凱伊.埃爾默.索托(Kai Elmer 

Sotto)作 ; 張聖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56 面; 21 公分 .-- (Trend) .-- ISBN 

978-957-658-865-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社團 2.CST: 網路行銷 3.CST: 

社會行銷  496  

讓鳳梨暢銷的 20 種公式 : 不管是賣

鳳梨、賣琉璃還是賣水泥,統統都能

賣的行銷魔法書  / 師瑞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07-194-4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行銷策略  

496  

*掌握煩惱就大賣!惡魔行為經濟學 : 

解析隱藏在人氣背後,讓消費者心動

的 40 條法則 / 松本健太郎著 ; 劉曉

慈, 鄭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樂園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7 .-- 328 面; 21 公分 .-

- (Top ; 18) .-- ISBN 978-626-96025-2-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行銷心理學  496.014  

*顧客需求模型 : 行銷者的實用工具

書 = Customer need model(CM) / 賀柏

瑜(Benson Ho)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優理實業有限公司, 11107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548-6-5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消費者行為 2.CST: 消費心理

學  496.34  

O2O 保險銷售 : 遠距成交女王一次

公開線上線下 SOP 銷售與經營大法 

/ 黃明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99-63-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行銷心理學 

3.CST: 保險行銷  496.5  

賣什麼都成功 : MEDDIC 世界一流銷

售術 / 范永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庫 ; 206) .-

- ISBN 978-986-175-690-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全球運籌 : 國際物流管理 =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 龍道格(Douglas 

C. Long), 蘇雄義合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023-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流管理 2.CST: 供應鏈管理 

3.CST: 全球化  496.8  

來去世界各地逛市場 / 約瑟普.蘇卡

拉茨(Josep Sucarrats)文 ; 米蘭達.索芙

蘿尼歐(Miranda Sofroniou)圖 ; 范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4 面; 30 公

分 .-- (拜訪世界繪本) .-- ISBN 978-

957-32-9638-6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市場 2.CST: 通俗作品 3.CST: 

世界地理  498.7  

企業管理 

30 堂跨時代管理課 : 讀歷史、學領

導、懂決策 / 鍾憲瑞著 .-- 初版 .-- 嘉

義縣民雄鄉 :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出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63-0-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組織管理 

3.CST: 決策管理  494  

全球最先進 8 企業未來大策略 : 用

「數位 x 環保 x 公平」與消費者共

鳴的新時代 / 田中道昭著 ; 張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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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0 面; 

21 公 分  .-- (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 

BW0804) .-- ISBN 978-626-318-342-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大型企業 

3.CST: 個案研究  494  

超圖解系統思考  / 陶在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43-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系統分析  

494  

跟著大師做管理 : 十大管理聖經教

你如何打造優質企業 / 陳宗賢主講 ; 

吳青娥, 胡榮華整理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聖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8728-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職場成功法 

3.CST: 個案研究  494  

零碳實踐革命 : 厚植全球競爭力,再

造企業永續經營 / 松尾雄介著 ; 陳光

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中

國生產力中心, 11106 .-- 336 面; 21 公

分 .-- (價值創新系列 ; 23) .-- ISBN 

978-986-6254-97-0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綠色企業 2.CST: 企業社會學 

3.CST: 環境保護 4.CST: 地球暖化  

494  

管理學 / 魏中瑄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32 面; 26 公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655-3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管理學 = Management / 趙慕芬, 龍仕

璋, 林宥瑩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49-9-

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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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萬社長的高毛利經營術 : 北方達

人賣愈少、賺愈多,還能活過零營收

的祕密 / 木下勝壽作 ; 方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7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5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商業管理  

494  

你怎麼看待時間,決定你成為哪種人 : 

1000 位世界頂尖領導人的時間觀 / 

谷本有香著 ; 黃瑋瑋譯 .-- 再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7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5-42-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工作效率  

494.01  

時間活用術 / 吳惠璘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 208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268) .-- ISBN 978-626-320-184-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成功法  

494.01  

因為員工心思太複雜,所以需要管理

心理學 : 反彈效應 X 商業炒作 X 善

待對手,想在商場叱吒風雲,身為經理

人的你不可不知! / 周成功, 黃家銘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23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43-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管理心理學  494.014  

智慧商業管理 / 王翊和, 徐雅甄, 高鳳

儀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

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21-3-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494.029  

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2 第十七屆 = 2022 the 17th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 莊立民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國際

企業學系, 11106 .-- 600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96288-0-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國際企業 

3.CST: 文集  494.07  

師父的最後修練 : 創業者如何預見

圓滿終局 / 鮑.柏林罕(Bo Burlingham)

著 ; 洪慧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早

安財經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早安財經講堂 ; 101) .-- 

ISBN 978-626-95694-2-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中小企業管理  

494.1  

產品負責人實戰守則 : 從洞悉顧客

需求,到引領敏捷開發,韓國電商龍頭

頂尖 PO 教你打造好產品的決勝關鍵 

/ 金星翰著 ; 蔡佩君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7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策略管理  

494.1  

創業小白先修課 / 劉亦欣作 .-- 新北

市 : 多肯工作室, 11107 .-- 1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307-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策略規劃  494.1  

臺灣創育產業關鍵報告. 2022 年 = 

Taiwan's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startup ecosystem / 張筱祺, 王琬昀作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產業情報研究所, 11108 .-- 9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81-87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創意 3.CST: 

產業發展  494.1  

數據、真相與人生 : 前 Google 資料

科學家用大數據,找出致富、職涯與

婚姻的人生解答 / 賽斯.史蒂芬斯-大

衛 德 維 茲 (Seth Stephens-Davidowitz)

著 ; 李立心, 李力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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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新商

業周刊叢書 ; BW0806) .-- ISBN 978-

626-318-351-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策略管理 2.CST: 大數據 

3.CST: 資料探勘  494.1  

優勢創業 : 帶你突破僵局、把優勢

變成一門好生意的創業指南 / 陳政

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662-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1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學術與實務研討

會論文集. 2022 = CIMI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theories & applications / 朱

倖慧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中

華創新管理學會, 11106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551-9-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創意 3.CST: 

文集  494.107  

我想和你聊一聊  / 泰蕾絲 .休斯頓

(Therese Huston)著 ; 廖建容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天下

財經 ; 474) .-- ISBN 978-986-398-788-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組織管理 2.CST: 績效評估 

3.CST: 說話藝術  494.2  

為故事估值 : 華爾街估值教父告訴

你,如何結合數字與故事,挑出值得入

手的真正好股 / 亞斯華斯.達摩德仁

(Aswath Damodaran)作 ; 周詩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 (投資贏家系列 ; 61) .-- ISBN 978-

626-7014-62-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商務傳播 2.CST: 說故事  

494.2  

團隊變革工作手冊 / 吳兆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974-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組織 2.CST: 企業領導 

3.CST: 組織管理  494.2  

內部稽核 = Internal audit / 李寶珍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 11107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72-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內部稽核  494.28  

人力資源管理 / 魏郁禎, 黃櫻美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

公司, 11107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7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管理  494.3  

後疫情風險社會之人力資源再發展 / 

梁文慧, 王政彥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65-

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管理 2.CST: 風險管

理  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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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天思考致富 : 啟動意念的力量,活

出自己的人生 / 拿破崙.希爾作 ; 蔡仲

南, 謝宛庭, 劉大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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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416 面; 21 公分 .-- (i

生活 ; 29) .-- ISBN 978-626-96295-3-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3.CST: 財富  494.35  

FBI 教你辦公室讀心術 : 精通非言語

行為,成為升職加薪的熱門人選 / 喬.

納瓦羅(Joe Navarro), 東妮.斯艾拉.波

茵特(Toni Sciarra Poynter)著 ; 閻蕙群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

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Biz ; 

402) .-- ISBN 978-626-7123-85-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讀心術 

3.CST: 行為心理學  494.35  

成長勢能 : 做擅長的事,擴大影響力

與能力變現 / 任康磊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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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 (豐富  Rich ; 2) .-- ISBN 978-626-

96295-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成為自己的執行長 : 跟彼得杜拉克

學職涯規劃與自我管理 / 詹文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

分 .-- (Big ; 390) .-- ISBN 978-626-335-

63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494.35  

你今年加薪了嗎? : 謀職、加薪、升

遷、轉職,職場菁英全攻略 / 李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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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580-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沒人能躲過的第 10 年職場難關 / 河

野英太郎作 ; 黃怡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Think ; 240) .-- 

ISBN 978-626-7123-76-8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前往公司的路上我絕不用跑的 / 趙

勳熙作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44-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494.35  

*哈佛商業評論最有影響力的 30 篇

文章 / <<哈佛商業評論>>編著 ; <<哈

佛商業評論>>中文版特 約翻譯群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600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74) .-- 

ISBN 978-986-525-671-5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企業管理 

3.CST: 文集  494.35  

*思考圖譜 : 職場商場致勝祕笈 / 宣

明智, 燕珍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160 面; 23 公分 .-- (財經企

管 ; 772) .-- ISBN 978-986-525-669-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思考 

3.CST: 邏輯  494.35  

逆向思考的權謀心計 : 從<<反經>>

學習古人智慧,史上最容易操作的職

場厚黑學 / 王宇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7165-11-9 ( 平 裝 ) 

NT$499 普遍級  

1.CST: 長短經 2.CST: 注釋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4.35  

逆風前行 : 變動年代的職場新能力 / 

丁菱娟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Big ; 389) .-- ISBN 

978-626-335-565-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深呼吸後的管理學 : 專注力 x 正念力

x 心流論,讓你學會好好呼吸,輕鬆擁

有好業績! / 陳立偉, 魏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68-8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494.35  

會展管理概論 = The principle of MICE 

management / 錢士謙編著 .-- 6 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302-0-2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會議管理 2.CST: 展覽  494.4  

生產與作業管理 / 江梓安, 車振華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6 公分 .-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58-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生產管理 2.CST: 作業管理  

494.5  

EXCEL 品質管理 / 陳耀茂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5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995-0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品質管理 2.CST: EXCEL(電腦

程式)  494.56  

全面風險管理 : IAAMIS 風險管制圈 

= Total risk management : IAMMIS risk 

control circle / 韓慧林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凱林國際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328-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風險管理  494.6  

高效內化知識、輕鬆學以致用的神

速圖解法 / 日高由美子著 ; 鍾嘉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

分 .-- (翻轉學系列 ; 90) .-- ISBN 978-

986-507-921-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圖表 2.CST: 視覺設計  494.6  

財務管理 = Financial management / 劉

亞秋, 薛立言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023-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務管理  494.7  

ERP 企業資源規劃導論 / 國立中央大

學管理學院 ERP 中心著 .-- 六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2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資訊系統  494.8  

資訊管理 : 智慧化企業的核心競爭

能力 =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the strategic core competence of 

intelligent enterprise / 林東清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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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696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785-6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管理資訊系統 2.CST: 資訊管

理  494.8  

資訊管理 / Kenneth C. Laudon, Jane P. 

Laudon 原著 ; 董和昇譯 .-- 十四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21-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資訊系統  494.8  

社會科學類 

統計 

機器學習聖經 : 最完整的統計學習

方法 / 李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23-1 (平

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薯條每包有幾根?從漢堡店輕鬆學超

有趣的統計學! / 向後千春, 富永敦子

作 ;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3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2.CST: 通俗作品  

510  

圖解變異數分析  / 陳耀茂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61-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變異數分析  511.2  

用 JASP 完成論文分析與寫作 / 胡昌

亞, 楊文芬, 游琇婷, 黃瑞傑, 鄭瑩妮, 

王豫萱, 陳怡靜, 林義挺, 陳燕諭, 范

思美, 黃柏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95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統計套裝軟體 2.CST: 統計分

析  512.4  

教育 

教育概論 / 黃政傑, 王麗雲, 吳靖國, 

吳麗君, 唐淑華, 張芬芬, 張德銳, 張

鐸嚴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

中大學, 11108 .-- 4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75-1-2 ( 平 裝 ) 

NT$470 普遍級  

1.CST: 教育  520  

雙語教育完整手冊 : 一本教育主管、

教育學者、家長、學生的必備手冊 

= A complete bilingual education 

guidebook : for administrators, educators, 

parents, and students / 陳超明, 馬可珍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出版有限

公司, 11107 .-- 4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47-985-9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教育 2.CST: 雙語教育 3.CST: 

教育政策 4.CST: 課程規劃設計  

520  

身教時代 : 阿亮老師的正向教學力: 

運用策略,教養出有競爭力的孩子 / 

莊典亮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

創, 11107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5671-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哲學  520.11  

柔韌設計 : 跨越制約的教育創新法

則 / 陳蕙芬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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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微光成炬 : 慈濟教師聯誼會三十周

年 / 王月治, 王貴美, 王齡慶, 朱妍綸, 

朱妍綾, 李玲惠, 吳靜怡, 周明道, 施

金魚, 陳麗英, 張素卿, 張珮鳳, 張薰

方, 許玉鳳, 許淑輝, 曹芹甄, 曾玲麗, 

曾裕真, 黃湘卉, 葉瑞芬, 蔡白球, 蔡

藜旭, 盧春安, 謝素燕, 藍明姮作 ; 賈

俊國總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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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26-47-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與教師的討論 / Rudolf Steiner 作 ; 王

智弘, 尤清, 陳寶珠, 何修瑜, 張琴珮

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財團法

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11107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43-9-1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教育心理學 

3.CST: 文集  520.7  

丹麥 Super 老師這樣教! / 馬庫斯.班

辛 (Markus Bernsen), 吳 連 鎬 (Yeonho 

Oh)著 ; 祁怡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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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27-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3.CST: 丹麥  

520.9473  

最短時間,最高效率!50 個超效學習

法 / 井口晃著 ; 韓宛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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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12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45) .-- ISBN 978-626-318-

35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521.1  

A.P.P.教學法實用手冊 : 問題與專題

導向學習的引導攻略 / Benoît Raucent, 

Elie Milgrom, Christophe Romano 原作 ; 

卡艾瑋, 王玲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

計畫辦公室, 11106 .-- 132 面; 16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06-6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學理論 2.CST: 教學設計 

3.CST: 教學法  521.4  

授課教師主導觀課的理論與實務  / 

張德銳, 張民杰, 賴光真, 賴文堅, 王

金國, 王勝忠, 張文權, 呂淑娟, 張翠

雲, 連安青, 塗瑀真, 黃雅蘭, 黃心瑜, 

林昱丞, 曾勤樸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27-3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教學設計 2.CST: 教學理論  

521.4  

黑松愛地兒 : 教學點子手冊 / 財團法

人黑松教育基金會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黑 松 教 育 基 金 會 , 

11107 .-- 1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360-3-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創造思考教學 2.CST: 環境教

育 3.CST: 教學法  521.426  

*從府城到金門 : 在地素養與跨域視

野 / 林柏邑, 陳彥佑, 陳聖紘, 賴冠得, 

蔡貫丞, 高豐畯, 施品齊, 蘇詠軒, 汪

奕廷, 黃紀嘉, 陳佑誠, 涂桓瑋, 林傑

凱, 段鈞騰, 許佳龍, 楊秀蘭, 翁蕙君, 

詹濠先, 陳禹齊作 ; 楊秀蘭主編 .-- 臺

南 市  : 國 立 臺 南 第 一 高 級 中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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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1-5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戶外教學 2.CST: 中等教育 

3.CST: 福建省金門縣  521.54  

卓越 TA 帶你飛 : 助教培訓手冊 = To 

teaching excellence and beyond : 

teaching assistant training manual / 李維

晏, 葉姿伶, 江介維作 .-- 臺北市 : 國

立臺灣大學寫作教學中心出版 : 國

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6 .-- 240 面; 20

公分 .-- (寫作教學系列 ; 6) .-- ISBN 

978-986-5452-92-6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師資培育 2.CST: 教學法  

522.6  

世界八大超級謎團 / 保羅.馬丁(Paul 

Martin)作 ; 卡蜜兒.羅伊(Camille Roy)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84 面; 26 公分 .-- 

(貓偵探) .-- ISBN 978-957-521-572-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益智遊戲  

523.13  

準備上小學囉!. 1, 有趣圖解生活課 / 

榊原洋一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80

面; 26 公分 .-- (親子課) .-- ISBN 978-

626-7140-40-6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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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2  

準備上小學囉!. 2, 有趣圖解健康課 / 

榊原洋一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80

面; 26 公分 .-- (親子課) .-- ISBN 978-

626-7140-41-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衛生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健康行動--3-6 歲幼兒讀物  

523.2  

準備上小學囉!. 3, 有趣圖解社會課 / 

榊原洋一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80

面; 26 公分 .-- (親子課) .-- ISBN 978-

626-7140-4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523.2  

準備上小學囉!. 4, 有趣圖解數學課 / 

榊原洋一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80

面; 26 公分 .-- (親子課) .-- ISBN 978-

626-7140-43-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數學--3-6 歲幼兒讀物  

523.2  

準備上小學囉!. 5, 有趣圖解科學課 / 

榊原洋一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80

面; 26 公分 .-- (親子課) .-- ISBN 978-

626-7140-4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23.2  

3~6 歲在家就玩蒙特梭利 : 把握孩子

成長敏感期,最實務的個性化家庭教

育方案 / 尹亞楠, 吳永和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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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4-222-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蒙特梭利教

學法  523.23  

幼兒視覺藝術與美感教育 / 徐德成, 

孫麗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7-18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藝術教育 

3.CST: 美育教學 4.CST: 教學設計  

523.23  

我會說 ABC : 幼兒的生活認知英語

點讀繪本 / 麥克編輯部作 ; 陳雅玲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03-950-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詞彙書--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蛋殼蛋殼去哪裡? / 安娜蘇菲.包曼文 ; 

克萊兒.嘉哈隆圖 ; 陳郁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08 .-- 60 面; 20X22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51-

54-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認知學習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雞蛋雞蛋怎麼來? / 安娜蘇菲.包曼文 ; 

克萊兒.嘉哈隆圖 ; 陳郁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08 .-- 60 面; 20X22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51-

52-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認知學習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好好吃早餐 / 侯雅齡, 林美杏, 林俞君, 

郭威廷, 陳品璇, 許孟燕, 劉姿廷, 謝

怡萱, 龔亭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06 .-- 

74 面; 26 公分 .-- (閱讀理解策略 ; 2) .-

- ISBN 978-626-7106-66-2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小學教學 2.CST: 學習方法 

3.CST: 學習策略 4.CST: 初等教育  

523.3  

素養好問題 : 素養導向評量研發指

南 / 吳正新, 林裕峯, 吳添寶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 

11106 .-- 1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06-7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學研究 2.CST: 教學評量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  

閱讀理解策略. 1, 斑馬超市購物趣 / 

侯雅齡, 林美杏, 林俞君, 郭威廷, 陳

品璇, 許孟燕, 劉姿廷, 謝怡萱, 龔亭

如作 ; 侯雅齡, 江俊漢主編 .-- 初版 .-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06 .-- 66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06-65-5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閱讀指導 2.CST: 學習策略 

3.CST: 小學教學  523.3  

閱讀理解策略. 3, 來趣動物園 / 侯雅

齡, 林美杏, 林俞君, 郭威廷, 陳品璇, 

許孟燕, 劉姿廷, 謝怡萱, 龔亭如作 ; 

侯雅齡, 江俊漢主編 .-- 初版 .-- 臺中

市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 

11106 .-- 78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06-67-9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閱讀指導 2.CST: 學習策略 

3.CST: 小學教學  523.3  

*零的膠囊 : 第三十一屆專題研究論

文集 / 游靖希, 楊惠涵, 陳品叡, 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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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張宸語, 潘瑞妍, 林昕蓓, 蘇則澔, 

張原碩, 黃恩蕾, 田中泉, 楊子寗, 陸

奕安, 曾奕嘉, 陳孟澤, 林子惇, 施承

廷, 趙沁恩, 王妤如, 李柏均, 曾子芮

作 .-- 臺北市 : 臺北市西湖國民小學

資優班, 11106 .-- 532 面; 30 公分 .-- 

(PROJECT INSPIRE 研究叢書 ; 31) .-- 

ISBN 978-626-7144-22-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小學教學 2.CST: 文集  

523.307  

麗雲老師的修辭遊戲課. 1, 聯想搖滾

樂 / 陳麗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016-7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修辭學 

3.CST: 初等教育  523.311  

麗雲老師的修辭遊戲課. 2, 優美華爾

滋 / 陳麗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017-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修辭學 

3.CST: 初等教育  523.311  

晨讀 10 分鐘 : 用成語學寫作. 下, 作

文 / 李宗蓓作 ; 蘇力卡繪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5-262-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成語 3.CST: 

寫作法 4.CST: 小學教學  523.313  

晨讀 10 分鐘 : 用成語學寫作. 上, 日

記與生活週記 / 李宗蓓作 ; 蘇力卡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1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61-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成語 3.CST: 

寫作法 4.CST: 小學教學  523.313  

* 自 然 究 會 . 2022 = The power of 

science education / 江逸傑, 汪鴻玉, 林

信良, 邱意茵, 洪仁傑, 徐俊龍, 徐毓

慧, 翁昇豐, 高錦松, 許彩梁, 陳仁和, 

陳敬容, 黃乃文, 黃晴楨, 蔡佳雯, 鄭

文健, 戴明鳳, 謝甫宜, 魏秀玲作 ; 許

彩梁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07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61-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中小學教育  

523.36  

新北市自編雙語自然教材. 五年級 = 

New Taipei City bilingual program 

science-grade 5 / 歐人豪, 劉明超總編

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35-17-

4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然科 2.CST: 雙語教育 

3.CST: 教材教學 4.CST: 小學教學  

523.36  

海洋與戶外教育素養導向與雙語教

學學術研討會報告書暨論文集. 2022

年 / 范春源總編輯 .-- 臺東市 : 國立

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11106 .-- 1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54-9-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海洋學 2.CST: 戶外教學 

3.CST: 中小學教育 4.CST: 文集  

523.3607  

國小足球訓練教科書 / 呂桂花, 顏士

凱, 余祥義, 賴麗琴, 李彥廷, 張博翔

作 ; 焦佳弘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04-0-0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體育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足球  523.37  

新課綱健康與體育領域學術研討會

報告書暨論文集. 2022 年 / 陳玉枝總

編輯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

學系,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54-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體育教學 2.CST: 衛生教育 

3.CST: 中小學教育 4.CST: 文集  

523.3707  

動腦玩邏輯 / 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北市 : 長頸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64 面; 30 公分 .-- (素養

課程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5894-7-0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初等教育  523.38  

WOOSA / 109-110 學年度二年戊班全

體師生圖.文 ; 呂玉如主編 .-- 第一

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

民小學, 11106 .-- 2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1-01-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  

523.833/131  

建教生勞動人權/勞動權益. 111 / 黃

耀寬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07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6-71-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法規 2.CST: 建教合作 

3.CST: 論述分析  524.023  

國中素養解剖學閱讀素養策略指南 / 

林雯淑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307-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閱讀指導 

3.CST: 中等教育  524.31  

高中數學 iFun 學課堂講義. 一 / 蔡杰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2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數學瞬解 60 : 日本補教界名師解題

祕笈大公開 / 森圭示作 ; 陳識中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34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科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魔數學習單 : 從 108 課綱出發,給老

師備課、學生學習、家長共學的數

學書 / 莊惟棟, 王姈妃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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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

737-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課程綱要 

3.CST: 中等教育  524.32  

野外實察測驗與教學運用 : 以國際

地理奧林匹亞試題為例 / 陳怡碩, 葉

小慧, 黃玉容, 黃家俞, 鄭涵娟, 賴秀

茹著 ; 沈淑敏, 張峻嘉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11106 .-- 1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2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地理 2.CST: 中等教育 3.CST: 

教學法 4.CST: 問題集  524.34  

3 小時讀化學 : 高效掌握國高中基礎

化學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彭智敏

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25 公

分 .-- (少年伽利略 ; 28) .-- ISBN 978-

986-461-300-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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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化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學測化學 : 承先啟後關鍵科目,自然

組與社會組都要搶分! / 陳皇州, 林襄

廷, 施百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9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27-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化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游美藝境 : 央團藝術領域教材集. 1 / 

張超倫, 林美宏, 邱鈺鈞, 方美霞, 陳

育淳, 張釋月編著 ; 李其昌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76-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中小學教育  

524.37  

高中英語聽力 A 級必勝 : 15 回實戰

模 擬 試 題 (111 年 題 型 )( 試 題 + 中

譯 )(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 Joseph 

Schier, Brian Foden, Laura Phelps, 

Owain Mckimm, Rob Webb, Ruth Chong, 

Kim Weiners, Shara Dupuis,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 作 ; 黃詩韻, 

劉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41-

1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讀本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戰勝會考國中必備英語 2000 字 / 陳

豫弘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希伯

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67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寫給國中生的第一本書 : 教孩子一

生受用的 130 個智慧 / 林進材, 林香

河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19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7-924-

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中學生 2.CST: 學生生活 

3.CST: 學習方法  524.7  

天邊的學校 / 賀小晴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視界, 11107 .-- 2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0-7-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木里中學 2.CST: 歷史 3.CST: 

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  

524.8227/331  

夢想高教新視界 : 實驗高教的國際

視野 / 成虹飛, 戎培芬, 徐永康, 楊逸

帆, 詹志禹, 鄭同僚, 薛曉華, 謝小芩, 

鍾明倫作 ; 薛曉華主編 .-- 初版 .-- 新

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1106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434-8-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育制度 

3.CST: 文集  525.07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九期 / 呂立

德總編輯 .-- [高雄市] : 正修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1106 .-- 11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945-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期刊  

525.3305  

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 : 21

世紀大學理念的激盪與通識教育的

創 新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eral 

Education : the agitation of university 

ideas and the innov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 Lynn Pasquerella, 山田礼子, 黃俊傑, 

洪錫敏, Terry O'Banion, Cindy Miles, 

Susan Gano-Phillips, Aya Yoshida, 龐海

芍, 梁美儀, 鄭承峰, Yuet Keung Lo, 

LAM Man Ho Adrian, 江岷欽, 吳明蒼, 

許淑惠, 林玲嫺, 林郡微, 洪葳淳作 ; 

楊惟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世新

大學共同課程委員會, 11107 .-- 218 面; 

26 公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6060-48-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高等教育 

3.CST: 文集  525.3307  

*文化廣告曆 : 你要知道的那些事 廣

告學系的 365 天 / 郭佳惠圖 ; 陳依禪, 

李依潔文 .-- 初版 .-- 桃園市 : 張宜娟, 

11106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81-7 (平裝) NT$999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2.CST: 學校行政 3.CST: 學校管理  

525.6  

哲光熠熠 : 王如哲校長八年育典榮

光薪傳 / 王玲玲, 楊裕貿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07 .-- 141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8488-6-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王如哲 2.CST: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 3.CST: 校長 4.CST: 臺灣傳記 

5.CST: 教育行政  525.68  

北市大校園記憶 : 回首三世紀 / 校園

記憶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編著 .-- 臺北

市 : 臺北市立大學, 11106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2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北市立大學 2.CST: 歷史  

525.833/101  

大願。校史館紀念特刊 : 釋惠敏校

長的法鼓學思歷程 = Special issue of 

great vow gallery of institute history : a 

journey of learning and insight of DILA 

president Huimin Bhikshu / 法鼓學校財

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

學院, 11107 .-- 194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93935-9-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釋惠敏 2.CST: 法鼓文理學院 

3.CST: 校長  525.833/103  

美國高等教育與矽谷產業 / William 

Richard Scott, Michael W. Kirst 編 ; 卓

澤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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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199-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科技業 

3.CST: 產學合作 4.CST: 美國  

525.952  

教育治理 : 理論與實務 = Education 

governance : theory and practice / 潘慧

玲, 王麗雲, 謝卓君, 阮孝齊, 陳文彥, 

賴彥全, 馬湘萍, 王辭維, 范悅音, 陳

宏彰, 江淑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312 面; 

23 公分 .-- (教育行政系列) .-- ISBN 

978-957-511-788-7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教育行政  526  

广 东 省 高 等 学 校 院 系 调 整 研 究

(1949~1954) / 张文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244 面; 26 公分 .-- (高等教育

政策與管理研究叢書 . 四編 ; 第 4

冊)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518-

938-9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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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教育改革 2.CST: 高等教育 

3.CST: 廣東省  526.08  

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精英培养 : 基

于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 / 丁洁琼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34 面; 26 公分 .-- 

(高等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叢書. 四

編 ; 第 1 冊) .-- 正體題名:大眾高等教

育時代的精英培養: 基於北京大學的

個案研究 .-- ISBN 978-986-518-935-8 

(精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育政策  

526.08  

引进与融合 : 晚清新政时期学校教

育制度改革研究  / 陈睿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56 面; 26 公分 .-- (高

等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叢書. 四編 ; 

第 5 冊) .-- 正體題名:引進與融合: 晚

清新 政時 期學 校教 育制 度改 革研

究 .-- ISBN 978-986-518-939-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制度 2.CST: 教育改革 

3.CST: 清末新政  526.08  

通专之间 : 北京大学本科人才培养

模式的变迁研究(1952~1998) / 邹儒楠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高等教

育政策與管理研究叢書. 四編 ; 第 2-

3 冊) .-- 正體題名:通專之間: 北京大

學本 科人 才培 養模 式的 變遷 研究

（1952～1998） .-- ISBN 978-986-518-

937-2 (下冊:精裝) .-- ISBN 978-986-

518-936-5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人才 3.CST: 

培養  526.08  

國際學校解碼 / 邱玉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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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330-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教育制度 2.CST: 教育政策 

3.CST: 國際學校 4.CST: 文集  

526.107  

我也想一起玩 : 陪伴孩子面對校園

霸凌 / 艾美.蓋斯肯斯(Emy Geyskens)

文 ; 希琪.赫爾曼托(Hiky Helmantel)

圖 ; 謝維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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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8 面; 25X25 公分 .-- (Little 

minds ; 20) .-- ISBN 978-626-7038-40-6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校園霸凌 2.CST: 繪本  

527.47  

成功校園指南 : 以人為主體的當代

校園空間思考 / 許家茵, 王逸璇, 楊雅

鈞, 張庭嘉, 游婕, 翁新淯, 陳詠載, 龔

柏閔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

社,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出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

會發行,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5-70-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學校建築 2.CST: 校園規劃  

527.5  

10 歲之前必須學好說話!這樣教出孩

子的高情商說話術 : 第一本教你引

導孩子正向表達力,把話說得有自信

有條理,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造就全

方位優秀的人格特質! / 林瑛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

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130-551-6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說話藝術  

528.2  

不只是說故事! : 喚醒孩子的內在力

量 / 李苑芳著 ; 顏銘儀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工具

書館 ; 17) .-- ISBN 978-986-449-269-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說故事  

528.2  

不用刻意努力的孩子,才會成功 / 菊

池洋匡著 ; 賴詩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Style ; 66) .-- ISBN 978-

626-7123-82-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學習方法  528.2  

阿祖是虎克船長 / 咸亢麗文 ; Agathe 

Xu 圖  .-- 臺 北 市  : 衛 生 福 利 部 , 

11106 .-- 32 面; 22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37-35-2 (精裝)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長期照護 4.CST: 繪本  528.2  

阿祖要上安親班 / 咸亢麗文 ; Agathe 

Xu 圖  .-- 臺 北 市  : 衛 生 福 利 部 , 

11106 .-- 32 面; 22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37-36-9 (精裝)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長期照護 4.CST: 繪本  528.2  

這樣說,孩子願意配合與改變 : 40 年

不敗的親職專家心法,100 個家庭實

證故事,幫你掌握對孩子不暴氣的溝

通策略,有效化解哭訴、吵架、崩潰、

忤逆等最挑戰的 27 種教養難題 / 喬

安娜.法伯(Joanna Faber), 茱莉.金(Julie 

King)著 ; 林步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61-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親子溝通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職教育  528.2  

善良是一種選擇 : 只想做有意義的

事,不活在別人眼光中 / 神老師&神

媽咪(沈雅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60-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跟著晴晴學生活理財 : 從小開始學

如何用錢、存錢、賺錢,成為富小孩! 

/ 江季芸著 ; 蔡曉佩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翻轉學系

列 ; 92)(小大人的理財素養 ; 1) .-- 

ISBN 978-986-507-931-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理財 3.CST: 

通俗作品  528.2  

機智教養生活 : 經濟學教授媽媽教

你做出最佳教養決策 / 艾蜜莉.奧斯

特著 ; 游綉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40-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家庭教育  

528.2  

關心的話 溫柔的說 / 李秋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關懷 ; 1) .-

- ISBN 978-626-95757-5-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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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22, 一起來過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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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5507-9-1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節日 4.SHTB: 節慶故事--0-3

歲幼兒讀物  528.33  

我不喜歡別碰我 / 朴恩景作 ; 金真花

繪 ; 林佩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371-361-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繪本  528.33  

我在家裡不搗蛋 / 朴恩景作 ; 金東受

繪 ; 朱惠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371-363-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繪本  528.33  

地震來了 / 詹敬涵, 楊雨霏, 楊杰叡, 

郭懷意, 洪薇媗, 陳宏家, 許浚瑋, 白

沛萱, 林晉安, 林祐廷, 洪晟豪, 姚仁

泰, 周苡璇, 葉宥均繪 ; 張佳琦編 .-- 

彰化縣二林鎮鎮 : 彰化縣二林鎮新

生國民小學, 11106 .-- 48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73-72-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地震 2.CST: 安全教育 3.CST: 

兒童教育 4.CST: 繪本  528.38  

我出去玩會小心 / 朴恩景作 ; 金重錫

繪 ; 許瑜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371-364-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安全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528.38  

我會安全上學去 / 朴恩景作 ; 金南均

繪 ; 林佩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371-362-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安全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繪本  528.38  

高樓求生記 / Popcorn story 文 ; 韓賢

東圖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68 面; 21

公分 .-- (我的第一本科學漫畫 ; 61-) .-

- ISBN 978-957-658-863-1 (第 2 冊:平

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安全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漫畫  528.38  

真希望我 20 歲就懂的事 : 史丹佛大

學的創新 X 創意 X 創業震撼課程 / 

婷娜.希莉格(Tina Seelig)著 ; 齊若蘭, 

王心瑩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663-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生涯教育 2.CST: 創意  528.4  

永續教育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2 年 /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

院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

永續教育學院, 11106 .-- 39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358-9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人教育 2.CST: 終身教育 

3.CST: 文集  528.4407  

運動場上學到的 9 堂經濟學 : 史丹佛

教授剖析球星身價、球場黃牛、運

動簽賭背後的市場法則 / 保羅.歐耶

爾(Paul Oyer)著 ; 張明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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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803) .-- ISBN 

978-626-318-327-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運動 2.CST: 經濟學  528.901  

實踐!體幹力訓練 : 從大人到小孩都

可以做!讓身體學會正確的姿勢 / 木

場克己著 ; 高慧芳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12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97) .-- ISBN 

978-626-320-210-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健身操  

528.923  

Road to World cup : 足球應許之地 : 朝

世界盃奔馳的人們與他們的國度  / 

石明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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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入魂 ; 16) .-- ISBN 978-626-

7092-57-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運動競賽  

528.951  

*武林傳奇林昌湘 / 吳道圓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

館, 111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641-8-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林昌湘 2.CST: 傳記 3.CST: 武

術  528.97  

武術演義 / 王希成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春暉出版社, 11107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8524-87-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武術 2.CST: 文集  528.9707  

無重力養生 太極鬆柔新生活 : 從生

理、心理到心靈的徹底活化 / 吳美

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拓展系列 ; D222) .-- 

ISBN 978-957-693-970-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太極拳  528.972  

慕容前輩的水路拳法 / 老衲著 .-- 臺

北市 : 致出版, 11107 .-- 248 面; 21 公

分 .-- (老衲作品集 ; 2) .-- ISBN 978-

986-5573-42-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拳術 2.CST: 武術  528.972  

楚材晉育 : 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 / 

江勇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0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394-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清末留學運動 2.CST: 留學教

育 3.CST: 歷史 4.CST: 美國  

529.2752  

研發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教材 / Idung 

Taki 吳新忠, Biyuq Nunung 沈淑惠, 

Haru Fasay 黃麗美, Komod 古敏偉, 拔

耐.茹妮老王, Dongi Takal 林慧美編

撰 .-- 基隆市 : 基隆市政府出版 : 基

隆市長樂國民小學, 基隆市原住民族

部落大學發行,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417-31-4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1.CST: 原住民教育 2.CST: 社區大學 

3.CST: 終身學習  529.47  

治療的凝視 : 魯道夫.史代納如何觀

照孩子 / 彼得.澤格(Peter Selg)撰 ; 林

宏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織錦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20 面; 21 公

分 .-- (療育與健康系列 ; CAH04) .-- 

ISBN 978-986-06533-7-3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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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俗；民族學 

國際禮儀 : 空姐教你如何塑造觀光

餐 旅 的 專 業 形 象  =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 fight attendant leads you to 

form a professional image of hospitality 

personnel / 彭瑞芝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36 面; 23 公分 .-- (餐飲旅館

系列) .-- ISBN 978-986-298-403-1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際禮儀  530  

華人本土心理學 30 年 : 工商管理與

臨床療癒 / 鄭伯壎, 林耀盛分冊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993-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民族心理學 2.CST: 企業管理 

3.CST: 中華民族 4.CST: 文集  

535.707  

華人本土心理學 30 年 : 本土研究取

徑及理論 / 楊中芳分冊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76-9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民族心理學 2.CST: 中國文化 

3.CST: 中華民族 4.CST: 文集  

535.707  

華人本土心理學 30 年 : 自我、人際

與家庭篇 / 孫蒨如, 葉光輝, 李怡青分

冊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94-3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族心理學 2.CST: 人格心理

學 3.CST: 人際關係 4.CST: 中華民族 

5.CST: 文集  535.707  

日本將不復存在 : 天譴一個民族 / 陳

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

版社, 11106 .-- 178 面; 21 公分 .-- (文

學叢刊 ; 462) .-- ISBN 978-986-314-

610-0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民族性 2.CST: 日本  535.731  

菊與刀 / 露絲.潘乃德著 ; 陳數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3 公分 .-

- (成功講座 ; 384) .-- ISBN 978-986-

392-461-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民族文化 2.CST: 民族性 

3.CST: 日本  535.731  

菊與刀  / 露絲 .潘乃德 (Ruth Fulton 

Benedict)著 ; 山藥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6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文庫 ; 110) .-- ISBN 978-626-317-930-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民族文化 2.CST: 民族性 

3.CST: 日本  535.731  

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 : 逆寫北

臺灣客庄形成史 / 羅烈師, 陳龍田, 梁

廷毓, 劉柳書琴, 羅文君, Iban Nokan

著 ; 羅烈師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6 .-- 

340 面; 23 公分 .-- (族群與客家系

列) .-- ISBN 978-986-5470-38-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聚落 3.CST: 歷史  

536.211  

沙巴客家的形成與發展 / 劉瑞超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66-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民族文化 3.CST: 

區域研究 4.CST: 馬來西亞沙巴  

536.211  

六堆人 : 六堆 300 籌備委員會通訊品

合訂本 / 曾年有總編輯 .-- 第一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 11106 .-- 3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34-68-7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文集  536.21107  

(高普考)臺灣原住民族史及臺灣原

住民族文化(含概要、大意) / 邱燁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7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民族文

化 3.CST: 民族史  536.3  

台灣原住民社會運動 / 田哲益著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08-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 2.CST: 社會運動  

536.33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故事彩色繪本叢

集 系 列 . 3 = Binnrwan nqu pqzwan 

qqalang binkesan Taywang. 3 = Taiwan 

aboriginal tribe legend story series 

collection. 3 / 陳勝榮文字 ; 陳約翰

Lesa.Yukan 插圖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勝榮, 11108 .-- 97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263-0 (平裝附光

碟片)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民族文

化 3.CST: 繪本  536.33  

*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110 年 = 

Employment status survey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21 /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06 .-- 5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5-66-0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就業 

3.CST: 調查統計  536.33028  

跨宗教與文化的對話 : 當排灣族文

化「遇見」基督信仰的時候? / 張金

生作 .-- 初版 .-- 臺東縣達仁鄉 : 張金

生, 11106 .-- 3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261-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排灣族 2.CST: 民族文化 

3.CST: 基督教  536.3361  

魯凱族神話與傳說 / 田哲益(達西烏

拉彎.畢馬)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台灣原住民 ; 52) .-- ISBN 

978-626-320-197-2 (平裝) NT$490 普

遍級  

1.CST: 魯凱族 2.CST: 神話 3.CST: 文

化研究  536.3363  

Dokdok,敲敲敲! / 林佩蓉, 李雪菱文 ; 

張芷汭, 徐希絜圖 .-- 花蓮市 : 慈濟學

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 花蓮縣吉安

鄉 : 牧于森工作室, 11106 .-- 32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06405-4-

0 (精裝) 普遍級  

1.CST: 阿美族 2.CST: 民族文化 

3.CST: 生態教育 4.CST: 繪本  

536.337  

好人緣的送禮社交術 : 選對禮物 X

抓準時機 X 看場合說話,讓你送禮不

踩雷! / 周成功, 恩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2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473-2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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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禮品 2.CST: 人際關係  

538.36  

料理王國 : 將日本料理美學推上極

致的一代巨著 / 北大路魯山人著 ; 王

文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一起

來享) .-- ISBN 978-626-96160-3-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集  

538.707  

美食也吹牛 : 羅馬人的魔法藥水是

魚醬?以前喝咖啡加鹽不加糖?鮭魚

壽司不是日本傳統料理?原來餐桌上

的食物很有事! / 尼可拉.凱瑟-布利

(Nicolas Kayser-Bril)著 ; 陳文瑤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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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8 面; 

19 公分 .-- (Eureka ; ME2103) .-- ISBN 

978-626-7156-16-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史  

538.709  

甜與權力 / 西敏司作 ; 李祐寧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3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102-79-

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糖 3.CST: 糖

業 4.CST: 文化史  538.71  

食在宋朝 : 大宋餐桌上的料理實驗

室 / 李開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旗出版社出版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1108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85-9-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史 

3.CST: 宋代  538.782  

臺東慢食通. VOL.5, 很潮餐桌 / 郭麗

津總編輯 .-- 臺東縣臺東市 : 津和堂

城鄉創意顧問有限公司, 11106 .-- 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843-3-

6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風物志 

3.CST: 臺東縣  538.7833  

台灣歌謠 : 我聽我唱我寫 / 莊永明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文獻

館, 11108 .-- 35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4-26-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民謠 2.CST: 臺灣  539.133  

社會學 

社會世界的意義構成  / 舒茨(Alfred 

Schütz)著 ; 游淙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4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22-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學  540  

藝術與書的懷舊未來式 / 李志銘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04-82-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史 2.CST: 臺灣  540.933  

文化與社會經濟 / 王佳煌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松慧有限公司, 11108 .-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7599-99-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文化 2.CST: 經濟社會學 

3.CST: 都市發展 4.CST: 文集  

541.207  

文明論衡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作

品集 ; 18) .-- ISBN 978-957-08-640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明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541.207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 余英時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1119) .-- ISBN 

978-626-335-607-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知識分子 2.CST: 中國文化  

541.262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 余英時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1118) .-- ISBN 

978-626-335-606-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中國文化  541.262  

Back to 1919 : 畫說臺灣建築文化遺

產 . 彰 化  = Taiwan's architectural 

heritage.Changhua County / 楊佳芳, 劉

中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嘉瑞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9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22-0-6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文化遺產 

3.CST: 彰化縣  541.27  

文化資產審議操作手冊 / 呂理翔, 榮

芳杰, 廖凰玎, 黃孟萱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7 .-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

601-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  541.27  

文化內容策進院年度報告. 2021 / 李

明哲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

內容策進院, 11106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0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內容策進院  541.2933  

文化超開展 : 共振臺灣公共領域 / 吳

介祥, 陳俊宏, 殷寶寧, 榮芳杰, 劉名

峰, 李俐慧, 劉塗中, 高郁婷, 黄意文, 

柯人鳳, 趙欣怡作 ; 吳介祥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藝術

管理與文化政策 ; 7) .-- ISBN 978-957-

732-668-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文化政策 2.CST: 公共領域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541.2933  

多元的吐納 : 穿梭於臺灣文化公共

領域 / 王俐容, 張瑋琦, 胡川安, 林果

葶, 張春炎, 孫嘉穗, 古淑薰, 林玟伶, 

李兆翔, 林玉鵬, 蔡蕙如, 羅慧雯作 ; 

王俐容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 ; 

6) .-- ISBN 978-957-732-667-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文化政策 2.CST: 公共領域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541.2933  

原始分類 : 分類的一些原始形式 : 集

體表徵的研究 / 涂爾幹, 莫斯著 ; 汲

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97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社會人類學 2.CST: 分類  

541.3  

*鄉村博物館 : 尋找我們是誰的場所 

/ 董淨瑋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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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4 面; 

23 公分 .-- (地味手帖 ; 12)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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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5181-8-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文化人類學 2.CST: 鄉土文化 

3.CST: 社區總體營造 4.CST: 文集  

541.307  

香港秘密行動 = Clandestine in Hong 

Kong : the unfinished journey of the 

valiant / 楊威利修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獨眼科技傳媒有限公司, 11107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0-0-0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社會運動 2.CST: 民主運動 

3.CST: 口述歷史 4.CST: 香港特別行

政區  541.45  

失控的匿名正義 : 抹黑中傷,獵巫肉

搜,你敲下的每個字都是傷人的利器 

/ 每日新聞採訪團隊著 ;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 (好想法 ; 40) .-- ISBN 978-626-7164-

12-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網路霸凌 2.CST: 網路社群  

541.627  

社交天性 / 馬修.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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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45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72-5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神經學  

541.7  

社會心理學 / 賴宏昇, 陳柯玫, 郭士賢, 

張智雅, 陳志賢, 林桂碧, 蕭至邦, 鄭

得興, 李惠加, 王伯頎, 林新沛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80-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541.7  

大癲狂 : 金融投資領域的 / 查爾斯.麥

凱作 ; 方霈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

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736 面; 23 公分 .-- (富能量 ; 9) .-- ISBN 

978-986-392-459-3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群眾心理學  541.773  

國際傳播 : 全球視野與地方策略 / 唐

士哲, 魏玓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81-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傳播 2.CST: 傳播策略  

541.83  

數 位 時 代 創 新 傳 播  = Disruptive 

communication in digital genesis / 黃葳

威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3

公分 .-- (新聞傳播叢書) .-- ISBN 978-

986-298-402-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大眾傳播 2.CST: 數位媒體  

541.83  

旁觀他人之痛苦 /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 ; 陳耀成譯 .-- 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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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84 面; 21 公分 .-- (桑塔格作

品集 ; 5) .-- ISBN 978-626-310-268-2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攝影  542.2  

摧毀與圖存 : 扭轉世界軸心的俄烏

之戰 / 劉致昕, 楊子磊, <<報導者>>

團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有限公司, 11107 .-- 432 面; 23 公分 .-

- (春山之聲 ; 38) .-- ISBN 978-626-

96129-3-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國際關係 3.CST: 

俄國 4.CST: 烏克蘭  542.2  

尋找尊嚴 : 關於販毒、種族、貧窮

與暴力的民族誌  / 菲利普 .布古瓦

(Philippe Bourgois)著 ; 葉佳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500

面; 21 公分 .-- (左岸人類學 ; 336) .-- 

ISBN 978-626-96246-3-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問題 2.CST: 社會人類學 

3.CST: 美國紐約市  542.5952  

金門縣人力資源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 Report of manpower statistics 

Kinmen Hsien Republic of China, 2021 /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 金門縣金

城鎮 : 金門縣政府, 11106 .-- 6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71-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調查 2.CST: 政府統

計 3.CST: 福建省金門縣  542.71028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考照 ,一本就

PASS : 理論與實務 / 李聰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23-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就業 2.CST: 勞動法規 3.CST: 

考試指南  542.77  

給全端工程師的職涯生存筆記 : 從

「履歷 x 面試 x 職場」打造無可取

代的軟實力 / 林鼎淵(Dean Li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iThome 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

626-333-152-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就業 2.CST: 面試 3.CST: 電腦

程式設計  542.77  

小紅帽的成長任務 : 關於你需要知

道的月經大小事(親子共讀版) / 林薇, 

謝佳欣作 ; 小紅帽 With Red 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全球小紅

帽協會, 11106 .-- 56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986-06250-4-2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親子 2.CST: 性別 3.CST: 月經 

4.CST: 衛生教育  544.1  

給家一個擁抱 : 認識多元型態家庭

學習手冊 / 蔣琬斯, 游美惠, 王紫菡, 

諶淑婷, 阮氏貞, 楊嘉宏, 林慧文, 顏

任儀, 陳佩儀, 王振圍作 ; 蔣琬斯, 游

美惠, 王紫菡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68-6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1.CST: 家庭結構 2.CST: 多元文化 

3.CST: 文集  544.1607  

給家一個擁抱 : 認識多元型態家庭

學習資源手冊 / 蔣琬斯, 游美惠, 王紫

菡, 諶淑婷, 阮氏貞, 楊嘉宏, 林慧文, 

顏任儀, 陳佩儀, 王振圍作 ; 蔣琬斯, 

游美惠, 王紫菡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6-69-3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家庭結構 2.CST: 多元文化 

3.CST: 文集  544.1607  

童年會傷人 / 留佩萱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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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19-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家庭衝突 2.CST: 親子關係 

3.CST: 家庭輔導  544.18  

幸福馬拉松 : 關於愛與婚姻的練習

曲 / 何戎著 .--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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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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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面; 21 公分 .-- (View point ; 108) .-

- ISBN 978-626-318-357-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兩性關係 3.CST: 

家庭關係  544.3  

婚姻教我們的事  / 呂宜芳, 陳偉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

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6-13-0 ( 平 裝 ) 

NT$398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兩性關係 3.CST: 

家庭關係  544.3  

你以為是兩情相悅,殊不知只是自己

的一廂情願 : 傾盡一生溫柔,到頭來

卻是一場空,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糟蹋

自己? / 子陽, 憶雲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3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474-9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為國中生上的愛情課 / 蕭定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51-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因為愛情太感性,所以需要戀愛心理

學 : 愛情三角形 x 演化心理學 x 依附

理論,戀愛其實是一種理性的衝動 / 

張曉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469-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544.37014  

愛情心理定律 / 趙凡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40-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544.37014  

另一種性關係 : 換偶的真相 / 方剛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萬有出版社, 

11107 .-- 3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250-25-5 (平裝) NT$600 限制級  

1.CST: 性關係 2.CST: 兩性關係  

544.7  

為什麼男人想狩獵,女人愛挑選? : 突

破戀愛盲腸的科學指南,愛情醫師用

生物學、醫學、人類學教你好好談

戀愛! / 艾蜜莉亞.沃里薩爾米(Emilia 

Vuorisalmi)著 ; 張家綺翻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

868-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兩性關係 2.CST: 戀愛 3.CST: 

神經生理學 4.CST: 通俗作品  544.7  

相遇是選擇,離別是決心 : 王牌律師

的離婚案漫畫日記 / 趙仁涉文字 ; 朴

恩禪插圖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

化有限公司, 11107 .-- 352 面; 21 公

分 .-- (Orange life ; 23) .-- ISBN 978-

626-96112-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離婚 2.CST: 兩性關係 3.CST: 

漫畫  544.7  

紅線 : 我的性紀錄 / 洪承喜著 ; 施沛

譯 .-- 初版 .-- 台北市 : 游擊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19 公分 .-

- (Misfits ; 21) .-- ISBN 978-626-95730-

4-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性關係 2.CST: 性行為 3.CST: 

女性  544.7  

左右兒子未來幸福的性教育啟蒙  : 

從認識身體到網路性暴力,一次解答

兒子青春期前後的 56 個性教育 Q&A 

/ 李錫遠著 ; 尹嘉玄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7 .-- 280 面; 

21 公分 .-- (育兒經) .-- ISBN 978-626-

96012-5-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性知識 3.CST: 

青春期 4.CST: 親職教育  544.72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 Introduction to 

senior services / 梁亞文, 蕭文高, 徐業

良, 陳柏宗, 黃雅鈴, 劉家勇, 陳文意, 

洪悅琳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16-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老人福利 2.CST: 老人養護  

544.85  

當代老人照顧實務技術 / 亀井智子

原編著 ; 陳湘媮翻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4-

663-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2.CST: 老年醫學  

544.85  

臺灣高齡健康與長照服務年報. 2020 

= Annual report on aging and long term 

care in Taiwan / 祝健芳, 吳成文總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2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2.CST: 健康照護 

3.CST: 長期照護 4.CST: 臺灣  

544.85  

都市地理學 / 薛益忠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7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都市地理學  545.1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22

第十四屆 / 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

與開發管理學系編著 .-- 臺北市 : 中

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

系, 11108 .-- 6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21-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都市發展 2.CST: 農村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545.1933  

屏東崇仁眷村再造歷史場域(18 戶)

統包工程成果報告書 / 鍾心怡, 許嘉

益, 許育銓撰文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

府, 11106 .-- 9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7-29-3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眷村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屏東市  545.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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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11-766-5 (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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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行動+ : 桃青綻放 破繭飛翔 / 陳

逸庭, 王裕惠, 林宗翰, 黃筠珊採訪撰

文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

局, 11106 .-- 1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59-11-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社會服務 2.CST: 社會參與 

3.CST: 桃園市  547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獎章專輯. 第 21

屆 / 林興訓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

民國志願服務協會, 臺北市志願服務

協會, 11108 .-- 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170-9-8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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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志工  547.16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概論 / 馮燕, 賴

月蜜, 胡中宜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108 .-- 41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5-4-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兒童福利 2.CST: 少年福利  

547.51  

理論、制度與行動 : 社會安全制度

與社會法之先行者與推手: 郭明政教

授榮退祝賀論文集 / 郭明政教授榮

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771-9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安全 2.CST: 社會福利法

規 3.CST: 文集  548.07  

慈濟宗門足跡 : 慧命增長 菩提圓成 : 

2021/11 上人行腳 歲末祝福/盤點生

命的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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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慈濟文史. 

史藏系列) .-- ISBN 978-626-957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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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學概論 / 何日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08-640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CST: 宗教與社會 3.CST: 文集  

548.126  

研究怪物的人 : 韓國首位犯罪側寫

師權日勇的七大類罪案剖析 / 權日

勇作 ; 黃莞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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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6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犯罪心理學 2.CST: 個案研究  

548.52  

偵訊技巧、筆錄製作與移送實務  / 

何招凡著 .-- 3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55-4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偵查 2.CST: 刑事偵察  

548.641  

國民年金監理會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版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1 annual report, National Pension 

Supervisory Committee / 衛生福利部國

民年金監理會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衛生福利部, 111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7-23-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民年金 2.CST: 年金保險  

548.933  

最大公約數 :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研究 / 孫偉平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95820-8-2 ( 上 冊 : 平 裝 ) NT$630 .-- 

ISBN 978-626-95820-9-9 (下冊: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社會主義 2.CST: 價值觀 

3.CST: 中國  549.22  

經濟 

一口氣讀完 30 本經濟學經典 / 宋學

軍作 .-- 四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

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3

公分 .-- (成功講座 ; 385) .-- ISBN 978-

986-392-46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宏觀天地學總經 / 牧翰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309-2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總體經濟學  550  

效率經濟學,讓你不窮忙 : 理性選擇

X 效率薪資 X 商業賽局,勇於創新搶

先機,先占優勢創業績 / 胡松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7 .-- 15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59-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經濟效率  

550  

經濟學 / 許嘉棟, 吳聰敏, 張清溪, 劉

鶯釧著作 .-- 六版 .-- 臺北市 : 許嘉棟, 

吳聰敏, 張清溪, 劉鶯釧出版 : 雙葉書

廊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7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241-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經濟學 / 周麗娟, 郭俊賢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64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56-0 (上冊: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經濟學 : 理論與實際 / 許嘉棟, 吳聰

敏, 張清溪, 劉鶯釧著作 .-- 八版 .-- 臺

北市 : 許嘉棟, 吳聰敏, 張清溪, 劉鶯

釧出版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8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42-5 (上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圖解總體經濟學 : 政策制定的脈絡 / 

菅原晃著 ; 傅莞云翻譯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10-1-0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總體經濟學  550  

簡明經濟學 / 王銘正著 .-- 修訂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2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47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好決策背後的潛思考 : 洞悉經濟學

家的思維,為工作、財富、人生做更

好的選擇 / 泰勒.科文(Tyler Cowen)

著 ; 陳正芬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8-786-

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誘因 3.CST: 動

機  550.14  

理性的非理性 : 10 個行為經濟學關

鍵字,工作、戀愛、投資、人生難題

最明智的建議 / 鄭毓煌, 蘇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80 面; 21 公分 .-- (人文

思潮 ; 157) .-- ISBN 978-986-134-42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行為心理學  

550.14  

穿梭經濟時光 : 看資本主義經濟如

何統一全人類生活 / 高伯瑞著 ; 施遵

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

限公司, 11107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68-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經濟史 2.CST: 資本主義  

550.9  

透視經濟學 : 看大師與鉅著如何扭

轉人類歷史 / 高伯瑞著 ; 徐鋒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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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9-67-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經濟史 2.CST: 世界史  550.9  

*微觀人性學個經 / 牧翰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308-5 (平裝) NT$720 普

遍級  

1.CST: 個體經濟學  551  

地圖力 : 掌握權力和財富的祕密 / 金

伊財著 ; 賴姵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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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新商叢 ; 

BW0805) .-- ISBN 978-626-318-353-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經濟地理  552  

*國際經濟新趨勢 台灣產業的契機 / 

鍾錦墀, 邱達生, 許峻賓, 張鴻, 林廷

育, 蔣孝昕, 陳宥喬, 黃停雲, 廖崇宇

作 ; 鍾錦墀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迎向 21 世紀系列 ; 

26) .-- ISBN 978-957-793-108-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國際經濟 2.CST: 經濟情勢  

552.1  

非洲市場研究論壇實錄 = Collections 

from the forum for Africa market studies 

/ 陳德昇編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

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0 面; 23 公分 .-- (非洲研究

系列 ; 2) .-- ISBN 978-986-387-59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環境 2.CST: 市場分析 

3.CST: 文集 4.CST: 非洲  552.607  

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之結合管制 : 微

軟/諾基亞之結合案例研究 / 李昱恆, 

王銘勇, 范建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65-

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公平交易法 2.CST: 專利法規 

3.CST: 企業競爭 4.CST: 個案研究  

553.4  

圖解智慧財產權  / 曾勝珍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57-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智慧財產權 2.CST: 著作權法 

3.CST: 商標法 4.CST: 專利法規  

553.433  

土地法規 / 許文昌主編 .-- 16 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1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11-

770-2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554.133  

(不動產經紀人)12 堂不動產估價概

要必修課 : 重點歸納+試題演練一本

go / 張芳清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18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554.89  

不 動 產 投 資 管 理  = Real estat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 林左裕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752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787-0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不動產投資

信託 3.CST: 投資管理  554.89  

強協理地產教室  / 李逸強, 李姿穎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54-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  

554.89  

不動產經紀法規 / 倪仁禧, 陳韻珊, 郭

紀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

中大學, 11108 .-- 4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75-5-0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經紀業 2.CST: 房地產

法規  554.89023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22 = Taiwan 

real estate almanac / 政治大學商學院

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行義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出版 :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6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14-1-1 (精裝) NT$3500 普

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年鑑  

554.89058  

古人房市怪現狀 : 小至房間配置大

至都市設計、從西周到民國,古人房

市也瘋狂 / 李開周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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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561-3 (平裝) NT$540 普

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3.CST: 生活史 4.CST: 中國  

554.89092  

投入產出分析 : 理論與實務 = Input-

output analysis :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 王塗發, 楊浩彥, 林幸君, 

賴金端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11107 .-- 664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793-109-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產業經濟學  555  

科技廠房  : 設計工具書 . 空調篇  / 

Douglas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智庫雲端有限公司, 11108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84-6-0 (平

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空調設備 2.CST: 工廠設備 

3.CST: 工廠 4.CST: 科技業  555.5  

下水道工程職災案例彙編. 109~110

年 / 內政部營建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內政部營建署, 11106 .-- 1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38-11-3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職業災害 2.CST: 勞工安全 

3.CST: 汙水工程 4.CST: 下水道  

555.56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 : 中文化環境

建置與優化 / 蔡明純文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

474-1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化工毒物  

555.56  

高 空工作 車使 用安全 管理 指引  = 

Using safety management guidelines of 

mobile elevating work platforms / 劉國

青, 許宏德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

部 勞 動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 

111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71-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勞工安全  

555.56  

膠帶業有機溶劑火災爆炸預防技術

手冊 = Technical manual for fire and 

explosion prevention of organic solvents 

in tape industry / 林光邦, 謝明宏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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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7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72-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災害  

555.56  

臨時構造物第三方稽核指引 = Third-

party auditing guidance for temporary 

structures / 張智奇, 陳婉甄著 .-- 1 版 .-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 11107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70-0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勞工安全  

555.56  

百工誌 : 2022 勞動經濟學 /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大學部 (勞動經濟學)2022

年全體修課學生採訪 .-- 新北市 : 淡

江大學經濟學系, 11106 .-- 1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勞動經濟 2.CST: 勞動市場  

556  

老派工作是潮的 : 紐約社會學家與

年 輕 職 人 的 告 白  / 理 查 . 歐 塞 霍

(Richard E. Ocejo)著 ; 馮奕達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二十張出版, 11108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93-7-1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勞動經濟 2.CST: 美國  556  

她的工廠不造夢 : 十三位深圳女工

的打工史 / 朱曉玢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1107 .-- 292 面; 21 公

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3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女性勞動者 2.CST: 勞動史 

3.CST: 中國  556.54  

講清楚、說明白;你不做?我來做!! : 

中華通訊社系列報導 / 中華通訊社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中

華勞資事務基金會, 11107 .-- 26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501-7-2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2.CST: 勞動法規 

3.CST: 報導文學  556.6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2022 Aviation and Maritime 

Conference / 2022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

討會論文組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國 立 高 雄 科 技 大 學 航 運 管 理 系 , 

11107 .-- 冊 .-- ISBN 978-986-06557-7-

3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500 普遍

級  

1.CST: 航運 2.CST: 航空運輸 3.CST: 

文集  557.07  

應用人工智慧分析技術探勘高風險

路段. (1/4) : 駕駛行為模式研析及車

外異常事件影像辨識技術發展 / 鍾

易詩, 邱裕鈞, 吳昆峰, 陳朝烈, 李威

勳, 林育瑄, 林欣慧, 王佑星, 白梓吟, 

趙燁庭, 吳泓億, 黃思曼, 何宗晏, 黃

琳桂, 何昕蓓, 何玉鳳, 葉祖宏, 賴靜

慧, 黃士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6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16-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交通安全 2.CST: 交通管理 

3.CST: 人工智慧  557.16  

鐵路事業民營化. I = Privatization of 

railroad business. I / 林淑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23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776-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鐵路事業 2.CST: 公營事業民

營化  557.2  

交通部公路總局年報. 110 年 = 2021 

annual report of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 張舜清, 劉雅玲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公路

總局, 11107 .-- 120 面; 30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531-413-2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交通部公路總局  557.32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2022 年 / 林豐博, 

曾平毅, 謝秉叡, 林心榆, 蘇振維, 張

舜淵, 張瓊文, 鄭嘉盈, 呂怡青, 歐陽

恬恬, 楊幼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6 .-- 8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15-6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公路管理 2.CST: 容量分析 

3.CST: 臺灣  557.33  

永續海運 / 華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962-2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航運  557.4  

港口管理入門 / 張雅富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31-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港埠管理  557.43  

乘著信風出發 / 喬冰著 ; 智慧鳥繪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6 公分 .-- 

(海上絲路探險記 ; 1) .-- ISBN 978-

986-526-227-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航運史 2.CST: 商業史 3.CST: 

漫畫 4.CST: 中國  557.46  

海上奇香 / 喬冰著 ; 智慧鳥繪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128 面; 26 公分 .-- (海

上絲路探險記 ; 4) .-- ISBN 978-986-

526-230-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航運史 2.CST: 商業史 3.CST: 

漫畫 4.CST: 中國  557.46  

會說話的文物 / 喬冰著 ; 智慧鳥繪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6 公分 .-- 

(海上絲路探險記 ; 2) .-- ISBN 978-

986-526-228-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航運史 2.CST: 商業史 3.CST: 

漫畫 4.CST: 中國  557.46  

藍寶石般耀眼的青花 / 喬冰著 ; 智慧

鳥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6 公

分 .-- (海上絲路探險記 ; 3) .-- ISBN 

978-986-526-229-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航運史 2.CST: 商業史 3.CST: 

漫畫 4.CST: 中國  557.46  

海洋文化資料彙編 / 松浦章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5600-65-5 (全套:精裝) NT$80000 普遍

級  

1.CST: 航運史 2.CST: 臺灣  

557.4833  

台灣郵區郵政明信片(1947-55) : 林昌

龍先生世展金牌郵集導研  = Postal 

cards issu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1947-55) / 何沐源, 何輝慶, 陳

友安, 邱振龍, 蔡文隆編輯 .-- 臺北市 : 

郵文聯誼會, 11106 .-- 2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047-4-2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明信片 2.CST: 臺灣  557.644  

* 集 郵 彙 報 . 第 34 卷 (2022 年 ) = 

Collectors' philatelic annual report(2022). 

volume 34 / 游振傑主編 .-- 臺北市 : 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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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聯誼會, 11106 .-- 4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047-3-5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集郵  557.645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年報. 110 年 / 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編 .-- 臺北市 : 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 11106 .-- 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412-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557.92  

*兩岸經貿發展與產業競合 / 鄧岱賢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海峽兩岸

經貿文化交流協會, 11106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823-2-7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兩岸經貿 2.CST: 經貿關係  

558.52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 施正鋒, 紀舜傑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11106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85-8-

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國際貿易協定 2.CST: 自由貿

易 3.CST: 文集  558.607  

財政；金融；投資 

貨幣銀行學 / 邱臙珍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16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

書 .-- ISBN 978-957-572-659-1 (上冊: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貨幣銀行學  561  

(郵政招考)金融科技知識一次過關 / 

李宗翰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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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顛覆華爾街的金融奇才 / 丹尼爾.賽

門作 ; 洪慧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02-78-7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金融業 2.CST: 金融自動化  

561.029  

金融法規彙編 .-- 十版 .-- 新北市 : 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06 .-- 25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08-8 (精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金融法規  561.2  

銀行管理與經營實務 / 陳石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

研訓院, 11106 .-- 6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99-235-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銀行經營  562.19  

(金融證照)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

測驗(重點統整+歷年試題) / 艾帕斯

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65-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授信管理 2.CST: 銀行 3.CST: 

放款  562.33  

顏老師陪您寫<<創業計畫及貸款申

請書>> :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為

範本 / 顏嘉宏著 .-- 初版 .-- 屏東縣內

埔鄉 : 睿煜出版社, 11105 .-- 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59-55-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貸款 2.CST: 創業  562.33  

(金融證照)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證照

10 日速成 / 楊昊軒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7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理財  563  

不被投資綁住的樂享生活理財族  / 

賈斯汀.唐納德(Justin Donald)著 ; 簡

瑋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91) .-- ISBN 

978-986-507-922-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月薪 3 萬也能買房的財富翻倍法 : 投

資新手也能靠小額投資翻轉人生  / 

張 Ceci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

化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

分 .-- (Orange money ; 12) .-- ISBN 978-

626-96112-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改變看錢心態,最快積累千萬資產的

財務自由實踐版 : 學會運用收益護

盾+緩衝基金+股市投資的黃金配比,

縮短辦公室社畜人生,提早過自己想

要的生活 / 克莉絲蒂.沈(Kristy Shen), 

布萊斯.梁(Bryce Leung)作 ; 林士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73-02-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財富 3.CST: 

成功法  563  

創造致富祕訣,打造雙贏方程式 : 到

現在還不放棄運氣和上帝?清醒吧!

正確金錢觀 X 創意創業法,讓你眼下

吃得飽 ,，未來餓不著! / 肖勝萍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26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491-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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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

分 .-- 25 週年紀念版 .-- ISBN 978-986-

506-46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焦慮的投資人 : 戰勝恐懼、貪婪、

希望和無知,充分利用金錢創造財富 

/ 史考特.納遜斯(Scott Nations)作 ; 徐

文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84 面; 21 公

分 .-- (商戰 ; 226) .-- ISBN 978-986-

134-427-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個人理財  563  

*檯面下我是這樣投資 : 從<<致富心

態>>作者摩根.豪瑟開始,解構 25 位

專家如何用自己的錢投資 / 喬許.布

朗(Josh Brown), 布萊恩.波提諾(Brian 

Portnoy)作 ; 聞翊均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35-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NFT 投資的準則 / 劉民鎬, 任東玟, 我

坤, 韓瑞姬著 ; 蔡佳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988-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投資  

563.146  

區塊鏈的衝擊 : 從比特幣、金融科

技到物聯網顛覆社會結構的破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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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 / bitbank 股份有限公司, <<

區塊鏈的衝擊>>委員會著 ; 張萍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7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17-926-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金融自動化  

563.146  

進出口外匯業務. 2022 年版 / 台灣金

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 

11107 .-- 378 面; 26 公分 .-- (金融測驗

系列 ; 48) .-- ISBN 978-986-399-23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外匯 2.CST: 信用狀  563.25  

共同富裕下的传承之道 : 美国信托

与跨境传承 = Estate planning by U.S. 

trusts / 吕旭明(Peter Lu)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哈 佛 人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14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正體題名:共同富裕下的傳承之道：

美國信托與跨境傳承 .-- ISBN 978-

986-5807-11-5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信託財產 2.CST: 財產繼承 

3.CST: 美國  563.3  

(金融證照)投資學與財務分析 / 王志

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86-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學 2.CST: 財務分析  

563.5  

投資學 / 鄭瑞昌, 張千雲, 曾麗文, 李

燕宜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92 面; 26

公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

572-663-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投資學  563.5  

投 資 學  : 基 本 原 理 與 實 務  = 

Fundamentals of investment / 謝劍平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謝劍平出版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8 .-- 

624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626-01-0274-6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投資學  563.5  

*被動投資學 : 巴菲特、彼得林區、

愛德華索普都推崇,真正可以賺到錢

的投資方法  / 理查.菲利(Richard A. 

Ferri)著 ; 黃川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3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學 2.CST: 投資組合  

563.5  

超圖解投資學 / 王志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39-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投資學  563.5  

Python : 股票 XETF 量化交易回測 102

個活用技巧 / 劉承彥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17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金融投資工

具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563.5029  

Python : 量化交易 Ta-Lib 技術指標

139 個活用技巧 / 劉承彥, 郭永舜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7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金融投資工

具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563.5029  

後疫時代,ESG 投資翻轉未來 / 國泰

投信研究團隊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659-8-6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2  

東協台商一千大調查. 2022 : 百年巨

變.黃金東協 / 彭媁琳, 邱琮皓, 林昱

均, 于國欽, 賴瑩綺, 黃欣, 楊晴安, 蘇

崇愷, 朱漢崙, 彭禎伶, 魏喬怡, 陳欣

文, 黃惠聆, 林淑惠, 吳筱雯, 鄭淑芳, 

涂志豪, 袁延壽, 林憲祥, 曾仁凱, 王

淑以, 劉朱松採訪撰稿 ; 梁寶華總編

輯 .-- 臺北市 : 工商財經數位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168 面; 28 公分 .-- 

(東協台商千大系列  ; YS00D03) .-- 

ISBN 978-986-6844-28-7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國外投資 2.CST: 企業經營 

3.CST: 東南亞  563.528  

AI 證券投資分析 : 探索超額報酬: 使

用 Excel 實作 / 葉怡成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480 面; 23 公分 .-- (博碩書

號 ; MP22242) .-- ISBN 978-626-333-

175-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證券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4.CST: EXCEL(電腦

程式)  563.53  

股市小白的第一本技術分析教科書 : 

我用趨勢交易法,三年賺到 2000 萬! / 

郭浩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

司, 11107 .-- 208 面; 23 公分 .-- (Money ; 

56) .-- ISBN 978-626-7148-09-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高手的養成. 3. 下, 投資終極奧義 = 

The secret of being a top investor. III / 安

納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法意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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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投資分析 : 使用 Excel 實作 / 葉

怡成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76-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證券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4.CST: EXCEL(電腦

程式)  563.53  

債券市場 / 蔡錦堂, 林容如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12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60-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債券市場  563.54  

3 天搞懂保險規劃 : 精打細算、轉移

風險,迎接美滿無憂的人生! / 梁亦鴻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

分 .-- (圖解筆記 ; 20) .-- ISBN 978-626-

7164-17-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保險規劃  563.7  

*數字看保險 : 透視家族傳承 正子攝

影檢驗報告 / 王仁川作 .-- 臺中市 : 王

仁川, 11106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8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保險 2.CST: 保險規劃 3.CST: 

理財  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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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解 知 識 六 法  : 政 府 採 購 法  =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 蕭華強

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224-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公共財務法

規  564.72023  

(記帳士)租稅申報實務(主題式題庫+

歷年試題) / 賦誠編著 .-- 第五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13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稅務 2.CST: 租稅  567.01  

稅務法規 = Taxation principle / 陳志愷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592 面; 26 公分 .-- (智

勝經 管系 列 ) .-- ISBN 978-957-511-

786-3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政治 

50 則非知不可的政治學概念 / 班.杜

普瑞(Ben Dupré)著 ; 龐元媛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17-951-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政治學  570  

自由中國譜系 / 陳奎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75-7-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自由主義 2.CST: 政治 3.CST: 

中國  570.112  

民聲(全套三十三期合刊本) / 劉師復, 

林君復原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600

面; 26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

626-7088-86-9 (精裝) NT$4000 普遍級  

1.CST: 政治思想 2.CST: 期刊 3.CST: 

中國  570.5  

余英時與自由主義 / 思想編委會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76 面; 21 公

分 .-- (思想 ; 45) .-- ISBN 978-957-08-

638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余英時 2.CST: 政治思想 

3.CST: 自由主義  570.92  

主權神話論 : 秩序和衝突 / 李宇森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7 .-- 400 面; 21 公分 .-- (新.座標 ; 

38)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25-1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國家主義 2.CST: 主權 3.CST: 

國際政治  571.19  

向法西斯靠攏 : 從尼采到後現代主

義 / 理查.沃林(Richard Wolin)作 ; 閻

紀宇譯 .-- 三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528 面; 21 公

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

360-193-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法西斯主義 2.CST: 政治思想  

571.192  

民主制度的發展  / 余英時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36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作品集 ; 16) .-- ISBN 978-957-

08-639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西洋政治思

想 3.CST: 政治思想史  571.6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 : 十九世紀以來

的民主發展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16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作

品集 ; 13) .-- ISBN 978-957-08-639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民主主義 

3.CST: 政治思想史  571.6  

第三波 :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 

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著 ; 劉軍寧譯 .-- 五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

950-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二十世紀  

571.6  

民主革命論 : 社會重建新觀 / 余英時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4 面; 21 公

分 .-- (余英時作品集 ; 14) .-- ISBN 

978-957-08-639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革命 2.CST: 民主主義  

571.71  

偽裝的改革者 : 破解鄧小平和蔣經

國神話 / 余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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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53-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獨裁 2.CST: 威權政治 3.CST: 

言論集  571.76  

自由與平等之間  / 余英時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32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作品集 ; 17) .-- ISBN 978-957-

08-639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由 2.CST: 平等  571.94  

與 100%的距離 : 臺灣言論自由之進

程 = The figh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aiwan 1945-2020 / 沈伯洋, 邱萬興, 

胡元輝, 楊嘉慧, 謝登元撰文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家人權委員會 , 

11108 .-- 1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42-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言論自由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571.944  

曙光 : 2021 年開放國會論壇紀實專

刊  = Dawn : 2021 Open Parliament 

Forum documentary special issue .-- [臺

北市] : 立法院, 11106 .-- 135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3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會 2.CST: 會議實錄 3.CST: 

公民社會  572.65  

政策倫理 vs 行政倫理 / 林水波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7-954-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公共政策 2.CST: 行政倫理  

572.9  

政府數位轉型 : 一本必讀的入門書 / 

陳敦源, 朱斌妤, 蕭乃沂, 黃東益, 廖

洲棚, 曾憲立主編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953-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資訊化政府 2.CST: 資訊管理  

572.9029  

日臺災害防救之公私協力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for disaster reduction 

in Japan and Taiwan / 林淑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767-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合作行政 

3.CST: 災難救助 4.CST: 文集 5.CST: 

日本 6.CST: 臺灣  57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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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 : 中國古代

政治史研究 / 甘懷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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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0-610-2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政治制度 2.CST: 君權政

治 3.CST: 中國史 4.CST: 儒家 5.CST: 

東亞  573.107  

<<周官>>今文說 : 儒家改制之「新

王制」芻論 / 蔣慶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72 面; 23 公分 .-- (奉元叢

書 ; 3) .-- ISBN 978-986-06924-9-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周禮 2.CST: 注釋  573.1172  

考試院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 110 年 = 

Statistical summary report of 

Examination Yuan, Republic of China 

2021 / 考試院編 .-- 臺北市 : 考試院, 

11106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4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考試院 2.CST: 政府統計  

573.442028  

銓敘部行事紀要. 第 35 輯 / 銓敘部

編 .-- 臺北市 : 銓敍部, 11107 .-- 6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9-41-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銓敘部  573.462  

明宮大太監的逆襲  / 胡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版 : 大

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5-6-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宦官 2.CST: 明史  573.515  

明宮大太監的逆襲. 貳 / 胡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版 : 大

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5-5-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宦官 2.CST: 明史  573.515  

「推動原住民族政策座談會」會議

實錄 / 楊正斌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07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5-6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民族政

策 3.CST: 會議實錄  573.561  

認識立法院 / 黃秀端, 陳中寧, 許孝慈

著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952-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立法院  573.66  

中國大掠奪  / 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著 ; 蔡春秀, 謝珮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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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與現場 ; 321) .-- ISBN 978-

626-335-679-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國際政

治 3.CST: 國際經濟關係  574.1  

巨變 : 石仲泉談新中國的發展 / 石仲

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 

11107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277-0-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國政治制度 2.CST: 社會主

義 3.CST: 中國大陸研究  574.1  

死磕正義 : 709 案和中國的人權政治 

/ 白信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

創, 11107 .-- 298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27-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中國大

陸人權  574.1  

*西方的自殺 : 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

方文明 / 喬納.戈德堡(Jonah Goldberg)

著 ; 劉維人, 廖珮杏, 盧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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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129-45-

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政治 2.CST: 保守主義 3.CST: 

民粹主義 4.CST: 美國  574.52  

張玉生教授著作集 = Collection essays 

of prof. Eugene Y. S. Chang / 張玉生

著 .-- 三版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圖書

館, 11108 .-- 286 面; 30 公分 .-- (東海

文庫師長篇 ; 2) .-- ISBN 978-957-548-

11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聯合國 2.CST: 美國政府 

3.CST: 政治制度 4.CST: 國際組織  

574.52  

柯 P 管理學 : 價值,領導,創新 / 柯文

哲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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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343-8 (精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地方政治 2.CST: 公共行政 

3.CST: 行政管理  575  

臺東縣民手冊. 2022 = 2022 Taitung 

citizen's handbook / 王志輝, 盧協昌總

編輯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1106 .-- 11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419-8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臺東縣  

575.33/139  

資訊管理學術暨警政資訊實務研討

會. 2022 年第 25 屆 : 「元宇宙的創新

應用與偵查」論文集 / 邱靖宸, 張明

桑, 林曾祥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11106 .-

- 1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8-2-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警政 2.CST: 警政資訊系統 

3.CST: 文集  575.807  

消防安全工程設計 / 吳玉祥, 呂憶婷, 

高士峯, 張庭熙作 .-- 六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

944-8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火災 2.CST: 消防 3.CST: 消防

設施  575.87  

(消防設備師士)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釋義(含歷年函示及公

告) / 黃培誠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17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設備標準 

3.CST: 消防安全  575.875  

中國共產黨一百週年的真實 / 北村

稔著 ; 張文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 法 人 現 代 學 術 研 究 基 金 會 ,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9-1-0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中國共產黨  576.25  

創價學會.公民黨研究 : 自公聯立政

權的內在理論 / 中野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54-3-7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政黨 2.CST: 政黨政治 3.CST: 

日本  576.3182  

風起南洋 : 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文教

育、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 / 潘碧華, 

成茉莉, 錢杉杉, 何啟才, 蔣明, 王潤

華, 安煥然, 袁敏棻, 謝雅卉, 莊薏潔, 

李樹枝, 莫泰熙, 陳奕平, 洪麗芬, 金

美, 李保康作 ; 韓晗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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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107 .-- 272 面; 23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731)(文學視界 ; 138)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87-6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華僑 2.CST: 華僑教育 3.CST: 

族群認同 4.CST: 多元文化 5.CST: 馬

來西亞  577.2386  

燦爛新女力 : 十三位新住民的生命

故事 / 陳清貴(宇樵)採訪執筆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107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35-16-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新住民 2.CST: 人物志 3.CST: 

報導文學  577.67  

安倍晉三的大戰略  / 邁克爾 .葛林

(Michael J. Green)著 ; 譚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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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54-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安倍晉三(Abe, Shinzo, 1954- ) 

2.CST: 外交政策 3.CST: 國家戰略 

4.CST: 地緣政治 5.CST: 日本  

578.31  

1953 : 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

政變 / 埃文德.亞伯拉罕米恩(Ervand 

Abrahamian)作 ; 何修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歷

史.世界史) .-- ISBN 978-957-05-343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nited States)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外交史 

4.CST: 伊朗  578.361  

*長賜輪蘇伊士運河擱淺案法律問題

之探討 = Study on the legal issues on 

M.V. ever given grounding on Suez 

Canal / 黃裕凱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黃裕凱, 11106 .-- 200 面; 25 公分 .-- 

(海事法系列叢書) .-- ISBN 978-626-

01-0201-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際海商法 2.CST: 國際海事

公約  579.97  

*論簡式載貨證券引置條款之效力 / 

黃裕凱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黃裕凱, 

11106 .-- 135 面; 25 公分 .-- (海事法系

列 叢 書 ) .-- ISBN 978-626-01-0200-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國際海商法 2.CST: 國際海事

公約  579.97  

法律 

*李永然律師談運用法律精進修行 / 

李永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優質生活館 ; 2) .-- ISBN 

978-957-485-506-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法律 2.CST: 佛教修持  

580.16  

罪與罰,誰說了算? : 古文物的法律故

事 / 江隱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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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tory 系

列 ; 95) .-- ISBN 978-626-335-610-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國法制史  580.92  

憲法 / 許育典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79-5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必備六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 30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34-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最新實用六法全書 / 施茂林, 陳維鈞

主編 .-- 修訂六十五版 .-- 臺南市 : 世

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944 面; 21 公分 .-- (大偉法律叢書系

列) .-- 修訂大字版 .-- ISBN 978-626-

313-07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最新綜合六法全書 / 陶百川, 王澤鑑, 

葛克昌, 劉宗榮主編 .-- 五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4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46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最新簡明六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

編輯 .-- 56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5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3-037-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印尼法導論 / Simon Butt, Tim Lindsey

作 ; 李欣儒, 李凱如, 邱恩州, 邱顯丞, 

張浩倫, 陳宇瑩, 陳長文, 陳庭肅, 彭

詩涵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20-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印尼  583.393  

新時代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 : 歐盟

GDPR 與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比

較說明 / 張陳弘, 莊植寧作 .-- 二版 .-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38-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歐洲聯盟 2.CST: 資訊法規 

3.CST: 資訊安全 4.CST: 比較法學  

584.111  

民法物權 = Sachenrecht / 鄭冠宇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76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6-231-0 ( 平 裝 ) 

NT$820 普遍級  

1.CST: 物權法  584.2  

這是我的,別想碰! : 「所有權」潛規

則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 / 邁可.海勒

(Michael Heller), 詹 姆 斯 . 薩 爾 茲 曼

(James Salzman)著 ; 王瑞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0722 種)(我思 ; 13) .-- ISBN 

978-986-5596-9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所有權 2.CST: 通俗作品  

584.21  

民 法 債 編 總 論  = Schuldrecht I : 

allgemeiner teil / 鄭冠宇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32-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債法  584.3  

民法精義 : 債編總論 / 陳連順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80-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債法  584.3  

住宅租賃契約 : 理論與實務教戰手

冊 / 楊文瑞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81-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租賃  5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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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 / 楊晴翔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27-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親屬法 2.CST: 論述分析  

584.4  

江山不能留與後人愁 : 財富傳承與

家族憲法 / 陳明正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24 面; 21 公分 .-- (文化

思潮 ; 207) .-- ISBN 978-626-335-637-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財產繼承 2.CST: 法規  584.5  

圖解刑法 / 蘇銘翔著 .-- 八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56-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刑法  585  

刑法總則 =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 

許澤天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21-1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刑法分則 / 呂秉翰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108 .-- 4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75-2-9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刑法分則  585.2  

刑法分則. 下, 人格與公共法益篇 =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2 / 許澤天著 .-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23-5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刑法分則  585.2  

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

國家報告 = ROC's second repor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 法務部廉政署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1107 .-- 1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62-09-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貪瀆罪 2.CST: 文集  

585.2407  

跟蹤騷擾防制法逐條釋論 / 蔡震榮, 

黃瑞宜, 林朝雲, 李錫棟, 劉育偉, 許

福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936-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犯罪防制 2.CST: 法規  585.4  

東洋惡女十二名錄 : 殺人者的鮮紅

掌心 / 劍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凌

宇有限公司, 11106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891-6-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刑事案件 2.CST: 女性 3.CST: 

日本  585.8  

刑事訴訟法 / 呂秉翰編著 .-- 修訂再

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108 .-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975-6-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鑑識科學破案實錄 : 每一具屍體、

每一個犯罪現場,都是一個故事,我們

該如 何解讀 ? / 布萊恩 .隱內 (Brian 

Innes), 露西.唐卡斯特(Lucy Doncaster)

著 ; 吳國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384 面; 23

公分 .-- (Tell ; 43) .-- ISBN 978-626-

7123-73-7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鑑識 2.CST: 法醫學 3.CST: 刑

事偵察  586.63  

噓!屍體有話要說 : 死而復生?屍體懷

孕?詐屍真的存在嗎?跟隨法醫的腳

步還原真相 / 朱廣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23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515-9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法醫學 2.CST: 法醫解剖學  

586.66  

公司法論文集. I, 受託義務之理論與

應用 / 黃朝琮著 .-- 4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233-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論述分析  

587.2  

公司法論文集. II : 特殊交易型態與

資訊揭露 / 黃朝琮著 .-- 4 版 .-- 臺北

市  : 新 學 林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34-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論述分析  

587.2  

公司法論文集. III : 企業併購與股東

權益 / 黃朝琮著 .-- 2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235-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論述分析  

587.2  

公司法論文集. IV, 效率市場與商業

訴訟機制 / 黃朝琮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 學 林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36-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論述分析  

587.2  

公司法論文集. V : 審議民主與資訊

流通 / 黃朝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237-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論述分析  

587.2  

行政執行法函釋及裁判要旨選輯  /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編輯 .-- 二版 .-- 臺

北市 : 法務部, 11106 .-- 58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43-92-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行政執行法 2.CST: 判例彙編  

588.18  

法官體制之比較研究 : 以德國、法

國、日本及臺灣為例 / 許政賢, 傅玲

靜, 吳秦雯, 徐婉寧著 ; 許政賢, 王文

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8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6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司法制度 2.CST: 法官 3.CST: 

比較研究  589.9  

軍事 

倥傯論文集 / 曾祥穎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7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軍事 2.CST: 文集  590.7  

國防部作戰會報紀錄 (1946-1948) = 

Warfare meeting minute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6-1948 / 陳佑慎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06 .-- 326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73) .-- ISBN 978-

626-7157-28-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防部 2.CST: 軍事行政 

3.CST: 會議實錄  591.22  



64 

 

國防部參謀會報紀錄(1946) = General 

staff meeting minute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6 / 陳佑慎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 (民國史料 ; 71) .-- ISBN 978-626-

7157-26-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防部 2.CST: 軍事行政 

3.CST: 會議實錄  591.22  

國防部參謀會報紀錄(1947) = General 

staff meeting minute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7 / 陳佑慎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有限公司, 11106 .-- 302 面; 21 公分 .-

- (民國史料 ; 72) .-- ISBN 978-626-

7157-27-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防部 2.CST: 軍事行政 

3.CST: 會議實錄  591.22  

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 (1946-1948) = 

Ministry meeting minute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6-1948 / 陳佑慎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民

國史料 ; 69-70) .-- ISBN 978-626-7157-

24-4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626-7157-25-1 (下冊: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國防部 2.CST: 會議實錄  

591.22  

精讀孫子兵法 / 思履作 .-- 三版 .-- 新

北市 :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534-9-6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孫子兵法 2.CST: 注釋  

592.092  

全球武器大圖解 / 陳豫弘總編輯  .-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9 公分 .-- (知識

大 圖 解 ) .-- ISBN 978-986-441-66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武器 2.CST: 軍事裝備 3.CST: 

歷史  595.9  

源頭打擊 : 國軍反登陸作戰聯合火

力發展與運用 / 謝志淵, 姜翔軒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1108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0-

30-6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登陸作戰 2.CST: 國防戰略 

3.CST: 作戰計畫 4.CST: 臺灣  

597.26  

梅塞施密特 Bf109 戰機完全剖析手

冊 / 保羅.布萊卡(Paul Blackah), 馬柯

姆.V.羅伊(Malcolm V. Lowe)作 ; 常靖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博聞塾有限公

司, 11106 .-- 1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5401-1-2 (平裝) NT$980 普

遍級  

1.CST: 戰鬥機 2.CST: 德國  598.61  

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2 第三十屆 /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法律學系編輯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

管理學院,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7080-31-3 (上冊:平裝) NT$600 .-- 

ISBN 978-626-7080-32-0 (下冊: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國防軍備 2.CST: 軍事管理 

3.CST: 文集  599.07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基 本 原 理  = 

Fundamental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蘇明道, 蔡博文, 朱健銘, 鍾明

光, 林美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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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200-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地理資訊系統  609.029  

中國史 

如果史記這麼帥. 1, 帝國風雲(超燃

漫畫學歷史+成語) / 司馬遷著 ; 戴建

業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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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748-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史記 2.CST: 漫畫  610.11  

*中華紀元年表 / 彭建方編纂 .-- 增修

四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 

11106 .-- 9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14-609-4 (平裝) NT$25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年表  610.5  

華夏年代表 / 林安樂主編 .-- 初版 .-- 

雲林縣北港鎮 : 買樂文創有限公司, 

11107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273-0-1 (經摺裝) NT$280 普遍

級  

1.CST: 中國史 2.CST: 年表  610.5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10, 宋遼金夏篇

(萌貓漫畫學歷史) / 肥志編.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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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Graphic times ; 24) .-- ISBN 978-986-

384-75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3.CST: 漫畫  610.9  

歷史不是傳說 : 打仗將領先單挑,約

飯局要兩年後再見?那些年,古人的

小確幸和鳥日子 / 史杰鵬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01-2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中國語境的王賡武 : 王賡武學術論

文與演講報告(1970~2020) / 王賡武

著 ; 莊園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21-23 冊) .-- ISBN 978-626-344-095-1 

(上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096-

8 (中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

097-5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王賡武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史學 4.CST: 文集  618  

民族圖像技藝與審美敘事 : 中國傳

統首飾藝術的審美研究 / 劉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28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16 冊) .-- ISBN 978-626-344-090-6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美學史 2.CST: 裝飾品  

618  

民族圖像的審美敘事建構 : 中國史

前岩畫藝術的美學闡釋 / 劉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代歷史文

化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14-15 冊) .-- 

ISBN 978-626-344-088-3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089-0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美學史 2.CST: 岩畫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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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江南農業經濟史論稿 : 以浙西、

江東水利田的開發為中心 / 周生春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2 面; 26 公

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

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626-344-

091-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農業經濟 2.CST: 農業水利 

3.CST: 農業史 4.CST: 宋代 5.CST: 元

代  618  

宋代<<金陵圖>>與<<清明上河圖>>

研究 / 周運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

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7 冊) .-- ISBN 978-

626-344-081-4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畫論 3.CST: 社

會生活 4.CST: 宋代  618  

宋遼外交研究三論 / 蔣武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154 面; 26 公分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6

冊) .-- ISBN 978-626-344-080-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外交 2.CST: 宋遼金元史  

618  

明清澤州科舉研究 / 孔偉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10-11 冊) .-- 

ISBN 978-626-344-084-5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085-2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舉 2.CST: 明代 3.CST: 清代  

618  

南宋臨安知府研究 / 梅哲浩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8-9 冊) .-- ISBN 

978-626-344-082-1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083-8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官制 2.CST: 南宋  618  

香 港 城 市 社 區 歷 史 地 理 研 究

(1841~1991) / 劉祖強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

刊. 二八編 ; 第 19-20 冊) .-- ISBN 978-

626-344-093-7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626-344-094-4 (下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社區研究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歷史 4.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618  

唐末五代州縣與其城池變動研究  / 

劉闖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

八編 ; 第 3 冊) .-- ISBN 978-626-344-

077-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地理學 2.CST: 唐代 

3.CST: 五代十國  618  

問道 : 當代中國考古學現狀的反思

與前瞻 / 裴安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

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

075-3 (上冊:精裝) .-- ISBN 978-626-

344-076-0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考古學 2.CST: 中國  618  

清帝國時期北部邊疆的書寫與表徵 / 

苗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4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

八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

086-9 (精裝) 普遍級  

1.CST: 邊疆問題 2.CST: 清代  618  

華夏書學源始邏輯論 / 李川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66 面; 26 公分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626-344-087-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書法美學  618  

隋唐方術述要 / 王逸之, 李浩淼, 張千

帆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代

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4-5

冊) .-- ISBN 978-626-344-078-4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079-1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術數 2.CST: 隋唐  618  

黃河與山東區域環境變遷研究 / 古

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6 面; 26 公

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

編 ; 第 18 冊) .-- ISBN 978-626-344-

092-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水災 3.CST: 

水利工程 4.CST: 山東省 5.CST: 黃河  

618  

學步古今 : 中國法律史略論稿 / 陳景

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代

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24-27

冊) .-- ISBN 978-626-344-098-2 (第 1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099-9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100-2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

101-9 (第 4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中國史  618  

中國斷代史 

口才與智慧是最強武器 : <<戰國策

>>,謀士人才輩出的時代,EQ 與 IQ 的

指導手冊 / 劉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8 .-- 432 面; 23 公分 .-

- (風華 ; 22) .-- ISBN 978-626-96254-1-

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戰國策 2.CST: 注釋  621.804  

魏晉南北朝史 : 一個分裂與融合的

時代 / 張鶴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82-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魏晉南北朝史  623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 現代史篇 / 余

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18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作品集 ; 22) .-- 

ISBN 978-957-08-6402-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近代史 2.CST: 現代史 3.CST: 

中國史  627.6  

晚清遺事 / 高伯雨等著 ; 蔡登山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9 .-- 326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27)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28-2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晚清史 2.CST: 近代史 3.CST: 

通俗史話  627.6  

晚清遺事. 續編 / 高伯雨等著 ; 蔡登

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9 .-- 328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28)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30-5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晚清史 2.CST: 近代史 3.CST: 

通俗史話  627.6  

「她」之審判 : 鄭毓秀形象研究與

年譜考編 / 孫永亮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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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 .-- 268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

與文化研究. 十五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925-9 (精裝) 普遍級  

1.CST: 鄭毓秀 2.CST: 律師 3.CST: 傳

記 4.CST: 中國  628.08  

民 國 英 語 教 科 書 元 話 語 研 究

(1912~1949) : 篇章語言學的視角 / 吁

思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0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五

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518-

929-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言學 3.CST: 民

國史  628.08  

民國時期國家意識形態的變遷 : 以

儒學為探討中心  / 張道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22 面; 26 公分 .-- (民

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 十五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924-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儒學 2.CST: 國家主義 3.CST: 

意識型態 4.CST: 中國  628.08  

民國時期精英階層消費示範問題研

究 / 周石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五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923-5 

(下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922-

8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消費社會 2.CST: 消費行為 

3.CST: 民國史 4.CST: 中國  628.08  

由創作型態與民國新媒體觀察京劇

旦行之崛起至鼎盛 / 吳怡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民國歷史與文

化研究. 十五編 ; 第 12-13 冊) .-- ISBN 

978-986-518-931-0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932-7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表演藝術 3.CST: 

角色  628.08  

近現代「京劇捧角」文化研究 / 王

照璵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24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五

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518-

930-3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中國戲劇 3.CST: 

文化研究  628.08  

侵華日本陸海軍全檔 / 黃力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民國歷史與

文化研究. 十五編 ; 第 8-9 冊) .-- ISBN 

978-986-518-927-3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928-0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軍事史 

3.CST: 日本  628.08  

控制與建設 : 抗戰時期蔣介石巡視

西北研究 / 沈茂鵬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84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

與文化研究. 十五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518-926-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國家戰略  

628.08  

釣魚島歷史歸屬考 : 以日本學者的

研究為視角 / 李理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26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

與文化研究. 十五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921-1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釣魚臺問題 2.CST: 領土主權 

3.CST: 日本  628.08  

旗裝戲 / 李德生, 王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54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

與文化研究. 十五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933-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京劇 2.CST: 中國戲劇 3.CST: 

舞臺服裝  628.08  

憲法與利維坦 : 康有為、孫中山、

張君勱的立國與立憲思想 / 金欣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70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五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920-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康有為 2.CST: 孫文 3.CST: 張

君勱 4.CST: 學術思想 5.CST: 憲政主

義 6.CST: 中國  628.08  

離散與回歸  : 在滿洲國的臺灣人

(1905-1948) / 許雪姬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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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6246-4-5 (上冊:平裝) 

NT$600 .-- ISBN 978-626-96246-5-2 (下

冊 :平裝 ) NT$600 .-- ISBN 978-626-

96246-6-9 (全套:平裝) NT$1200 普遍

級  

1.CST: 滿州國 2.CST: 民國史  

628.47  

中國文化史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 古代史篇 / 余

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00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作品集 ; 21) .-- 

ISBN 978-957-08-6401-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文化 2.CST: 古代史 

3.CST: 中國史  630  

古人比你更會玩  / 黃桑編繪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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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672-6 (第 3 冊: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生活史 

3.CST: 中國  630  

中國地方志 

品馬祖。島嶼釀  / 翁瑞祐, 李盈瑩

著 .-- 初版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江縣

政府, 11106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8-73-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訪談 3.CST: 

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金門烈嶼宋江陣  / 林本源作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6 .-- 232 面; 21 公分 .-- (金門口述

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86-5468-

74-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宋江陣 3.CST: 訪

談 4.CST: 福建省金門縣烈嶼鄉  

673.19/205.9/109.2  

*邊際危城 : 中國統治下香港的資本、

帝國與抵抗 / 孔誥烽作 ; 程向剛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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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左岸政

治 ; 344) .-- ISBN 978-626-96095-7-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673.82  

世界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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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秒變身歷史小天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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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 .-- ISBN 978-626-318-329-

2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通俗作品  711  

世界史偵探柯南. 12, 登陸月球的影

像 / 青山剛昌原作 ; 山岸榮一, 齋藤

宗男漫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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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866-2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化史 3.CST: 

漫畫  711  

穀物之海  / 史考特 .雷諾斯.尼爾森

(Scott Reynolds Nelson)著 ; 游淑峰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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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62-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美國史 3.CST: 

禾穀  711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 : 遊

牧、商業與宗教,前近代歐亞世界體

系的形成 / 森安孝夫著 ; 陳嫻若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

分 .-- (歷史.世界史) .-- ISBN 978-957-

05-3436-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絲路  711  

世界史雪泥鴻爪 / 周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7-333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集  711.07  

如何成為屠龍英雄? : 魔法、修道士、

怪獸,神祕中世紀的歷史與傳說 / 凱

特.史蒂文森(Cait Stevenson)著 ; 洪慈

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

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歷史.世界史) .-- ISBN 978-

957-05-3434-4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中古史 2.CST: 文明史  712.3  

在同一面戰旗下 : 中國二戰老兵回

憶錄 / 鄧賢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6 .-- 3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0-6-8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回憶

錄  712.84  

* 戰 敗 者 的 觀 點  / 李 德 哈 特 (B. H 

Liddell Hart)著 ; 張和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9-48-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德國

史  712.84  

1861 年 : 改革與試煉的時代 / 小松久

男編 ;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歷史的轉

換期 ; 9) .-- ISBN 978-957-05-3433-7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世界史  713  

*白髮客遊記 / 羅景川著 .-- 高雄市 : 

羅景川, 11106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210-4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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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igit Tremml-Werner)

著 ; 堯嘉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

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8 .-- 560 面; 21 公分 .-- 

(Beyond ; 40) .-- ISBN 978-626-7052-

45-7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亞洲史 2.CST: 外交史 3.CST: 

航運史  730.1  

日本史 / 林明德著 .-- 修訂三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7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本史  731.1  

精讀日本史 / 任德山作 .-- 四版 .-- 新

北市 :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303-0-1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日本史  731.1  

現代西亞的前世今生 : 國際強權與

區域勢力競爭中的邊界劃分、消逝、

再劃分 / 陳立樵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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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與現

場) .-- ISBN 978-626-335-67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西亞  734.3  

亞洲最後的淨土 : 緬甸 / 許文志, 張

李曉娟, 李建宏, 許淑婷, 林信州, 許

淑敏, 許純碩, 林三立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03-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經貿政策 

3.CST: 政治經濟 4.CST: 緬甸  738.1  

臺灣史地 

大學地方學的形塑與發展 : 從發展

史到認識論 : 2021 年第二屆屏東學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李錦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480 面; 23 公分 .-- 

(學術論文集叢書 ; 1500024) .-- ISBN 

978-986-478-695-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733.07  

中西跨文化戲劇交流溯源與改編方

式探究 : 兼以歌仔戲<<威尼斯雙胞

案>>、<<Mackie 踹共沒?>>為例 / 陳

佩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2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

984-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戲劇 2.CST: 比較研究 3.CST: 

跨文化研究  733.08  

以味尋位 : 桃園忠貞新村米干滋味

下族群認同的轉變 / 段承恩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54 面; 26 公分 .-- (臺

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982-2 (精裝) 

普遍級  

1.CST: 眷村 2.CST: 族群認同 3.CST: 

少數民族 4.CST: 桃園市  733.08  

吳晟詩歌的鄉土意識研究 / 吳宗良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322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二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518-

987-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吳晟 2.CST: 傳記 3.CST: 臺灣

詩 4.CST: 鄉土文學 5.CST: 文學評論  

733.08  



68 

 

周植夫<<竹潭詩稿>>研究 / 俞棟祥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二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

986-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周植夫 2.CST: 傳記 3.CST: 臺

灣詩 4.CST: 詩評  733.08  

宜蘭二結王公廟與台灣的古公三王

信仰 / 林容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2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983-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宜蘭縣五結鄉  733.08  

近代閩台互動中的解紛止爭 / 李理, 

趙國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60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

刊. 二二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

518-98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國籍 2.CST: 司法制度 3.CST: 

臺灣史 4.CST: 福建省廈門市  

733.08  

臺灣後現代詩中的主體研究 / 張夢

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2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二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

989-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詩 2.CST: 詩評  733.08  

臺灣解嚴後美文傳統書寫典範及其

逆反與解構 / 袁仁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180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

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988-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散文 2.CST: 臺灣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733.08  

競爭與共生 : 光復後的臺灣原住民

族群關係 : 以臺灣南投縣仁愛鄉為

中心 / 周慧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94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985-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族群問

題 3.CST: 南投縣仁愛鄉  733.08  

少年讀臺灣 : 臺灣史 / 許耀雲作 ; 九

子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5-

688-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通俗作品  

733.21  

(郵政招考)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一

次過關 / 謝坤鐘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17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地理 2.CST: 自然地理 

3.CST: 人文地理  733.3  

少年讀臺灣 : 臺灣地理 / 吳立萍, 賴

佳慧作 ; 程宜方, 顏寧儀, 吳健豐, 邱

意惠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5-689-

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地理 2.CST: 通俗作品  

733.3  

大台北宜蘭小村 x 步道 100 影音增

強版 / Tony(黃育智)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朱 雀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Free ; 19) .-

- ISBN 978-626-7064-21-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人文地理 

3.CST: 生態旅遊  733.6  

台灣鐵路自由行 : 藝術文化懷古之

旅 / 吳武明, 余宗珮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亞洲巨龍國際智慧服務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

986-90692-2-9 (全套 :平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名勝古蹟 2.CST: 火車旅行 

3.CST: 臺灣遊記  733.6  

單車環島必看!無經驗也 OK 的輕鬆

春夏旅行攻略 / 丹尼爾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24-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腳踏車旅行  

733.6  

單車環島必看!無經驗也 OK 的輕鬆

秋冬旅行攻略 / 丹尼爾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7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25-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腳踏車旅行  

733.6  

台北時光的見證者 : 中山北路 = Road 

to glory : Zhongshan North Road / Albert 

Lee, Fred Feng, Mion, Silence Huang, 林

世傑, 吳垠慧, 陳湘瑾, 黃博鉞, 許喻

理, 郭璈, 劉黎兒, 廖承洋作 ; 張鐵志

總編輯 .-- 臺北市 : 一頁文化制作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152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30-0-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台北市  

733.9/101.4  

蘭陽吾景 : 我蘭陽我五景 / 李佳諺, 

王亭瑾, 周宇禪, 張庭豪, 李彥霆, 何

依琳, 李貞菀, 黃昕, 劉依玟, 林育萱, 

陳美卉, 陳欣宜, 高嘉凱, 高仲賢, 蘇

尹文, 黃淑玲作 ; 田運良主編 .-- 新北

市 : 我己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82-2-

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地方文學 

3.CST: 宜蘭縣  733.9/107.4  

門牌的記憶 / 陳彩紅文 ; 蕭宇珊圖 .-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龍潭區戶政

事務所, 111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19-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歷史 2.CST: 桃園縣龍潭鄉  

733.9/109.9/119.2  

續修新竹縣志. 卷一, 凡例、綱目、

大 事 記 、 編 纂 經 過  = 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 HsinChu County / 

張勝彥, 廖志軒撰稿 ; 張勝彥總編

纂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

政府文化局, 11106 .-- 57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91-24-1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新竹縣  

733.9/111.1  

重修湖口鄉志 = The chorography of 

Hukou / 楊費三, 卓克華, 陳盈宏, 莊天

賜, 莊文松, 趙莒玲, 許純蓮, 洪親慧, 

徐于喬, 曾麗綺, 劉芷純撰稿 ; 葉志杰

總編纂.主撰 .-- 新竹縣湖口鄉 : 新竹

縣湖口鄉公所,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091-23-4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1.CST: 方志 2.CST: 新竹縣湖口鄉  

733.9/111.9/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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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台中款 : 蔡其昌的故鄉再發現 

/ 蔡其昌, 瞿欣怡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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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 ; BGB524) .-- ISBN 978-986-525-

66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臺中市  

733.9/115.6  

臺灣心埔里情 / 何楨祥執行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尋根之旅工

作室, 11106 .-- 219 面; 25X26 公分 .-- 

(疼惜台灣尋根系列 2022) .-- ISBN 

978-626-96245-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照片集 

3.CST: 南投縣埔里鎮  

733.9/119.9/115.4  

彰化老屋時光旅行 = Old building new 

life in Changhua / 張雀芬總編輯 .-- 第

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 

11106 .-- 1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73-73-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文化觀光 

3.CST: 彰化縣  733.9/121.6  

鹿陶洋江家聚落建築群保存及再發

展操作手冊 / 陳志宏編著 .-- 第一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01-2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聚落 2.CST: 房屋建築 3.CST: 

文化資產保存 4.CST: 臺南市楠西區  

733.9/127.9/151.4  

臺南市楠西鹿陶洋江家聚落建築群

保存及再發展計畫成果報告書 : 訂

定臺南市聚落建築群鹿陶洋江家聚

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案規劃技術報

告 / 陳志宏, 孫仁鍵作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 3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701-2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聚落 2.CST: 房屋建築 3.CST: 

文化資產保存 4.CST: 臺南市楠西區  

733.9/127.9/151.4  

海之旅路 : 想遠離塵嚣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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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麗雪總編

輯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7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26-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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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在.一起 : kaadaadaan 電光飲食記憶

誌 / 林慧珍, 潘寶瑩, 涂裕苓, 吳紀昀

文字 .-- 初版 .-- 臺東縣臺東市 : 財團

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關山鎮電光社區發展協會, 11106 .-- 

19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0645-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飲食風俗 

3.CST: 臺東縣關山鎮  

733.9/139..9/129.4  

蘭嶼徒步環島不要載我 / 簡鴻模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94-32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臺東縣蘭嶼鄉  

733.9/139.9/131.6  

歐洲史地 

八月砲火 : 資訊誤判如何釀成世界

大 戰  / 芭 芭 拉 . 塔 克 曼 (Barbara W. 

Tuchman)著 ; 顧淑馨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場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8 .-- 608 面; 21 公分 .-

- (大戰略 ; 5) .-- ISBN 978-986-06936-

6-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第一次世界大戰 2.CST: 軍事

史 3.CST: 西歐  740.272  

法蘭西簡史,浪漫背後的殘酷 : 優雅

而冷漠,美麗又血腥,那些不容忽視的

法國史 / 歸海逸舟, 艾仲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0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57-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法國史  742.1  

*父輩的罪惡 : 德國如何面對歷史,走

向未來? / 蘇珊.奈門(Susan Neiman)著 ; 

張葳譯 .-- 一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7 .-- 576 面; 21 公分 .-- (Beyond) .-

- ISBN 978-626-7052-42-6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國家主義 2.CST: 種族主義 

3.CST: 德國 4.CST: 美國  743.258  

非洲史地 

埃及眾神的冥界巡禮. 後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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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

5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古埃及 2.CST: 民族文化 

3.CST: 古墓  761.3  

側寫古埃及 / 藺明忠著 .-- 一版 .-- 新

北 市  : 優 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Walker ; 

4) .-- ISBN 978-986-5481-2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古埃及 2.CST: 文明史 3.CST: 

埃及文化  761.3  

裂谷邊陲等待雨臨,我們在馬拉威教

中文的日子 / 武皓詠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東 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35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 2.CST: 社會生活 3.CST: 

通俗作品 4.CST: 馬拉威  768.49  

傳記 

面紗之下 : 二十一位女性的伊斯蘭

世 界 史  / 胡 塞 因 . 卡 瑪 利 (Hossein 

Kamaly)著 ; 苑默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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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認識伊斯蘭 ; 4) .-- ISBN 978-

626-7129-4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伊斯蘭教 

3.CST: 世界史  781.052  

從前有對萊特兄弟 / 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久久出版工作坊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6 公分 .-- 

(漫畫名人很有事 ; 3) .-- ISBN 978-

626-313-07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萊特(Wright, Orville, 1871-

1948) 2.CST: 萊特(Wright, Wilbur, 

1867-1912) 3.CST: 傳記 4.CST: 漫畫  

781.08  

從孔子到豐子愷 : 中國歷史劇本合

集 / 許國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

立作家, 11106 .-- 188 面; 21 公分 .-- 

(Do 歷史 ; 90) .-- BOD 版 .-- ISBN 978-

626-95869-6-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歷史故事 3.CST: 

劇本 4.CST: 中國  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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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漂亮,是姊的本事 : 8 位古代女

傳奇的逆襲!用才華粉碎偏見與束縛,

為自己的人生做主 / 季無雲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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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1 公分 .-- (NW ; 243) .-- ISBN 

978-986-506-46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中國  

782.22  

歷史的一半是女人 : 先抖內才能一

賭芳容 X 沒過這六關休想娶公主 X

從青樓搖身一變成將軍 ,一本屬於

「她們」的故事  / 賈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5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77-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中國  

782.22  

說給兒童的偉人歷史. 1, 華佗 / 天衛

文化編輯部編著 ; 許佩玫, 廖篤誠, 鄭

長英, 莊欣音, 劉錫祖, 朱雨光, 吳健

豐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589-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漢)華佗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2.822  

楊筠松祖師著作之註解繪圖手稿  / 

董畦壵註繪 ; 王炳森編校 .-- 初版 .-- 

桃園市 : 王炳森, 11108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281-4 (平

裝 ) .-- ISBN 978-626-01-0282-1 ( 精

裝) .-- ISBN 978-626-01-0283-8 (經摺

裝) 普遍級  

1.CST: (唐)楊筠松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堪輿  782.8419  

清華通識人物演講系列專輯 : 沈括 / 

傅大為, 李鴻源, 江國興, 張嘉鳳, 英

家銘, 李家維, 蔡玫芬作 ; 翁曉玲主

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1106 .-- 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284-0-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宋)沈括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4.CST: 中國  782.8515  

說給兒童的偉人歷史. 3, 李時珍 / 天

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 許佩玫, 廖篤誠, 

鄭長英, 莊欣音, 劉錫祖, 朱雨光, 吳

健豐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

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591-1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明)李時珍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2.867  

三路弯弯 : 换个角度直面体育人生 / 

肖水平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

出版社, 11106 .-- 137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5816-4-1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肖水平 2.CST: 傳記 3.CST: 中

國  782.887  

艾未未 : 千年悲歡 / 艾未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76 面; 23 公

分 .-- (People ; 484) .-- ISBN 978-626-

335-57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艾未未 2.CST: 傳記  782.887  

夢斷苗溪 : 一個勞改倖存者的回憶 / 

牛立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

創, 11107 .-- 446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26-8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牛立華 2.CST: 回憶錄  

782.887  

Sho-time : 大谷翔平,不可思議的二刀

流奇蹟 / 傑夫.佛萊契(Jeff Fletcher)著 ; 

廖昌彥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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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入魂 ; 17) .-- ISBN 978-626-

7092-56-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大谷翔平 2.CST: 傳記 3.CST: 

運動員 4.CST: 職業棒球 5.CST: 日本  

783.18  

高山仰止 : 屏東大學中文系退休教

授文集 / 余兆敏, 王永誠, 鍾吉雄, 陳

寶條, 黃瑞枝, 徐守濤, 耿慶梅, 一淨

法師, 陸又新, 蔡榮昌, 簡貴雀, 鍾屏

蘭, 劉明宗, 吳傑儒, 林其賢作 ; 余昭

玟主編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

大學, 11106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159-2-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集  783.31  

史無前例 智財專家齊聚挺你 / 王麗

娟, 陳玉鳳, 魏茂國, 史欽泰, 陳健邦, 

許有進, 張耀文, 李明哲, 張宜如, 王

瑞璋, 胡國琳作 ; 李慧臻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宏津數位科技有限公

司, 11106 .-- 1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89590-5-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科技業 

3.CST: 人物志  783.32  

360 度的自己 : 難民符玉鸞的無憾人

生 / 符玉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

華 婚 訂 資 源 整 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6104-3-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符玉鸞 2.CST: 傳記 3.CST: 難

民  783.3886  

一個平凡女人的追憶 : 從大陸到香

港,台灣,和美國不平凡的奮鬥史 / 宋

宏煜著 .-- 桃園市 : 陳文斌, 11107 .-- 

15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9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宋宏煜 2.CST: 回憶錄  

783.3886  

一個病毒學家與大學校長的心路歷

程 / 賴明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賴

明詔,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9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賴明詔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一緣照見 / 周鼎金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建築照明學會, 11106 .-- 

172 面; 21X25 公分 .-- ISBN 978-986-

93492-6-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周鼎金 2.CST: 建築 3.CST: 照

明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大鵬展翅 = Chi Shan Chen calligraphy 

/ 陳吉山, 宋亭萱編撰 .-- 臺南市 : 吉

山書畫藝術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60-1-1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陳吉山 2.CST: 傳記 3.CST: 臺

灣  783.3886  

永遠的農業人 : 李登輝與臺灣農業 = 

Mr. agriculture Lee Teng-Hui / 江昺崙, 

陳慧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豐年社,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9157-64-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李登輝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農業政策  783.3886  

在愛智的路上行走 : 潘小慧的六十

芳華 / 潘小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至潔有限公司, 11107 .-- 3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7632-91-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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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潘小慧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朱夜與我 / 呂梅黛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文訊雜誌社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 400 面; 21 公分 .-- (文訊書系 ; 18) .-

- ISBN 978-986-6102-82-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呂梅黛 2.CST: 回憶錄 3.CST: 

臺灣  783.3886  

希望煉金術 / 張潔心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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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智慧

書系列 ; 20) .-- ISBN 978-626-95983-7-

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張潔心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我的戰場在產房 : 無國界醫生在阿

富汗、伊拉克迎接新生命的熱血救

援記事 / 王伊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08 面; 21 公分 .-- (Mark ; 173) .-- 

ISBN 978-626-7118-62-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王伊蕾 2.CST: 醫師 3.CST: 回

憶錄 4.CST: 臺灣  783.3886  

浮生寶典 : 一個客屬女性的獨白 / 吳

秀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51-46-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吳秀娥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留美半生緣 : 余英時、錢新祖交鋒

實錄 / 江勇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5-4-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錢新祖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劉師舜(1900-1996) : 清華學堂校友篳

路 藍 縷 奮 鬥 紀 實  = Liu Shih-shun 

(1900-1996) : the life of a Tsing-Hua 

College alumnus through arduous 

struggles / 文釗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11107 .-- 2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116-99-5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劉師舜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醫 師 立 委 邱 永 仁 回 憶 錄  = Chiu 

Yeong-Jen's memoirs / 邱永仁著作 .-- 

高雄市 : 邱永仁, 11107 .-- 2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024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邱永仁 2.CST: 回憶錄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麵包魔法師 : 吳寶春的台灣[] / 周姚

萍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8 面; 22

公分 .-- (少年博雅 ; 5) .-- ISBN 978-

626-317-931-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吳寶春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臺灣省主席年譜 : 邱創煥 / 李澍奕編

著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06 .-- 5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36-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邱創煥 2.CST: 年譜  

783.3986  

Fethullah Gülen,一個服務奉獻的生命 : 

何以一位賓州穆斯林對世界如此重

要 / Jon Pahl 原著 ; 黃思恩譯 ; 林長寬

編審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

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11107 .-

- 368 面; 23 公分 .-- (國立成功大學文

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專書 ; 7) .-- 

ISBN 978-626-96004-3-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葛蘭(Gülen, Fethullah) 2.CST: 

傳記 3.CST: 伊斯蘭教 4.CST: 土耳其  

783.518  

宋伊莉莎白醫師的故事  : Elizabeth 

Blackburn Christie / Jenny Jamieson 作 ; 

Boris Lee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前

衛出版社, 11107 .-- 40 面; 29 公分 .-- 

中台英對照 .-- ISBN 978-626-7076-46-

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宋伊莉莎白(Christie, 

Elizabeth) 2.CST: 醫師 3.CST: 傳記 

4.CST: 英國  784.18  

說給兒童的偉人歷史. 5, 南丁格爾 /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 許佩玫, 廖篤

誠, 鄭長英, 莊欣音, 劉錫祖,朱雨光, 

吳健豐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

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593-

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lorence, 1820-1910)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4.18  

黛安娜王妃 : 黛王朝(Dynasty Di)時尚

穿搭,她用服飾傳達心事 / 艾洛絲.莫

蘭(Eloise Moran)作 ; 蔣雪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23-81-2 (平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黛安娜(Diana, Princess of 

Wales, 1961-1997) 2.CST: 服飾 3.CST: 

傳記 4.CST: 英國  784.18  

從前有個居禮夫人 / 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久久出版工坊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5 公分 .-- 

(漫畫名人很有事 ; 6) .-- ISBN 978-

626-313-068-5 (精裝) 普遍級  

1.CST: 居禮(Curie, Marie, 1867-1934)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4.28  

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 : 洪堡德織

起「生命之網」,重新創造我們眼前

的世界  / 安德列雅 .沃爾芙 (Andrea 

Wulf)著 ; 陳義仁翻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果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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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408 面; 23 公

分 .-- (自然新經典系列) .-- ISBN 978-

626-95570-8-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洪堡德(Humboldt, Alexander 

von, 1769-1859) 2.CST: 傳記  784.38  

說給兒童的偉人歷史. 4, 史懷哲 / 天

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 許佩玫, 廖篤誠, 

鄭長英, 莊欣音, 劉錫祖,朱雨光, 吳健

豐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592-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史懷哲(Schweitzer, Albert, 

1875-1965) 2.CST: 傳記 3.CST: 通俗

作品  784.38  

任性天才馬斯克  / 林郁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9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21-3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馬斯克(Musk, Elon) 2.CST: 企

業家 3.CST: 傳記  785.28  

星塵落埃 : 一位當代重要公共社會

學家真摯的生與死  / 艾瑞克 .萊特

(Erik Olin Wright)作 ; 陳婉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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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40 面; 21 公

分 .-- (麥田叢書) .-- ISBN 978-626-

310-26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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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萊特(Wright, Erik Olin) 2.CST: 

社會學家 3.CST: 回憶錄 4.CST: 美國  

785.28  

破案女神 : 剖析殺人魔的手法,更洞

察受害者的心靈 ,FBI「行為科學小

組」與犯罪側寫技術的幕後女傑  / 

安 . 伍 柏 特 . 博 傑 斯 (Ann Wolbert 

Burgess)著 ; 高子梅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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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

房) .-- ISBN 978-626-315-155-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博傑斯(Burgess, Ann Wolbert) 

2.CST: 傳記 3.CST: 美國  785.28  

從前有個林肯總統 / 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久久出版工坊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5 公分 .-- 

(漫畫名人很有事 ; 7) .-- ISBN 978-

626-313-069-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

1865)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4.CST: 

美國  785.28  

跟大師學創造力. 6 : 瑞秋.卡森與環

境保育+21 個生態實作 / 蘿薇娜.苪伊

(Rowena R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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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69-83-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卡森(Carson, Rachel, 1907-

1964) 2.CST: 傳記 3.CST: 科學家 

4.CST: 通俗作品  785.28  

說給兒童的偉人歷史. 2, 林肯 / 天衛

文化編輯部編著 ; 許佩玫, 廖篤誠, 鄭

長英, 莊欣音, 劉錫祖,朱雨光, 吳健豐

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590-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

1865)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5.28  

聆聽宇宙的聲音 : 女孩蓋比追尋愛

因斯坦的時空祕密 / 派翠西亞.瓦爾

德斯文 ; 莎拉.帕拉西奧斯圖 ; 郭雅欣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6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5760-5-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蓋比 2.CST: 科學家 3.CST: 傳

記 4.CST: 天體物理學 5.CST: 通俗作

品  785.728  

柯氏瑞鵲一經堂世系衍考錄 / 蔡易

庭編註 .-- 臺北市 : 柯順耀,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30-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柯氏 2.CST: 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織品文物專有名詞圖典 = Glossary for 

textile conservation / 何兆華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7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02-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文物保存維護 2.CST: 紡織品 

3.CST: 詞典  790.72041  

萬象奇光 : 慎知書屋集藏 / 蔡仁哲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路竹新益工廠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96 面; 35 公

分 .-- ISBN 978-986-86010-2-4 (精裝) 

NT$4200 普遍級  

1.CST: 古器物 2.CST: 蒐藏品 3.CST: 

圖錄  791.3  

洗心停珍藏重要中國古代玉器 = The 

James Fang family collection important 

Chinese ancient jade / 方傑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華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57 面; 26X34 公分 .-- 

ISBN 978-986-06308-3-1 ( 精 裝 ) 

NT$4500 普遍級  

1.CST: 古玉 2.CST: 玉器 3.CST: 中國  

794.4  

瓷影凝光 : 鼎鼎盛藝術館藏.歷代瓷

器精品圖集 / 江建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文物出版社, 11108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1-

479-9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古陶瓷 2.CST: 瓷器 3.CST: 圖

錄  796.6025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在臺國際生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之

學業成敗歸因與學業情緒關聯探析 : 

以桃園地區大學為例 / 胡瑞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10 面; 23 公分 .-- 

(華文教學叢書  ; 1200003) .-- ISBN 

978-986-478-696-1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教學研究 

3.CST: 高等教育 4.CST: 桃園市  

802.03  

黃春明的文學與藝術 : 第九屆近現

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尤麗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0 面; 

23 公 分  .-- ( 學 術 論 文 集 叢 書  ; 

1500026) .-- ISBN 978-986-478-693-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中國文學 3.CST: 

文集  802.07  

<<道教靈驗記>>詞彙研究 / 張學瑾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8 面; 30 公

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三

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626-344-

024-1 (精裝) 普遍級  

1.CST: 道教 2.CST: 詞彙 3.CST: 研究

考訂  802.08  

<<說文>>古文籀文與對應小篆構形

系統比較研究 / 朱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

刊. 二三編 ; 第 5-6 冊) .-- ISBN 978-

626-344-019-7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626-344-020-3 (下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說文解字 2.CST: 古文字學 

3.CST: 中國文字  802.08  

小學入經史 : 張舜徽文字學論著研

究 / 鄧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6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27 冊) .-- ISBN 978-626-

344-041-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張舜徽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字學 4.CST: 文集  802.08  

古代漢語詞語新探 / 王閏吉, 魏啟君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8 面; 30 公

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三

編 ; 第 9 冊) .-- ISBN 978-626-344-023-

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詞彙學 3.CST: 古

代  8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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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漢語學 / 李國正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

刊. 二三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

626-344-015-9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016-6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017-3 (第 3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018-0 (第 4 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語言學 3.CST: 生

態學  802.08  

多心齋學術文叢  / 譚步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

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19-21 冊) .-- 

ISBN 978-626-344-033-3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034-0 ( 中 冊 : 精

裝) .-- ISBN 978-626-344-035-7 (下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古文字學 2.CST: 漢語語法 

3.CST: 文集  802.08  

何九盈先生學行述論 / 龐光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84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28 冊) .-- ISBN 978-626-344-042-5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何九盈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漢語 4.CST: 語言學  802.08  

李國正論文自選集  / 李國正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

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22-26 冊) .-- 

ISBN 978-626-344-036-4 (第 1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037-1 (第 2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038-8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039-5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

040-1 (第 5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語言學 3.CST: 中

國文學 4.CST: 文集  802.08  

季旭昇學術論文集 / 季旭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

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14-18 冊) .-- 

ISBN 978-626-344-028-9 (第 1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029-6 (第 2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030-2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031-9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

032-6 (第 5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文字學 2.CST: 語言學 

3.CST: 文集  802.08  

唐河方言語法研究 / 楊正超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

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11-12 冊) .-- 

ISBN 978-626-344-025-8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026-5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方言 2.CST: 方言學 

3.CST: 河南省唐河縣  802.08  

湖南商周金文輯考 / 熊賢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300 面; 30 公分 .-- (中

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7

冊) .-- ISBN 978-626-344-021-0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金文 2.CST: 湖南省  802.08  

漢代字辭書「陰陽五行」詞源研究 : 

以<<說文解字>>、<<釋名>>聲訓為

中心 / 廖素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46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

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8 冊) .-- ISBN 978-

626-344-022-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說文解字 2.CST: 釋名 3.CST: 

陰陽五行 4.CST: 詞源學 5.CST: 研究

考訂  802.08  

劍閣、南部縣相鄰山區方言音系調

查及其歷史比較 / 陳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4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

文字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626-344-027-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方言 2.CST: 語音學 3.CST: 比

較語言學  802.08  

成語好好玩. 人物與動物篇 / 王妍婕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有限

公司, 11107 .-- 9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0-4-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SHTB: 詞

彙書--3-6 歲幼兒讀物  802.183  

輕鬆看漫畫學成語 / 游景源作 .-- 五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17X17 公分 .-

- ISBN 978-626-7168-04-2 ( 精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漫畫 

4.SHTB: 詞彙--3-6 歲幼兒讀物  

802.183  

成語好好玩 / 王妍婕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5370-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SHTB: 詞

彙書--3-6 歲幼兒讀物  802.1839  

中國文字學 / 潘重規著 .-- 三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7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中國文字  802.2  

有趣的中國文字 / 陳正治著 ; 洪義男

繪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

日報社,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97-2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字 2.CST: 通俗作品  

802.2  

FOOD 超人圖解國字辭典 / 陳乃鳳編

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1108 .-- 408 面; 17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23-752-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FOOD 超人圖解成語辭典 / 陳乃鳳編

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1108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3-75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2.CST: 成語  

802.35  

淺談兩岸用語交流 / 陸柔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6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62-24-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慣用語 2.CST: 俗語 3.CST: 臺

灣 4.CST: 中國  802.38  

都會客的社會與心理語言趨向 / 蘇

復興著 .-- 臺北市 : 文鶴出版有限公

司, 11105 .-- 15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147-984-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語言學 3.CST: 語

言分析  802.5238  

回甘 : 南投縣客語繪本故事創作合

輯 = Sweet aftertaste / 彭歲玲, 左鳳媛, 

吳如芬, 呂金燕, 林秀貞, 林淑亭, 徐

銀珍, 陳勇仁, 陳美鳳, 黃秋金, 楊常

婉, 蔡淑后, 鄭淑雲, 戴秋玲, 羅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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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鳳惠合著 .-- 初版 .-- 南投市 : 南投

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 南投縣政府發

行, 11107 .-- 120 面; 26 公分 .-- (南投

縣文化資產叢書 ; 248) .-- ISBN 978-

986-5471-07-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讀本  802.52388  

國際中文教育常用含 V 語素複合詞

句法語義研究 : 內外互動與類例配

合 / 曹保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蘭

臺出版社, 11108 .-- 296 面; 21 公分 .-

- (小學研究  ; 5) .-- ISBN 978-626-

95091-7-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漢語語法  802.6  

我與滿級作文的距離 : 寫作實戰指

導專家給考生的箴言 / 永鈊老師著 .-

- 新北市 : 集夢坊, 11107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75-5-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作文 3.CST: 寫作

法  802.7  

怎樣修改作文 / 程漢傑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6 面; 23 公分 .-- (語言教學

叢書 ; 1100023) .-- ISBN 978-986-478-

697-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作文 3.CST: 寫作

法  802.7  

章法論叢. 第十四輯 / 中華民國章法

學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創設

計產業學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2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辭

章修辭叢刊 ; 812A10) .-- ISBN 978-

986-478-700-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作文 3.CST: 文集  

802.707  

前进中文  : 中级课程 = Progressive 

Chinese : intermediate course / 邱新富, 

吴瑜, 杨玉笙, 叶信鸿编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304 面; 26 公分 .-- 正體題名:

前進中文: 中級課程 .-- ISBN 978-957-

09-1987-5 (第 1 冊:平裝) NT$600 普遍

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連日本人都在學的日文語感訓練  : 

全方位掌握語彙力,打造自然靈活的

日文腦,溝通、寫作、閱讀技巧無限

進化! / 吉田裕子著 ; 陳姵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36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803.12  

日本語初級 135 個文法超圖解 / 西村

惠子, 山田玲奈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山 田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實用日

語 ; 6) .-- ISBN 978-986-246-706-0 (平

裝附光碟片) NT$32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日本語基本 135 文法 : 一週間打好日

文法基礎,用這本就夠啦! / 西村惠子, 

山田玲奈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

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實用日語 ; 6) .-- ISBN 

978-986-246-705-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你以為簡單,但其實不簡單的日語文

法 Q&A = 簡単なようで、実は簡単

じゃなかった日本語文法 /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初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58 面; 

21 公分 .-- (語學 ; 2) .-- ISBN 978-626-

96043-7-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我的第一本日語文法 / 星野良文, 渡

邊由里, 林小瑜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

屋文化,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日語通 ; 7) .-- ISBN 978-986-5544-90-

4 (平裝附光碟片) NT$34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 中級本(行動學

習新版) / 出口仁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檸 檬 樹 國 際 書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88 面; 25 公分 .-- (大家學日

語系列 ; 17) .-- ISBN 978-986-94387-7-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 初級本(行動學

習新版) / 出口仁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檸 檬 樹 國 際 書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56 面; 25 公分 .-- (大家學日

語系列 ; 16) .-- ISBN 978-986-94387-6-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 高級本(行動學

習新版) / 出口仁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檸 檬 樹 國 際 書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36 面; 25 公分 .-- (大家學日

語系列 ; 18) .-- ISBN 978-986-94387-8-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語讀本 / 趙順文編著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冊 .-- ISBN 978-957-14-

7472-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

14-7473-1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新理.工学部のための日本語 / 李慧

莉, 林芷苓, 鄭智惠, 巫美美, 李曼芝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尚昂文化事

業國際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ISBN 

978-626-95803-2-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626-95803-3-0 (第

2 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讚!日文初學 20 堂課 : 從五十音進擊

日文(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甘英熙, 

三浦昌代, 佐伯勝弘, 佐久間司朗, 青

木浩之著 ; 關亭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37-4 (第 2 冊:16K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本語從 2266,到連溜 1 分鐘 : 自問

自答法+4 口語技巧演練大公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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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90 面; 26 公分 .-- (自學會話 ; 

1) .-- ISBN 978-986-246-700-8 (平裝附

光碟片) NT$24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走到哪說到哪!旅遊會話日語 / 林育

萱, 大場陽子, 立石悠佳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八

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60-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3.188  

想想看怎麼說 : 初級日語會話 = 考え

て話そう : 初級日本語会話 / 文藻外

語大學日本語文系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0754-54-4 (第 1 冊:平裝) NT$250 普遍

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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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PT 新日檢 N1 五回實戰模擬試題 / 

Hackers Academia 著 ; 吳采蒨, 林農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14-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快速通關新制對應絕對合格 !日檢

(單字、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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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田社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688 面; 23 公

分 .-- (速通日檢 ; 3) .-- ISBN 978-986-

246-698-8 (平裝附光碟片) NT$63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從零到日檢 N1 滿分 : 和 Tiffany 一

起在學日文的路上拔腿狂奔! / 蒂芬

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4-10-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學習方法 3.CST: 

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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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48 面; 21 公分 .-- 

(絕對合格 ; 38) .-- ISBN 978-986-246-

699-5 (平裝附光碟片) NT$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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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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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絕對合格 ; 30) .-- ISBN 978-986-246-

701-5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檢 N1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全攻略(QR Code 版) / 林士鈞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3 公分 .-- (檢定攻略

系列 ; 73) .-- ISBN 978-986-5560-78-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

文法 N5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

惠子, 千田晴夫, 大山和佳子, 楊美鈴, 

林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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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25) .-- ISBN 978-

986-246-707-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45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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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 附三回模擬考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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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8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3) .-- 

ISBN 978-986-246-697-1 (平裝附光碟

片) NT$41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韓語口譯專業養成. 基礎篇 : 9 堂必

修訓練課,展開你的口譯員之路! / 王

清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6 公分 .-- (EZKorea 教材 ; 23) .-- ISBN 

978-626-7164-11-2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韓語 2.CST: 口譯  803.2  

韓語單字語源學習法 / 郭修蓉(Jessica 

Guo)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 (語言學習 ; 23) .-- ISBN 978-626-320-

195-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詞彙  803.22  

用韓國經典童話學韓語 / 金順禮, 任

帥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

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2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10-862-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初學者開口說韓語 / DT 企劃, 張亞薇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1107 .-- 3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710-861-6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第一次學台灣語,超簡單! / 張瑪麗編

著 .-- 增訂 1 版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3 公分 .-

- (臺語系列  ; 2) .-- ISBN 978-626-

96215-0-7 (平裝附光碟片) NT$379 普

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803.38  

旅 遊 泰 文 趴 趴 走  = Traveling in 

Thailand with the Thai language = 

เทีย่ว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ดว้ยภาษาไทย / 時

時泰泰語資源中心編輯 .-- 新北市 : 

時時泰工作室, 11107 .-- 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698-1-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3.7588  

圖解我的第一本越南語會話 / 陳依

僑, Nguyen Kim Nga 合著 .-- 增訂 1

版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越南語系

列 ; 11) .-- ISBN 978-626-95576-9-1 (平

裝附光碟片) NT$330 普遍級  

1.CST: 越南語 2.CST: 會話  

803.7988  

南島語言. I / 白樂思(Robert Blust)著 ; 

李王癸, 張永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

慧娟, 鄧芳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9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南島語系 2.CST: 語言學  

803.9  

南島語言. II / 白樂思(Robert Blust)著 ; 

李王癸, 張永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

慧娟, 鄧芳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9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南島語系 2.CST: 語言學  

803.9  

南島語言. III / 白樂思(Robert Blust)著 ; 

李王癸, 張永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

慧娟, 鄧芳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9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南島語系 2.CST: 語言學  

803.9  

阿美語、泰雅語、排灣語、布農語、

魯凱語動詞變化 20+ / 施朝凱, Abus 

Ismahasan( 林 美 芳 ), Balenge 

Thalrimaraw( 巴 冷 . 沙 里 馬 勞 ), Bvan 

Balincinan(陳立渝), eleng galang(陳韻), 

giljegiljaw matalaq( 陳 飛 堯 ), kaljal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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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jayulan( 黃 天 吟 ), kedrui 

pakalingulj( 尤 芷 琳 ), ljavaus 

ruvaniaw(何書媞), lukulj madjaqas(周

容 安 ), Omi( 劉 安 ), tjinuai 

azangiljang( 基 努 艾 . 阿 薩 欹 嵐 恩 ), 

Yukan Maray(林孝緒), Yukan Masa(許

雍)撰文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

班,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0-1-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動

詞  803.99  

全新開始學法語文法 / 王柔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8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29-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50 普遍級  

1.CST: 法語 2.CST: 語法  804.56  

超好學我的第一本西班牙語發音  / 

菲利普吉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

化, 11106 .-- 210 面; 21 公分 .-- (西班

牙語 快易 通  ; 3) .-- ISBN 978-986-

5544-89-8 (平裝附光碟片) NT$330 普

遍級  

1.CST: 西班牙語 2.CST: 發音  

804.741  

一年的雙語生活提案 / 許雅寧著 ; 蔡

豫寧, Soupy Tang 繪 .-- 一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

896-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學習方法 3.CST: 

親職教育  805.1  

英式英語生活小酒館 / Karl R. Twohig

作 ; 詹慕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眾

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32-606-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比較語言學  

805.1  

跟賓狗怦然心動學英文! : 不出國打

造英文生活,實現你的斜槓職人夢 / 

賓狗, Leo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

626-7164-3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學習方法  805.1  

SAT 字彙紅寶書 / 俞敏洪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32-61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全方面破解關鍵英文單字 : 句型示

範 X 對話練習 X 實戰應用的必勝三

「步」曲 / 曾韋婕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416 面; 23 公分 .-- (英語學

習 ; 20) .-- ISBN 978-626-7116-15-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字首字根字尾放口袋(虛擬點讀筆版) 

/ Josephine Lin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51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07-195-1 (平

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英文字根字首神奇記憶法 : 再也忘

不了的英單速記秘訣(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Kang Sung Tae 著 ; 莊曼淳, 

關亭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40-

4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重構你的單字腦 : 見字拆字,輕鬆完

嗑高中 6000 單字 / 張翔, 沈加樂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08 .-

- 2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921-1-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核心英文字彙力 2001~4500 / 丁雍嫻, 

邢雯桂, 盧思嘉, 應惠蕙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48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滿分必考英文單字帶著走 / 曾婷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

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07 .-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7097-19-9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一張 A4 說出流利英語 : 不用背文法

也沒關係,用魔法表格組織句子,輕鬆

用母語架構說英文 / 尼克.威廉森(Nic 

Williamson)著 ; 涂紋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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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61-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3.CST: 會話  

805.16  

心智圖神奇記憶初級英文文法(寂天

雲隨身聽 APP 版) / Alex Rath, Yang 

Wei-Xin 著 ; 謝右, 丁宥榆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39-8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頓悟英文 : 三原則徹悟文法 / 焦德豪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光鶯出版社, 

11106 .-- 35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96208-0-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英 語 句 型 結 構  = English sentence 

patterns / 張善營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1-41-

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句法  805.169  

這本句型最強效!英文滿分筆記,抓住

重點快速攻克核心句型 / 李宇凡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

分 .-- (原來如此 ; E260) .-- ISBN 978-

626-7116-1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句法  805.169  

Bosses 都在學的 6 堂英文寫作 : 高級

商務、托福、升學、生活應用,必備

工具書 / 陶維極(G B Talovich)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83-8-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寫作法  805.17  

英文寫作 30 技巧及寫作導向的文法 

/ 蘇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

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97-20-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寫作法  805.17  

英文閱讀特訓班. 中高級篇 / 希伯崙

編輯團隊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671-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寂天雲隨身

聽 APP 版) / 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 Judy Majewski 著 ; 劉嘉珮, 

丁宥榆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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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38-

1 (第 2 冊: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素養秘笈 : 強化進階英文閱讀力 / 安

希亞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681-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語會話 / 史穎君, 賴暄堯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24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57-7 (第 1

冊: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商用英語會話 / 徐琍沂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80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61-4 (上冊: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商業英文 2.CST: 會話  

805.188  

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英文試題完全解

析-詳解本. 111 年版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64 面; 26 公分 .-

- ( 常 春 藤 升 科 大 四 技 二 專 系 列  ; 

IA02-111) .-- ISBN 978-626-96209-0-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問題集  805.189  

一本搞定 高分過關!GEPT 新制全民

英檢中高級 5 回滿分模擬試題+詳解

(初試+複試) : 詳解本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52 面; 26 公

分  .-- ( 常 春 藤 全 民 英 檢 系 列  ; 

GNM02) .-- ISBN 978-626-96209-1-3 

(平裝附光碟片) NT$6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史上最強 NEW GEPT 全民英檢初級

初試+複試 5 回模擬試題+解析 / 黃文

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8 .-- 4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203-0-2 (平裝附光

碟片) NT$4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史上最強 NEW GEPT 全民英檢初級

單字+文法 / 彭湘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753-9-8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805.1892  

全民英檢中級口說能力測驗  / Rick 

Crooks, 江璞合著 .-- 增訂三版 .-- 臺

北 市  : 知 英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694-43-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能力測驗  

805.1892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 : 中級寫作測驗 = 

GEPT writ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 

level / 曹家寧, 彭信哲著 .-- 再版 .-- 臺

中 市  : 堂 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172 面; 26 公分 .-- (堂奧書

碼 ; TA0113) .-- ISBN 978-626-95682-

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作文  805.1892  

新制英檢最前線 : 中級全真測驗 =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 

intermediate / 洪宏齡, 朱森元, 朱森榮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5-996-4 (平裝附光碟

片) NT$4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問題集  

805.1892  

準!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10

回高分模擬試題+翻譯解答(聽力&

閱讀) : 翻譯解答本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64 面; 26 公分 .-

- (常春藤全民英檢系列 ; G54-2) .-- 

ISBN 978-626-96209-3-7 (平裝附光碟

片)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TOEFL 高點 : 托福制霸 30 日字彙通 

/ 田岡千明, 常田純子, 上田敏子作 ; 

陳亦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1-8-1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托福考試 2.CST: 詞彙  

805.1894  

全新托福 TOEFL 單字大全 / David 

Cho 著 ; Tina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230-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托福考試 2.CST: 詞彙  

805.1894  

一定會考的 NEW TOEIC 新制多益單

字 / Kenneth Paul 作 .-- 四版 .-- 新北

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24-0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超好學我的第一本德語發音 / 格蘭

慕勒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6 .-- 200 面; 21 公分 .-- (德語系

列 ; 2) .-- ISBN 978-986-5544-88-1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9 普遍級  

1.CST: 德語 2.CST: 發音  805.241  

我的第一堂捷語課 / 林蒔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系列 ; 108) .-- ISBN 978-986-5560-77-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捷克語 2.CST: 讀本  806.38  

文學 

求劍 : 年紀.閱讀.書寫 / 唐諾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印刻文學 ; 686) .-- ISBN 

978-986-387-589-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文學 2.CST: 文集  810.7  

創意非虛構寫作技藝  / 李 .古金德

(Lee GutKind)著 ; 李雅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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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臉

譜 書 房 ) .-- ISBN 978-626-315-15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2.CST: 創意  811.1  

活著是為了說故事 : 馬奎斯與他的

百年孤寂 / 楊照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74-16-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文學評論 2.CST: 文集  

812.07  

南洋讀本 / 王德威, 高嘉謙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



78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8 .-- 496 面; 23 公

分 .-- (台灣@南洋 ; 3) .-- ISBN 978-

626-310-277-4 (平裝) NT$599 普遍級  

 813  

最美的文字 : 世界經典短詩選 / 葉怡

成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

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 (典藏經典 ; 138) .-- ISBN 978-986-

178-606-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13.1  

Just Write It : 以文交友合輯 / 楊育英, 

楊仲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海

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127-6-1 (第

1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813.4  

中國文學 

*銘傳大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2 年 / 游秀雲主編 .-- 初版 .-

- 桃園市 :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

所, 11107 .-- 2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4-40-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集  820.7  

銘傳應用中文. 第二輯 / 游秀雲總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銘傳大學應用

中國文學系, 11106 .-- 38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8584-39-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集  820.7  

遺忘與凝望 : 另一種文學書寫的再

詮釋 / 胡曉真, 廖肇亨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 11106 .-- 470 面; 21 公分 .-- (文化

交流與觀照想像會議論文集 ; 1) .-- 

ISBN 978-626-7002-70-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化交流 

3.CST: 文集  820.7  

<<星星>>詩刊(1957~1960)研究 / 王

學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人

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12-16 冊) .-- ISBN 978-986-518-952-5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

953-2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

518-954-9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955-6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956-3 (第 5 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當代文學史 2.CST: 當代

詩歌 3.CST: 詩評  820.8  

<<莊子>>天文譬喻與敘事之研究 / 

牟曉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44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

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626-344-

007-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莊子 2.CST: 研究考訂  820.8  

1980 年代報告文學新潮論 / 陳元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6 公

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

948-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報導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20.8  

大禹治水傳說研究  / 夏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194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4 冊) .-

- ISBN 978-626-344-004-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傳說  820.8  

中國古代文法的嬗變與理論建構  / 

王明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4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

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991-

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文章學 2.CST: 文學理論  

820.8  

中國早期文學考論 / 劉鳳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學研究

輯刊. 二六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

986-518-993-8 (下冊 :精裝 ) .-- ISBN 

978-986-518-992-1 (上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古典文學 2.CST: 中國文

學史 3.CST: 文學評論  820.8  

中國現代文學的共情美學 / 李點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941-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當代文學 2.CST: 文學美

學 3.CST: 文學評論  820.8  

文學史上的「失踪者」  : 以四位

「新時期」作家為中心 / 諶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5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946-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2.CST: 中國當代

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20.8  

水滸故事的原型  / 周運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30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2 冊) .-

- ISBN 978-626-344-002-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水滸傳 2.CST: 研究考訂  

820.8  

古典文學與文獻論稿 / 霍志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3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9

冊) .-- ISBN 978-626-344-009-8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古典文學 2.CST: 文獻學  

820.8  

民國以前學者對<<山海經>>的解構

與重釋 / 鄭芷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5-16 冊) .-- ISBN 978-626-344-005-

0 (上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

006-7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山海經 2.CST: 研究考訂  

820.8  

名與目 : <<紅樓夢>>的視覺書寫 / 蘇

嘉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9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626-344-003-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紅學 2.CST: 中國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20.8  

回歸與越界 : 20 世紀川劇文化價值

論 / 徐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4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

叢書. 十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

518-945-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地方戲劇 2.CST: 戲曲評論 

3.CST: 文化研究 4.CST: 四川省  

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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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文學的形成  / 周運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08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1 冊) .-

- ISBN 978-626-344-001-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西遊記 2.CST: 研究考訂  

820.8  

李白的人生轉捩與文學 / 李芸華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6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996-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李白 2.CST: 傳記 3.CST: 

學術思想 4.CST: 詩評  820.8  

狂歡博物館 : 八十年代巴蜀先鋒詩

群 / 胡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

叢書. 十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

518-947-1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當代詩歌 

3.CST: 詩評  820.8  

屈原在蒙芻議 / 牟懷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

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995-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周)屈原 2.CST: 傳記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楚辭  820.8  

明末清初山左孝婦河流域文學家族

關係研究 / 馬瑜理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1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

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8 冊) .-- ISBN 

978-626-344-008-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明清文學 2.CST: 家族史 

3.CST: 文學評論  820.8  

非虛構文學 : 真相與反思 / 王春林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人民共

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9-10

冊) .-- ISBN 978-986-518-949-5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950-1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20.8  

唐代文士與<<周易>> : 白居易對<<

周易>>的接受研究 / 譚立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學研究

輯刊. 二六編 ; 第 7-9 冊) .-- ISBN 978-

986-518-997-6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986-518-998-3 ( 中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999-0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白居易 2.CST: 易經 

3.CST: 研究考訂  820.8  

桃李不言 : 李生龍古典文學與文化

論集 / 李生龍著 ; 段祖青, 李華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文學研

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20-22 冊) .-- ISBN 

978-626-344-010-4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011-1 (中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012-8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李生龍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中國文學 4.CST: 中國哲學 

5.CST: 文集  820.8  

高行健文學獨創性研究 / 戴瑤琴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44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986-518-957-0 

(精裝) 普遍級  

1.CST: 高行健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藝評論  820.8  

清代越南使節在廣東的文學活動研

究 / 莊秋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9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

六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626-344-

013-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文學史 2.CST: 學術交流 

3.CST: 清代 4.CST: 中國 5.CST: 越南  

820.8  

陳師道與其師友  / 蔣成德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14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0 冊) .-

- ISBN 978-626-344-000-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宋)陳師道 2.CST: 傳記  

820.8  

尋找文學的蹤跡. 共和國文學卷 / 陳

國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人

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986-518-942-6 (上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943-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20.8  

當代文學中的城市敘述 / 張鴻聲, 師

琛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4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

944-0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當代文學 2.CST: 文學評

論  820.8  

詩人、詩歌與體制  : <<詩刊>>社

「青春詩會」研究 / 左存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308 面; 26 公分 .-- (人

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518-951-8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當代文學 2.CST: 當代詩

歌 3.CST: 歷史  820.8  

漢武新政背景下的文學嬗變研究  : 

以司馬遷<<史記>>為例 / 張學成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2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994-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司馬遷 2.CST: 史記 

3.CST: 中國文學 4.CST: 傳記文學  

820.8  

人與衣 : 張愛玲的服飾與情感 / 鄧如

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0 面; 26 公

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

五編 ; 第 15 冊) .-- ISBN 978-986-518-

973-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張愛玲 2.CST: 女性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20.9  

古典理想的現代重構 : 徐志摩與中

國傳統文化 / 寧飛翔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

文叢. 十五編 ; 第 19-21 冊) .-- ISBN 

978-986-518-977-8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978-5 (中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979-2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徐志摩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學評論 4.CST: 傳記 5.CST: 

中國  820.9  

四川方言視野中的四川現代小說研

究 / 陳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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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

叢. 十五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

518-964-8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現代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4.CST: 四川省  

820.9  

民國鄉村建設中的定縣文學經驗研

究 / 李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6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

叢. 十五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

518-965-5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當代文學 2.CST: 鄉村建

設 3.CST: 文學運動 4.CST: 中國  

820.9  

民國戲曲文化及其生態變遷 / 吳民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民國文

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16-17

冊) .-- ISBN 978-986-518-974-7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975-4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戲曲史 2.CST: 戲劇評論 

3.CST: 戲劇美學  820.9  

抗戰大後方的杜甫研究 / 熊飛宇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民國文化與

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10-11 冊) .-

- ISBN 978-986-518-968-6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969-3 (下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杜甫 2.CST: 唐詩 3.CST: 

詩評 4.CST: 抗戰文藝  820.9  

抗戰時期重慶復旦大學作家群研究 / 

李本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8-9 冊) .-- ISBN 978-986-518-966-2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967-

9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抗戰文藝 

3.CST: 文學評論  820.9  

時代之勢與傳統之道中的郭沫若  / 

陳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民

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13-14 冊) .-- ISBN 978-986-518-971-6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972-

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郭沫若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4.CST: 中國  820.9  

浙東現代作家的原鄉民間文化書寫 / 

陳莉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4-5 冊) .-- ISBN 978-986-518-962-4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963-

1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現代文學 

3.CST: 鄉土文化 4.CST: 文學評論  

820.9  

異國的漫遊者 : 早期新詩的海外旅

行視角考察 / 盧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5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

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961-7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新詩 2.CST: 詩評  820.9  

尋找文學的蹤跡. 民國文學卷 / 陳國

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民國

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1-

2 冊) .-- ISBN 978-986-518-959-4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960-0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當代文學 2.CST: 文學評

論  820.9  

越界與歸趨 : 才女呂碧城(1883~1943)

的後期書寫 / 張晏菁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29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

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18 冊) .-

- ISBN 978-986-518-976-1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呂碧城 2.CST: 傳記 3.CST: 文

學評論 4.CST: 中國  820.9  

魯迅小說細讀 / 管冠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

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 第 12 冊) .-

- ISBN 978-986-518-970-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周樹人 2.CST: 小說 3.CST: 文

學評論  820.9  

詩.畫.遊.賞 : 晚明文化及審美意涵 / 

毛文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

生書局有限公司, 11107 .-- 33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5-1885-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明代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審美 4.CST: 文集  820.906  

<<東坡詩話>>析探 / 簡維儀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

彙刊. 第三二輯 ; 第 6-7 冊) .-- ISBN 

978-986-518-913-6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914-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詩話 3.CST: 

詩評  820.91  

方岳詞研究 / 劉宥均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184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

研究彙刊. 第三二輯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518-917-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宋)方岳 2.CST: 宋詞 3.CST: 

詞論  820.91  

白居易詩歌閒適意象之研究 / 趙惠

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

詩歌研究彙刊 . 第三二輯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910-5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911-2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白居易 2.CST: 唐詩 

3.CST: 詩評  820.91  

杜牧涉酒詩研究  / 周栩鵬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26 面; 24 公分 .-- (古

典詩歌研究彙刊 . 第三二輯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912-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杜牧 2.CST: 唐詩 3.CST: 

詩評  820.91  

清代唐詩選本的中唐詩觀 : 以杜、

沈、李、姚四家選本為研究對象  / 

鄭宜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8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

二輯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518-

918-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詩 2.CST: 詩評 3.CST: 清代  

820.91  

陳與義近體詩之研究 / 吳孟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詩歌研

究彙刊. 第三二輯 ; 第 8-9 冊) .-- ISBN 

978-986-518-915-0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916-7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陳與義 2.CST: 宋詩 

3.CST: 近體詩 4.CST: 詩評  8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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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靈運山水詩研究 / 黃素卿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

彙刊. 第三二輯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518-908-2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909-9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南北朝)謝靈運 2.CST: 山水

詩 3.CST: 詩評  820.91  

幽暗之地 : 止微室談詩 / 秀實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1106 .-- 156

面 ; 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781)(新視野 ; 72) .-- BOD 版 .-- 

ISBN 978-626-95350-5-7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新詩 2.CST: 詩評  820.9108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 蔡英俊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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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296 面; 21 公分 .-- (學術研究

叢刊) .-- ISBN 978-986-350-609-6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詩學 3.CST: 詩

評  821.5  

人間詞話、蕙風詞話 / 王國維, 況周

頤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822-6-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詞論  823.88  

中國文學總集 

唐詩的故事 / 王曙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22-3-

5 (平裝) 普遍級  

 831.4  

书香雅颂 / 七月草主编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6 .-- 316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書香雅頌  .-- 

ISBN 978-626-95816-6-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831.86  

宋詞的故事 / 王曙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22-4-

2 (平裝) 普遍級  

 833.5  

國文爆卦公社 : 腦洞大開的 19 堂古

文說書課 / 吳慧貞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48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詩可興 : 疫情時代全球華語詩歌 / 米

家路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600 面; 

23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771)(秀

詩人 ; 98) .-- BOD 版 .-- ISBN 978-626-

7088-85-2 (平裝) NT$900 普遍級  

 839.9  

中國文學別集 

十七世紀廢址 = The dream book and 

the lost libraries of the Late Ming / 曹志

漣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曹志漣, 

11107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197-8 (平裝) NT$425 普遍級  

1.CST: (明)張岱 2.CST: 明代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46.9  

魯迅雜文全集 : 集外集拾遺補編 / 魯

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54-5-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48.4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一個中國平民詩人的天命 : 王學忠

詩的社會關懷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7 .-- 188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63) .-- 

ISBN 978-986-314-611-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王學忠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851.486  

日。嚐 / 謝瀟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MZ plus ; 8) .-- ISBN 978-

986-06111-7-5 (平裝) NT$490 普遍級  

 855  

世界很苦,而你是草莓味 / 嫚仔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10-1-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55  

余英時書信選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余英

時作品集 ; 27) .-- ISBN 978-957-08-

6426-7 (平裝) 普遍級  

 856.286  

偶的四句聯 / 張英嬌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88-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對聯 2.CST: 劇本 3.CST: 臺語  

856.6  

紀曉嵐的怪奇物語 : <<閱微草堂筆

記>>,看懂的是世情,看不懂的,就是

鬼故事 / 紀昀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 (風華 ; 21) .-- ISBN 978-626-96254-0-

6 (平裝) NT$370 普遍級  

 857.27  

<<紅樓夢>>小人物探微 / 郭惠珍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66-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紅學 2.CST: 研究考訂  

857.49  

百年紅學經典論著輯要. 第一輯, 王

國維、蔡元培、胡適、魯迅卷 / 葉

朗, 劉勇強, 顧春芳主編 .-- 初版 .-- 新

北 市  : 金 塊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52 面; 23 公分 .-- (人文系

列 ; 5) .-- ISBN 978-986-99685-9-1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紅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研究考訂  857.49  

未來千年之億萬可能 / 高山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04-3 (平裝) NT$540 普

遍級  

 857.63  

转身 : 吴尔芬创作从犯罪心理到儿

童文学的转变 / 杨天松主编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6 .-- 

300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轉身: 吳

爾芬創作從犯罪心理到兒童文學的

轉變 .-- ISBN 978-626-95816-2-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吳爾芬 2.CST: 小說 3.CST: 文

學評論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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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春宵定終身 / 蕭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2501-

E122503) .-- ISBN 978-986-527-562-4 

(卷 1: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

527-563-1 (卷 2: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564-8 (卷 3: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一覺醒來當皇子 / 秋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2001-

E122005) .-- ISBN 978-986-527-548-8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549-5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550-1 (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27-551-8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552-5 (卷 5: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人渣反派自救系統 / 墨香銅臭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9 .-- 

冊 .-- (PS ; P108-P110) .-- ISBN 978-

986-494-484-2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85-9 (中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86-6 (下

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986-

494-487-3 (全套:平裝) NT$1050 限制

級  

 857.7  

分家後財源滾滾  / 圓小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文創風 ; 1083-1084) .-

- ISBN 978-986-509-342-6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343-3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失語 / 劉綺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43-1-

8 (平裝) 普遍級  

 857.7  

成為傳說 / 鳳嘲凰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冊 .-- ISBN 978-626-311-884-3 (第 1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626-

311-885-0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86-7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87-4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88-1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

級  

 857.7  

我在宋朝賣小吃 / 竹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2301-

E122304) .-- ISBN 978-986-527-556-3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557-0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558-7 (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559-4 (卷

4: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步天綱 / 夢溪石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冊 .-- (蘭

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18-4 

(卷 1: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

7176-19-1 (卷 2: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20-7 ( 卷 3: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7176-21-4 (卷

4: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

7176-22-1 (卷 5: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23-8 ( 卷 6: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7176-24-5 (全

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佳釀小千金 / 以微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文創風 ; 1085-1086) .-- ISBN 

978-986-509-344-0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45-7 (下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姑娘重生當鹹魚 / 吟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2801-

E122804) .-- ISBN 978-986-527-569-3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570-9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571-6 (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27-572-3 (卷

4: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春歌青陽 / 焦國勛著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1107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657-6-4 (平裝) NT$660 普

遍級  

 857.7  

珍瓏無雙局 / 桩桩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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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38-195-

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38-

196-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38-197-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穿越不做受氣包 / 池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3001-

E123002) .-- ISBN 978-986-527-573-0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574-7 (下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倒楣女配的逆襲  / 曉柳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藍海系列 ; E122101-

E122103) .-- ISBN 978-986-527-553-2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554-9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555-6 (卷 3: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烏蒙磅礡 / 稅清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視界, 11107 .-- 38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277-1-4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857.7  

討妻歡心當首輔 / 半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3201-

E123205) .-- ISBN 978-986-527-576-1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577-8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578-5 (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579-2 (卷

4: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580-8 (卷 5: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逆時偵查. 4, 錯位時空的終結 / 張小

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56-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最後一張牌 / 張鼎鼎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1109 .-- 冊 .-

- ISBN 978-986-5550-61-5 (第 1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550-62-2 (第 2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550-63-9 (全

套:精裝) 限制級  

 857.7  

最強男神 / 蝶之靈作 .-- 初版 .-- 嘉義

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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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176-25-2 (卷 1: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7176-26-9 (卷

2: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626-

7176-27-6 (卷 3: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7176-28-3 ( 卷 4: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626-7176-29-0 (卷

5: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626-

7176-30-6 (卷 6: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7176-31-3 ( 卷 7: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626-7176-32-0 (卷

8: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626-

7176-33-7 (卷 9: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7176-34-4 ( 卷 10: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626-7176-35-1 (全

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盜墓筆記之南部檔案 / 南派三叔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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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194-0 (平裝) 

普遍級  

 857.7  

福運綿綿 / 云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107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2601-E122602) .-- 

ISBN 978-986-527-565-5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566-2 (下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綠度母 / 阿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7 .-- 6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2-26-6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廢柴夫君是個寶 / 寒山乍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文創風 ; 1081-1082) .-

- ISBN 978-986-509-340-2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341-9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廢都 / 賈平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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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496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

學 ; 235) .-- ISBN 978-626-310-278-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7.7  

熹妃傳. 第一部 / 解語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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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338-192-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38-193-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錯撩 / 翹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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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06-477-8 (中冊 :平裝 ) .-- ISBN 

978-986-506-476-1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06-478-5 (下冊:平裝) .-

- ISBN 978-986-506-479-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孺子帝. 卷一, 皇座上的囚徒 / 冰臨

神下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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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

分 .-- (New black ; 11) .-- ISBN 978-626-

7092-49-1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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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6184-8-4 ( 中 卷 : 平 裝 ) .-- 

ISBN 978-626-96184-9-1 (下卷:平裝) 

限制級  

 857.7  

藥香良媳 / 淺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2401) .-- 

ISBN 978-986-527-561-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57.7  

怪物. 第一部 / 滑孫頭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5537-97-5 ( 平 裝 ) 

NT$300 限制級  

 857.81  

怪物. 第二部 / 滑孫頭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

5537-98-2 ( 上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5537-99-9 (中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76-00-9 (下

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626-

7176-01-6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81  

怪物. 第三部 / 滑孫頭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

7176-02-3 ( 上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626-7176-03-0 (下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76-04-7 (全

套:平裝) 限制級  

 857.81  

怪物. 第五部 / 滑孫頭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

7176-09-2 ( 上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7176-10-8 (中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7176-11-5 (下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626-

7176-12-2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81  

怪物. 第六部 / 滑孫頭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

7176-13-9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76-14-6 ( 卷 2: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7176-15-3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

7176-16-0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76-17-7 (全套:平裝) 限制

級  

 857.81  

怪物. 第四部 / 滑孫頭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

7176-05-4 ( 上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7176-06-1 (中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07-8 (下

冊 :平裝 ) NT$360 .-- ISBN 978-626-

7176-08-5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81  

洞洞舞廳 : 跟曖昧中國一起跳舞 / 周

成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0 面; 

20 公分 .-- (mark ; 172) .-- ISBN 978-

626-7118-65-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7.85  

月異星邪(古龍真品絕版復刻 6-7) / 

古龍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7153-25-3 (上冊:平裝) NT$350 .-- 



84 

 

ISBN 978-626-7153-26-0 (下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9  

失魂引(古龍真品絕版復刻 4-5) / 古

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53-23-9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626-7153-24-6 (下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9  

香港武俠名家名作大展 / 陳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7153-17-8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7153-18-5 (下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7153-19-2 (全

套: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武俠小說 2.CST: 文學評論  

857.9  

殘金缺玉(古龍真品絕版復刻 10) / 古

龍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3-31-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57.9  

遊俠錄(古龍真品絕版復刻 8-9) / 古

龍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7153-30-7 (下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153-29-1 (上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9  

蒼穹神劍(古龍真品絕版復刻 1-3) / 

古龍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7153-20-8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153-21-5 (中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153-22-2 (下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9  

飄香劍雨(古龍真品絕版復刻 11-12) / 

古龍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7153-27-7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153-28-4 (下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9  

東方文學 

花束般的戀愛 : 劇本 / 坂元裕二作 ; 

詹慕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生出

版 : 魔幻時刻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 1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8924-2-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58  

Arturo ê 禮物 / 盧焜熙(David Lu)原著 ; 

林俊育譯 .-- 初版 .-- 臺南市 : 社團法

人台灣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11106 .-- 

28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1255-9-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BATTLE OF TOKYO / 月島總記著 ; 

林冠汾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707-2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Invert 城塚翡翠倒敘集 / 相澤沙呼著 ;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9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10-229-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Ex5, 緋

色姬譚 / 長月達平作 ; 許國煌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180-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外傳 Gun 

Gale Online. 10, Five Ordeals / 時雨沢

惠一作 ;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683-

9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憑妳也想討伐魔王?」被勇者小隊

逐出隊伍,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 / kiki

作 ;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030-

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八墓村 / 橫溝正史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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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8 .-- 480 面; 21 公分 .-

- (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 17) .-- ISBN 

978-626-7073-68-1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1.57  

口罩 : 關於西班牙流感與人心深淵,

菊池寬短篇小說傑作選 / 菊池寬著 ; 

劉子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635-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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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40-144-

0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

145-7 (第 8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小說 十字架の女. 1, 神秘編 / 大川隆

法作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6235-4-9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1.57  

不存在的書 / 能登崇作 ; 高詹燦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07 .-- 224 面; 19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5035 種)(大賞 ; 138) .-- 

ISBN 978-957-33-3909-0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幻夢之魂 / 木原音瀬作 ; 劉仁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179-2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861.57  

水屬性的魔法師. 第一部, 中央諸國

篇 / 久寶忠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71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27-6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半獸人英雄物語 : 忖度列傳 / 理不尽

な孫の手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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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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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還活著 / 小坂流加作 ; 游若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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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213-8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 

枯野瑛作 ;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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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670-9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因為女朋友被學長 NTR 了,我也要

NTR 學長的女朋友 / 震電みひろ作 ;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681-5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成為綠土 : 黃金王、拐杖與灰色狼 / 

みやしろちうこ作 ; 黃薇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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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84-4-

6 (平裝) 限制級  

 861.57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8, 我

被世界所厭惡 / 十文字青作 ; 曾柏穎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8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24-5 (平裝) .-

- ISBN 978-626-340-025-2 (平裝限定

版) 普遍級  

 861.57  

即將永別的異世界、仍將來臨的明

天. 2, 旅行的軌跡及希望之箱 / 風見

鶏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

178-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沒有明天的我們,在昨天相戀 / 星火

燎原作 ; 徐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33

種)(Dear ; 4) .-- ISBN 978-957-33-3905-

2 (平裝) 普遍級  

 861.57  

身為 VTuber 的我因為忘記關台而成

了傳說 / 七斗七作 ; 蔚山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80-8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那一天,你做了什麼 / 正木淑香著 ;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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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212-1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兒 子 的 男 朋 友  / 秋 吉 理香 子 著  ; 

emi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

630-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孤島的來訪者 / 方丈貴惠著 ; 李彥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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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E fiction ; 48) .-- ISBN 978-

626-7073-67-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1.57  

性命出售 / 三島由紀夫作 ; 吳季倫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8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花束般的戀愛 : 電影小說 / 坂元裕二

原著.劇本 ; 黑住光著 ; 詹慕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生出版 : 魔幻時

刻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924-3-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初戀小說 / 川端康成著 ; 劉子倩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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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

分 .-- (川端康成作品集 ; 1) .-- ISBN 

978-626-314-231-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1.57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 丘野優作 ; 林

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40-031-3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032-0 (第 9 冊:平裝

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便利店人間 / 村田沙耶香著 ; 王華懋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0-228-9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861.57  

既然世界變成怪物橫行 那只好隨心

所欲生活下去 / よつしやあつ!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0-171-6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40-172-3 (第 4 冊:

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家政夫是名偵探!. 3, 春季結束的洗

滌與選擇 / 楠谷佑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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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分公司發行,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19-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消失的女靈媒 : 操弄人心的心理遊

戲,大倉燁子的 S 夫人系列偵探推理

短篇集 / 大倉燁子著 ; 蘇暐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Hint ; 6) .-

- ISBN 978-626-7096-14-7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61.57  

真夏方程式 /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416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5040 種)(東野圭吾作

品集 ; 41) .-- ISBN 978-957-33-3914-4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祕密 / 谷崎潤一郎作 ; 王雪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雨出版社,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文學步道 ; LT38) .-

- ISBN 978-986-227-309-8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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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之外,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

喜劇 / 羽場楽人作 ; K.K.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4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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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8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教場 / 長岡弘樹著 ; 劉子倩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8 面; 21 公

分 .-- (藍小說 ; 326) .-- ISBN 978-626-

335-623-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教場. 0 : 刑事指導官.風間公親 / 長岡

弘樹著 ; 劉子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08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328) .-- ISBN 978-626-335-62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教場. 2 / 長岡弘樹著 ; 劉子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

分 .-- (藍小說 ; 327) .-- ISBN 978-626-

335-625-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異世界賢者的轉生無雙 : 用遊戲知

識成為異世界最強 / 進行諸島作 ; 王

啟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40-029-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282-9 (第 3 冊:平裝

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終將墜入愛河的 Vivi Lane / 犬村小六

作 ;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71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026-

9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

界的聖戰 / 細音啟作 ;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8 .-- 292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671-6 (第 11 冊:平裝) 普

遍級  

 861.57  

透明的螺旋 /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5039 種)(東野圭吾作

品集 ; 40) .-- ISBN 978-957-33-3913-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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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0-173-0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174-7 (第 8 冊:平裝

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惡之芽 / 貫井德郎著 ; 林佩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5043 種)(大賞 ; 139) .-- ISBN 

978-957-33-3915-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1.57  

痴人之愛 / 谷崎潤一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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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74-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與其喜歡他,不如選我吧? / アサクラ

ネル作 ;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682-2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影子間諜 / 木皿泉著 ; 蘇暐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雨出版社, 11107 .-- 

336 面; 19 公分 .-- (精選 ; LJ083) .-- 

ISBN 978-986-227-308-1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暴虎之牙 / 柚月裕子著 ; 王蘊潔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708-9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樂園 NOISE / 杉井光作 ; 譚志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143-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 逆井卓馬作 ; 一

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75-4 (第 5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織田信奈的野望  / 春日みかげ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18

面; 19 公分 .-- 全國版 .-- ISBN 978-

626-340-028-3 (第 19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轉生就是劍 / 棚架ユウ作 ; 可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8 .-- 44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672-3 (第 5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竟是

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 / 雲雀湯

作 ;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679-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壞人大小姐、賽西利亞.希爾維因為

不想死掉於是決定女扮男裝。 / 秋

櫻ヒロロ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77-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續.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 魔法人聯

社 / 佐島勤作 ;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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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5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魔女之旅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340-175-4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40-176-1 (第 18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 史上最強的

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 

秋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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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s) .-- ISBN 978-626-321-673-0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 

二丸修一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74-7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9  

狼人生存遊戲. 3, 絕望街區!存活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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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ISBN 978-626-7140-3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6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2, 熱心助人的

值日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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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72 面; 

21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54) .-- ISBN 

978-986-507-904-8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1.596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3, 遵守規則我

最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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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72 面; 21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55) .-- ISBN 

978-986-507-899-7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1.596  

大熊校長 / 今野仁美文 ; 井本蓉子圖 ; 

周姚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4X25 公分 .-- (繪本時間 ; 59R)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127-99-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小小人兒來幫忙 : 耶誕節來了 / 中川

千尋文 ; 古寄純嗣圖 ; 陳毓書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小

魯寶寶書 ; 95N)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96-4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熊沃夫 / 神沢利子作 ; 井上洋介繪 ; 

張桂娥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58 面; 

24X23 公分 .-- (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 

1R) .-- ISBN 978-626-7127-90-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心驚膽跳迷宮之國 / 深見春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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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92 面; 21 公分 .-- (繪童

話) .-- ISBN 978-626-7140-37-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毛毛的爆炸頭 / 山西源一文.圖 ; 盧本

文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 面; 26

公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19R)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77-06-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妖怪爸爸運動會 / 富安陽子文 ; 大島

妙子圖 ; 游珮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44 面; 26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602-8 (精裝) 普遍級  

1.SHTB: 運動與健康--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到底在排什麼呢? / 大村知子文.圖 ; 

周佩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 面; 

22X22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45R) .-- 

ISBN 978-626-7177-01-3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昆蟲在排什麼呢? / 大村知子文.圖 ; 

邱承宗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 面; 

22X22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122N) .-

- ISBN 978-626-7177-02-0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河馬啵啵的果汁派對 / accototo 福田

敏夫+明子文.繪 ; 三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0 面; 23X23 公分 .-- (繪

本館 ; 78) .-- ISBN 978-626-7164-15-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河馬啵啵的祕密基地 / accototo 福田

敏夫+明子文.繪 ; 思謐嘉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0 面; 23X23 公分 .-- (繪

本館 ; 79) .-- ISBN 978-626-7164-16-7 

(精裝) 普遍級  

 861.599  

長大後想變成什麼呢? / 寮美千子文 ; 

秦好史郎圖 ; 張桂娥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21X22 公分 .-- (繪本

時間 ; 55R)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77-04-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烏鴉麵包店 / 加古里子文.圖 ; 米雅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96-7-2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做一件春天的洋裝 / 石井睦美文 ; 布

川愛子繪 ; 米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210-2-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野貓軍團拉麵店 / 工藤紀子作.繪 ; 黃

惠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510-3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童話列車出發! / 間瀨直方作.繪 ; 黃

惠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 面; 

24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512-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超級理髮師 / 乾榮里子文 ; 西村敏雄

圖 ; 蘇懿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6 公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4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

95-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超級理髮師. 2, 今天是兒童日 / 乾榮

里子文 ; 西村敏雄圖 ; 周姚萍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0 面; 26 公分 .-- (小

魯繪本世界 ; 89N) .-- 注音版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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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77-07-5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1.599  

滿福商店街 / 中澤久美子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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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02-9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蔬菜學校. 1, 想要紅的小番茄 / 中屋

美和文.圖 ; 米雅譯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2 面; 19X27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25-670-8 (精裝)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蔬菜學校. 2, 好想長大的小青椒 / 中

屋美和文.圖 ; 游珮芸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2 面; 19X27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66-1 

(精裝)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蔬菜學校. 3, 玉蜀黍的長頭髮 / 中屋

美和文.圖 ; 游珮芸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32 面; 19X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67-8 (精

裝)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蔬菜學校. 4, 不想開花的高麗菜 / 中

屋美和文.圖 ; 游珮芸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2 面; 19X27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68-5 

(精裝)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織一件秋天的毛衣 / 石井睦美文 ; 布

川愛子繪 ; 米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210-3-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雞蛋哥哥 / 秋山匡文.圖 ; 林靜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6 面; 26 公分 .-- 

(繪本時間 ; 57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05-1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1.599  

麵包出爐了! / 大森裕子文.圖 ; 林佩

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8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27-89-

6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1.599  

成為讓別人快樂的人 : 母親留給我

唯一重要的東西 / 永松茂久著 ; 黃詩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 (勵志書系 ; 150) .-- ISBN 978-986-

133-833-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67  

津輕 / 太宰治著 ; 吳季倫譯 .-- 二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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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Eureka ; ME2067X) .-- ISBN 

978-626-7156-07-0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1.67  

新戀愛講座 / 三島由紀夫作 ; 林皎碧

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7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7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67  

唯獨留下愛 / 羅泰柱著 ; 丁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5037 種)(心風景 ; 2) .-- ISBN 

978-957-33-3906-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2.51  

全知讀者視角 / sing N song(싱숑)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6188-1-

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

96188-2-8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862.57  

地球盡頭的溫室 / 金草葉著 ;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67-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2.57  

灰色人類 : 金東植短篇小說集 / 金東

植著 ; 林雯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異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 (sm ; 34) .-- ISBN 978-626-96171-1-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2.57  

美男堂事件手冊 / 鄭在漢作 ; 黃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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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180-3 (平

裝) 普遍級  

 862.57  

語意錯誤 : 韓劇寫真散文 / Watcha, 

來夢來人作 ; 莫莉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1-

705-8 (平裝) 普遍級  

 862.57  

爸爸變鱷魚了! / 笑蓮作 ; 李柱喜繪 ; 

葉雨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

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507-3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2.596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3, 人偶的

祕密日記本 / 崔銀玉(최은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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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49) .-- ISBN 978-986-

507-906-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6  

手掌派對 / 裕濟理文 ; 韓太熙圖 ; 簡

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7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51-

48-1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美感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手掌叢林 / 裕濟理文 ; 韓太熙圖 ; 簡

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7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51-

47-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白熊 / 李美靜作.繪 .-- 二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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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32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338-513-4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862.599  

向日葵想長高  / 寶蘭文 .圖;簡郁璇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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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51-53-

5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2.599  

魔法圖書館. 2, 愛麗絲的奇幻仙境 / 

安成燻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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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56-6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2.599  

去倫敦上插畫課 / 朴相姬(munge), 李

智善(sunni)著 ; 曾晏詩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 432 面; 21 公分 .-- (討論區 ; 48) .-- 

ISBN 978-986-179-756-4 ( 平 裝 ) 

NT$499 普遍級  

 862.6  

來世也要當妳的媽媽 / 宣明法師著 ; 

袁育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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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0 面 ; 15 公 分  .-- ( 眾 生 系 列  ; 

JP0200) .-- ISBN 978-626-96138-8-5 (精

裝) NT$400 普遍級  

 862.6  

淡季專家 / 金韓敏著 ; 徐小為譯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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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 面; 26 公

分 .-- (臉譜書房 ; FS0151) .-- ISBN 

978-626-315-160-4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862.6  

蘇志燮的路 / 蘇志燮文字 ; 袁育媗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336 面; 20X20 公分 .-- 

(美麗田 ; 174) .-- 書衣海報版 .-- ISBN 

978-986-179-750-2 (精裝) NT$550 普

遍級  

 862.6  

奈都夫人詩全集 / 奈都.莎綠琴尼著 ; 

糜文開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83-0 (平裝) 

普遍級  

 867.51  

文史浮羅 : 東南亞文學、文化與歷

史論集 / 黃國華, 陳志豪, 劉雯慧編 .-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

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離散

/現代性研究室, 11106 .-- 25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95583-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東南亞文學 2.CST: 文集  

868.07  

GAP 粉紅理論 / Chaoplanoy 作 ; 烤鴨

的鴨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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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626-

7152-20-1 (上冊:平裝) .-- ISBN 978-

626-7152-21-8 (下冊 :平裝 ) .-- ISBN 

978-626-7152-22-5 (全套:平裝) 限制

級  

 868.257  

臺灣文學 

典論台語文學 / 林央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6-47-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史 2.CST: 臺語  

863.09  

喙講台語.手寫台文 : 台語文的台灣

文學講座 = Chhùi kóng tâi-gí chhiú siá 

tâi-bûn =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蔣為文著 .-- 修

訂 2 版 .-- 臺南市 : 亞細亞國際傳播

社, 11107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28-2-3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臺灣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臺語  863.2  

跨界美學,人文風華 : 2021 曾貴海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黃文車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420 面; 23 公分 .-- 

(學術論文集叢書 ; 1500025) .-- ISBN 

978-986-478-694-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曾貴海 2.CST: 臺灣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文集  

863.207  

蓮花再生的臺灣精神 : 林央敏的族

群.地方.宗教書寫 / 楊雅儒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6-

48-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小說 2.CST: 現代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63.27  

*405 童年往事 / 405 全體學生、家長、

老師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黃裕隆, 

11106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27-2 (平裝) 普遍級  

 863.3  

FoodCat : 您的餐點已在路上 : 台灣推

理作家協會徵文獎作品集. 第二十屆 

/ 青奈, 馬丹尼, 鍾岳, 光卿, 唐墨合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143-2-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3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

九屆 : 文墨春華集 / 黃偉立總編輯 .-

- 臺中市 :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籌備委

員會, 11106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5292-8-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3  

*月之懷情 / 楊正雄, 顏秀蘭著 .-- 臺

中市 : 文學街出版社, 11107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80-5-9 (平

裝) 普遍級  

 863.3  

我台北,我街道. 2 / 李金蓮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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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19-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3  

停格的畫作 / 林澄杉, 游阿品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57-635-7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3  

彰化縣臺灣母語創作徵文比賽優勝

作品專輯. 一一 0 學年度 / 毛淑芬, 江

世冠, 莊文岳, 陳素經, 劉瑞發編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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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 彰化市 : 彰化縣政府, 11106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

70-9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863.3  

輔仁大學野聲文學獎作品集. 第五屆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 

11106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8430-3-5 (平裝) 普遍級  

 863.3  

文學一甲子. 1, 吳晟的詩情詩緣 / 吳

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2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叢 ; 705) .-- ISBN 

978-986-323-469-2 (平裝) 普遍級  

 863.4  

以自由之名 / 謎卡 Mika Lin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

分 .-- (Story ; 47) .-- ISBN 978-626-335-

577-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4  

台客 : 浮生紀事 / 趙俊邁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方格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362-2-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4  

致夏書簡 / 佚凡著 .-- 臺北市 : 致出

版, 111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41-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63.4  

醫護生的情書 / 戴鐵雄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2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40-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4  

因為明天就要開始了 / 謝予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412-5-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在,沉思 : 詩人間紀念 / 田運良作 .-- 

新北市 : 我己文創有限公司, 11107 .-

- 144 面; 26 公分 .-- (我己詩叢 ; 6) .-- 

ISBN 978-986-06282-1-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1  

彷彿在夢中的黃昏  / 林彧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

986-387-592-5 (平裝) 普遍級  

 863.51  

湖它一把 : 東海岸最詩的傳奇 / 周慶

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264 面; 21 公

分 .-- (觀念詩 ; 2) .-- ISBN 978-626-

96055-3-8 (平裝) 普遍級  

 863.51  

爺爺的筆記本. 第二十四集, 高歌長

吟一 0 一 / 李華陽(華陽鶴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李元綺工作室, 11107 .-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2365-7-7 (平裝) 普遍級  

 863.51  

漂泊與歸宿(2019-2021) / 汪啟疆著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 11107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11-8-7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 龍應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436 面; 23 公

分 .-- (龍應台作品集 ; 7) .-- ISBN 978-

626-335-564-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863.55  

*中山伴遊郎 : 一隻狗勾的伴遊交易

實錄 / 李翰文字.插畫 .-- 初版 .-- 新北

市 : 鯨嶼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08 面; 19 公分 .-- (chill ; 1) .-- ISBN 

978-626-96034-2-8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863.55  

化城 / 劉梓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19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32

種)(劉梓潔作品集 ; 8) .-- ISBN 978-

957-33-3907-6 (平裝) 普遍級  

 863.55  

少女的日記 : 六月青春之歌 / 六月

(劉菊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劉菊

英,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1-

0225-8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1380

普遍級  

 863.55  

少女的祈禱 / 陳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天際系列 ; 1) .-- 

ISBN 978-986-133-836-1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心田一開善人生  / 林映慈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志理國際網絡有限公

司, 11106 .-- 4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61-1-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863.55  

文學一甲子. 2, 吳晟的文學情誼 / 吳

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叢 ; 706) .-- ISBN 

978-986-323-470-8 (平裝) 普遍級  

 863.55  

我在找你 : 心想對你訴說的事 / 一小

石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統藝群印有

限公司, 11107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49-0-4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風葛雪羅 / 白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叢

書 ; 361) .-- ISBN 978-626-335-609-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旅途與鄉愁 / 李明宗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德出版社, 11106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4102-8-2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書法元宇宙 : 帶著毛筆去旅行 / 張尚

為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92 面; 23 公

分 .-- (樂知 ; 14) .-- ISBN 978-626-

95910-2-2 (平裝) NT$499 普遍級  

 863.55  

海岸山脈的瑞士人 / 范毅舜(Nicholas 

Fan)著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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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

417-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5  

神筆拉點都藝術  / 林映慈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志理國際網絡有限公

司, 11106 .-- 4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61-0-6 (平裝) 普遍級  

 8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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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黃昏 / 黃育清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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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12) .-- 

ISBN 978-957-39-1144-9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接受自己的樣子 : 我是快樂粉紅豬 / 

鍾欣凌著 .-- 增修一版 .-- 臺北市 : 大

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1

公分 .-- (美麗田 ; 175) .-- ISBN 978-

986-179-757-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教官好.礦工子弟的驚奇旅程 / 謝闕

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6-0986-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5  

絕世流光 : 遊戲讓我回魂 / 黃佩如

(紫兒佩佩)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黃

佩如, 11107 .-- 13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1-0221-0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63.55  

愛無所不在 : 慈懿心父母情徵文繪

畫作品集 / 慈濟大學人文處主編 .-- 

初版 .-- 花蓮市 : 慈濟大學人文處, 

11107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405-5-7 (平裝) 普遍級  

 863.55  

寫給古厝的情書 = A love letter to the 

ancient house / 顏湘芬著 .-- 初版 .-- 金

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7 .-

- 248 面; 21 公分 .-- (文創叢書) .-- 

ISBN 978-986-5468-72-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隱形古物商 / 周芬伶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

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84) .-- ISBN 978-986-387-

595-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5  

蘧廬集 : 曾經有夢已成灰 / 笠翁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 (散文詩詞隨筆) .-- ISBN 978-957-

794-227-2 (平裝) 普遍級  

 863.55  

7 雪城之翼. 夜之書. 1, 墨羽狂宴 = 

The wing of the 7 snow city states. the 

story of midnight. book 01, ink plume of 

the frenzy feast / 羽冰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李昕羽, 11106 .-- 冊 .-- ISBN 

978-626-01-0250-0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626-01-0251-7 (下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7 雪城之翼短篇集 : 甘羽白情 / 羽冰

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李 昕 羽 , 

11106 .-- 9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75-3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3.57  

ABO 通姦契約 / 吐維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唯社文創,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68-5-5 (平裝) 

NT$420 限制級  

 863.57  

AI 愛諾機娘育成方程式 / 人土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青文學書

系 ; MR021) .-- ISBN 978-986-505-275-

1 (平裝) NT$300 限制級  

 863.57  

β 的我為了活下去只好裝 Ω 了 / 淇

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184-5-3 (平裝) 限制級  

 863.57  

一等女茶師 / 陽光晴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 296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3101) .-- ISBN 978-986-527-575-4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十年後的二次拒婚  / 青微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21-7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大唐赤夜歌. 卷一, 故人情 / 鹿青(簡

妟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社出版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109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85-7-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863.57  

大唐赤夜歌. 卷二, 風雪魄 / 鹿青(簡

妟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社出版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109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85-8-8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863.57  

六弄咖啡館 / 吳子雲著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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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分 .-- (網路

小說 ; 101) .-- ISBN 978-626-318-336-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巴里之眼之被封印的力量 / 玉筆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0 公分 .-

- (霓幻鑰系列 ; K6302) .-- ISBN 978-

957-8696-4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代嫁小妾要出逃  / 夢南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3301) .-- ISBN 978-986-527-

581-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未聞鳳凰鳴 / 翼翎著 .-- 臺南市 : 瑞

風文創,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16-8-1 (第 1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成為悲劇元凶的最強異端,最後頭目

女王為了人民犧牲奉獻 / 天壱作 ; 黃

品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0-169-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170-9 (第 2 冊:平裝

限定版) 普遍級  

 863.57  

老公上任三把火 / 金晶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20-0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你不知道的二二八事件 / 林登科作 .-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76 面; 21 公

分 .-- (台灣之根 ; 1) .-- ISBN 978-626-

7113-29-5 (平裝)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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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我在犯罪組織當編劇 / 林庭毅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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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40) .-- ISBN 

978-626-7094-67-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7  

我們的美味愛情  / 烏瞳貓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7 .-- 252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96)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37-4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63.57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末, 魂歸 / 水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使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

分 .-- (水泉作品) .-- ISBN 978-986-

98052-5-4 (平裝) NT$229 普遍級  

 863.57  

赤耀的靈憑師. 2, 望月的黑白雙狐 / 

翼翎作 .-- 臺南市 : 瑞風文創, 11108 .-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716-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命中注定誰是你 : 甲木薩與雲遊僧

傳奇 / 鍾文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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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33-6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63.57  

夜官巡場 / 張嘉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85) .-

- ISBN 978-986-450-468-8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450-471-8 (精

裝) NT$900 普遍級  

 863.57  

波間弦話 / 柳丹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512 面; 21 公分 .-- (新人

間叢書 ; 362) .-- ISBN 978-626-335-

655-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63.57  

*狙擊普京保衛和平 / 蕭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1106 .-- 

21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922-1-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雨夫人 / 路邊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706-

5 (平裝) 普遍級  

 863.57  

青春半熟.記憶微溫 / 秋蘆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56-3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863.57  

削鉛筆 = Sharpen a pencil / 郭宗倫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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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7126-51-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流星之心 / 六色羽, 倪小恩, 安塔 Anta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有限公司, 11106 .-- 12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61-03-6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3.57  

島 / 賴香吟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聯

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88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學 ; 707) .-

- ISBN 978-986-323-468-5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86-323-474-6 (精

裝) NT$480 普遍級  

 863.57  

桃花朵朵 / 好象熊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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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戀小說 ; 156) .-- ISBN 978-

626-96192-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荒島七年 / 鹿潮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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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PO 小說 ; 67-68) .-- ISBN 978-626-

96192-0-7 ( 上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626-96192-1-4 (下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財迷不想嫁 / 艾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2901) .-

- ISBN 978-986-527-568-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鬼拍手 / 姜泰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72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18) .-- 

ISBN 978-986-406-304-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唯一的相戀機率 / 紫稀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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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92-2-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寂寞的上午 / 文刀莎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75-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深愛 / 熾陽門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50-

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終疆. 7, 黑霧再臨 / 御我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 256 面; 21 公分 .-- (御我作品集 ; 7) .-

- ISBN 978-626-96042-3-4 (平裝) 普遍

級  

 863.57  

就饞你的身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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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56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510) .-- ISBN 978-986-

335-791-9 (平裝) NT$270 限制級  

 863.57  

惡役千金走花路 / 貞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08) .-- ISBN 978-986-335-789-6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曾經 / 楊風著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

社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1108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9-5 ( 平 裝 ) 

NT$40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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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期間限定女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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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09) .-- ISBN 978-986-335-

790-2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港都洋裁師 : 藏在日治庶民生活與

裁縫故事裡的微光 / 莊仲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76-2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港都殘夢 / 楊正雄著 .-- 臺中市 : 文

學街出版社, 11107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80-6-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嫁妝私房菜 / 簡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2701) .-

- ISBN 978-986-527-567-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愛在瘟疫蔓延時 / 駱以軍著 .-- 臺北

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4-

74-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7  

暗夜流光 / 林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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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92-7-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對我說的謊 / 尾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

225-8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誰為妻 / 四方宇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四方宇,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84-8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863.57  

點夫成金 / 田芝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2201) .-

- ISBN 978-986-527-560-0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863.57  

轉角的換書商店 / A.Z.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7 .-- 276 面; 21

公分 .-- (釀愛情 ; 1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89-5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63.57  

警察執勤中 : 宣戰角頭 / 顏瑜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7 .-- 258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101)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38-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魔導學教授的推理教科書 / 千筆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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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152-23-

2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7152-

24-9 (下冊:平裝) 普遍級  

 863.57  

歡迎光臨 鬧鬼路邊攤 : 細思極恐的

驚悚鬼話 / 路邊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

332-8 (平裝) 普遍級  

 863.57  

靈異錯別字 : 夜訪百鬼 / 錯別字(賴

正鎧)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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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566-

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紈褲敗給下堂妻 / 朱輕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22-4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月光三部曲 . II, 巨靈動員令 = The 

moonlight trilogy. II, o-kami's 

mobilization / 張嘉驊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四 也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福爾摩沙

冒險小說) .-- ISBN 978-986-06539-8-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  

月光三部曲. III, 回家之路 1947 = The 

moonlight trilogy. III, on the way home 

1947 / 張嘉驊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福爾摩沙冒險小說) .-

- ISBN 978-986-06539-9-1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63.59  

漫畫星的祕密 / 洪以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71-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  

*新埔采風 . 第五期 = 2022 Shin Pu 

collection 5th issue / 劉慧敏, 李威使總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

國民小學, 11106 .-- 104 面; 30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59-1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文學 2.CST: 兒童讀物 

3.CST: 期刊  863.5905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 : 高雄市內門

區金竹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學習成

果輯 / 吳俐錦, 林亭吟, 龐偉華, 江墨

濤, 黃郁菱, 楊家峻, 楊朕旺, 黃芊文, 

林家寧, 林宜美, 鄭潔怡, 張超翔, 黃

若琳, 郭秀惠, 盧憶嫺, 林潔蓉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內門區金竹國民小

學, 11106 .-- 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1-03-5 (平裝) 普遍級  

 863.593  

十二生肖同樂會 / 周姚萍文 ; 曹俊彥

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1 公

分 .-- (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 18R)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127-9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6  

小兒子. 4, 爸爸的用心量苦瓜 / 駱以

軍原作 ; 王文華改寫 ; 李小逸插畫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1 公分 .-- 

(閱讀 123 系列 ; 88)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268-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中元大餐 / 王文華文 ; 李憶婷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07 .-- 128 面; 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51-

46-7 (精裝) 普遍級  

 863.596  

*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 2, 滾滾豬大

富翁 / 顏志豪文 ; 水腦圖 .-- 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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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36 面; 21 公分 .-- (閱讀 123

系列 ; 9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305-258-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我親愛的至聖先師 : 南子與孔子的

青春物語 / 哲也文 ; 羅安琍圖 .-- 三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 13R) .-- ISBN 

978-626-7127-91-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96  

阿凡提的機智特訓班 / 子魚著 ; 達姆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

日報社, 111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95-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96  

黑白貓中醫 / 賴韋圳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54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626-327-331-3 (精裝) NT$700 普

遍級  

 863.596  

20 個銅板 / 陳建祥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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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576-96-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小刺愛生氣 / 一小石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統藝群印有限公司, 11107 .-

- 32 面; 19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249-1-1 (精裝)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不怕不怕 = Be brave / 呂泓逸, 胡若亞

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胡若亞 , 

11107 .-- 36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01-0195-4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不喝酒的犧尊 / 雅凱藝術文 ; 李憶婷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雅凱藝術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1X25 公

分 .-- ISBN 978-626-96294-0-4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布朗克 : 月餅裡的神祕紙條 / 妙蒜小

農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

蒜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44 面 ;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49-6-

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如何才能靠近妳? = How do I get close 

to you? / 馬維欣文 ; 熊子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有限公司 , 

11106 .-- 26 面; 25X48 公分 .-- (馬維

欣繪本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626-95506-2-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如何才能體會你 / Miryam 文 ; 鉛筆的

里程數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蘋果

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26 面; 22X25

公分 .-- (典藏繪本閣) .-- ISBN 978-

626-95506-3-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9  

我的爸爸是白衣天使 / 鄭博真文 ; 許

家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7-

986-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我的媽媽是公車司機 / 鄭博真文 ; 許

家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7-

973-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刺蝟先生的擁抱 / 馮湘婷文 ; Mandie 

Kuo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17-965-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妮姊姊魔法甜點屋 / 唐妮著 ; 若曦

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40 面; 28 公分 .-- (小書

迷 ; 34)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320-209-2 (精裝) NT$290 普遍級  

1.SHTB: 關懷--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祝我生日快樂 / 陳辰文 ; 邱千容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8 .-

- 48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98-964-4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99  

第一次過颱風夜 / 陳思婷文 ; 張麗真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26 公

分 .-- (天衛成長繪本) .-- ISBN 978-

957-490-588-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彰化縣臺灣母語繪本製作比賽得獎

專輯. 110 學年度 / 葉龍源總編審 .-- 

初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政府, 11106 .-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73-74-7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863.599  

誰的爺爺比較厲害 / 嚴淑女文 ; 鄭潔

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

限公司出版 : 巴巴文化發行, 11108 .-

- 48 面; 21X25 公分 .-- ( ; 呼嚕呼嚕系

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253-

9-0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誰熊水? = Tierisch schön : Wer ist der 

schönste Bär? / 周盈萱作 ; Jill Heather 

Schmidt 史宸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周盈萱, 11106 .-- 68 面; 21X21 公分 .-

- 注音版; 中德對照 .-- ISBN 978-626-

01-0228-9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機車媽媽 / 楊富閔著 ; 周見信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08-6389-5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鍾理和、鍾鐵民父子文學研討會論

文集 / 鍾秀梅, 許仁豪主編 .-- 初版 .-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 11106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97-1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鍾理和 2.CST: 鍾鐵民 3.CST: 

客家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5.CST: 文

集  863.707  

客家俳句. 一, 三行詩 / 徐儀錦著 .-- 

[屏東縣麟洛鄉] : 徐儀錦出版 ; 屏東

縣長治鄉  : 六堆文化傳播社發行 , 

11107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43-2 (平裝) 普遍級  

 863.751  

巨人阿里嘎蓋 / 宋如珊文 ; 黃岳琳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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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64 面; 21X30 公分 .-- (臺灣

本土繪本. 臺灣原住民族 ; 2) .-- BOD

版 .-- ISBN 978-626-95166-9-8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859  

西洋文學 

伊索寓言 / 伊索(Αἴσωπος)著 ; 

王煥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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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

264-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71.36  

艾略特詩選(1925-1962). 2 : <<四重奏

四首>>及其他詩作 / 托馬斯.斯特恩

斯.艾略特著 ; 黃國彬譯註 .-- 初版 .-- 

臺 北 市  : 九 歌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九歌譯

叢 ; 955) .-- ISBN 978-986-450-463-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1  

哈利波特 : 被詛咒的孩子 / J.K.羅琳

(J. K. Rowling), 約翰.帝夫尼, 傑克.索

恩原創故事 ; 傑克.索恩劇本執筆 ; 林

靜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38 種)(Choice ; 

354) .-- ISBN 978-957-33-3908-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73.55  

千萬別醒來 / 麗茲.勞勒作 ; 吳宗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35) .-- ISBN 978-

957-741-562-2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73.57  

化學課外課 : 改變你的人生,從晚餐

開始! / 邦妮.嘉姆斯(Bonnie Garmus)

著 ; 白水木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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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69-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73.57  

失 物 之 書  / 約 翰 . 康 納 利 (John 

Connolly)著 ; 謝靜雯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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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76 面; 21 公分 .-- (暢小

說 ; 63) .-- 十週年紀念版 .-- ISBN 978-

626-310-265-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3.57  

完美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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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Mystery world ; MY0022) .-- ISBN 978-

626-7156-08-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祕密花園  / 法蘭西絲 .霍森.柏納特

(Frances Hodgson Burnett)著 ; 楊玉娘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6-842-3 (平裝) 

普遍級  

 873.57  

焚身少女 / C.J.杜朵作 ; 甘鎮瓏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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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216-9 (平裝) 

普遍級  

 873.57  

墨利斯的情人(20 世紀最甜美不朽的

同性小說|同名電影經典原著) / E. M. 

佛斯特(E. M. Forster)作 ; 王聖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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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 (Golden age ; 44) .-- ISBN 978-986-

384-751-9 (平裝) 普遍級  

 873.57  

隱形人 /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 陳

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60) .-- ISBN 978-

626-335-668-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73.57  

神祕色彩小偷 / 艾娃.約瑟夫科維奇

(Ewa Jozefkowicz)著 ; 柯倩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小說館  ; 35) .-- ISBN 978-986-449-

26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  

SOS 公主出任務. 6, 援救星星小馬 /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 陳子

萱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8 .-- 136 面; 21 公

分 .-- (Much 讀本 ; 95) .-- ISBN 978-

957-521-570-5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73.596  

女巫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丁.

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 劉清彥譯 .-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

681-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6  

小比利和迷針族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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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84-5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73.596  

小熊維尼 / 艾倫.亞歷山大.米恩文 ; 

歐內斯特.霍華德.謝培德圖 ; 呂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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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0

面; 23 公分 .-- (童話花園 ; 1) .-- ISBN 

978-626-95972-9-1 (精裝) NT$600 普

遍級  

 873.596  

世界冠軍丹尼 / 羅德.達爾(Roald Dahl)

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 劉

清彥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80-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73.596  

巧克力冒險工廠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

圖 ; 劉清彥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76-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73.596  

百 變 史 萊 姆  / 大 衛 . 威 廉 (David 

Walliams)著 ; 東尼.羅斯(Tony Ross)

繪 ; 高子梅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21 面; 21

公分 .-- (蘋果文庫 ; 141) .-- ISBN 978-

626-320-201-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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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596  

吹夢巨人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 劉清

彥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25-685-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6  

狐狸爸爸萬歲 / 羅德.達爾(Roald Dahl)

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 劉

清彥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79-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73.596  

飛天巨桃歷險記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

圖 ; 劉清彥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78-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73.596  

香蕉行動 /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

著 ;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 郭庭瑄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9 .-- 480 面; 21 公分 .-- (蘋

果文庫 ; 142) .-- ISBN 978-626-320-

202-3 (精裝) NT$390 普遍級  

 873.596  

神奇的玻璃升降機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

圖 ; 劉清彥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77-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73.596  

喬治的神奇魔藥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

圖 ; 劉清彥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82-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73.596  

瑪蒂達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

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 張子樟

譯 .-- 第四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25-686-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6  

壞心的夫妻消失了 /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

圖 ; 劉清彥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683-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73.596  

小熊與熊媽媽 / 喬. 韋弗(Jo Weaver)

文.圖 ; 賴潔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6

面 ; 27X27 公 分  .-- ISBN 978-626-

95511-9-4 (精裝) 普遍級  

 873.599  

不怕失敗的恐龍  / 絲米爾蒂 .豪斯

(Smriti Halls)文 ; 理查.邁瑞特(Richard 

Merritt)圖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32 面; 28 公分 .-- (迷繪本 ; 115) .-- 

ISBN 978-957-521-569-9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我是公車小司機 / 大衛.森堡(David 

Semple)繪 ;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43-004-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我是怪手小司機 / 大衛.森堡(David 

Semple)繪 ;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43-005-1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我是拖拉機小司機 / 大衛.森堡(David 

Semple)繪 ;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43-006-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我是消防車小司機 / 大衛.森堡(David 

Semple)繪 ;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43-007-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狗狗好愛書 / 露易絲.葉慈作.繪 ; 黃

筱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338-505-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長耳兔公主 / 加雷思 P.瓊斯文 ; 蘿芮

塔.紹爾圖 ; 羅吉希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7 .-- 32 面; 25X2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96-

8-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猩杜瑞拉 / 加雷思 P.瓊斯文 ; 蘿芮塔.

紹爾圖 ; 羅吉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7 .-- 32 面; 25X2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96-

9-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愛生氣的小氣河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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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6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70-85-9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跟著老虎深海潛水員去探險 / 雪倫.

任塔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2 面; 28 公分 .-- (天衛動物

探險家繪本 ; 1)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0-594-2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73.599  

女 巫 瑟 西  / 瑪德琳 . 米 勒 (Madeline 

Miller)著 ; 章晉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 寞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432面; 21公分 .-- (Soul ; 46) .-



97 

 

- ISBN 978-626-95938-2-8 (平裝) 普遍

級  

 874.57  

升明月 : 遠古記憶的覺醒 / 傳心旅

(Dena Merriam)作 ; 高和然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

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 11107 .-

- 2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9839-5-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4.57  

尼克的故事 / 海明威著 ; 秦懷冰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3-16-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74.57  

灰影人 / 馬克.格雷尼著 ; 陳柔含, 李

函, 高霈芬, 張韶芸, 游淑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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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747-2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74.57  

老人與海 /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作 ; 傅凱羚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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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經典文

學 ; 22) .-- ISBN 978-626-314-223-7 (平

裝) 普遍級  

 874.57  

克蘇魯事件簿. 3, 福爾摩斯與蘇塞克

斯海怪 / 詹姆斯.洛夫葛羅夫(James 

Lovegrove)著 ; 李函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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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84 面; 21 公分 .-- (New black ; 9) .-- 

ISBN 978-626-7092-50-7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874.57  

克蘇魯神話. IV, 恐懼 / 霍華.菲力普.

洛夫克萊夫特著 ; 姚向輝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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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幻想藏書閣 ; 119) .-- ISBN 

978-626-7094-68-6 (精裝) NT$550 普

遍級  

 874.57  

沼 澤 女 孩  / 迪 莉 婭 . 歐 文 斯 (Delia 

Owens)作 ; 葉佳怡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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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 (Echo ; MO0067X) .-- ISBN 978-626-

7156-11-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破魔少女. 下, 制咒師 / 夏莉.荷柏格

(Charlie N. Holmberg)著 ; 清揚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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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84 面; 21 公

分 .-- (Best 嚴選 ; 143) .-- ISBN 978-

626-7094-86-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4.57  

破魔少女. 上, 破咒師 / 夏莉.荷柏格

(Charlie N. Holmberg)著 ; 清揚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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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

分 .-- (Best 嚴選 ; 142) .-- ISBN 978-

626-7094-85-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4.57  

最後一位派瑞許太太 / 莉芙.康斯坦

丁作 ; 趙丕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33) .-

- ISBN 978-957-741-560-8 ( 平 裝 ) 

NT$410 普遍級  

 874.57  

黑暗之刺 /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 陳佳伶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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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32 面; 21 公分 .-- (馬修.史

卡德系列 ; 4) .-- ISBN 978-626-315-

164-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74.57  

厭世機器人. III, 外星人入侵應變對

策 / 瑪莎.威爾斯(Martha Wells)著 ; 翁

雅如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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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70-9 (平裝) 普遍級  

 874.57  

親吻實習課 / 海倫.虹恩作 ; 李麗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464 面; 21 公

分 .-- (Lámour love more ; 17) .-- ISBN 

978-957-741-563-9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874.57  

謀殺與創造之時  / 勞倫斯 .卜洛克

(Lawrence Block)著 ; 呂中莉譯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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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0 面; 21 公

分 .-- (馬修.史卡德系列 ; 3) .-- ISBN 

978-626-315-163-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74.57  

鬼男孩  / 珠兒 .帕克 .羅德絲 (Jewell 

Parker Rhodes)著 ; 陸篠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68 面; 21 公分 .-- (小說

館 ; 36) .-- ISBN 978-986-449-268-8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  

小步小步走 / 路易斯.薩奇爾文 ; 趙永

芬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0 面; 21

公分 .-- (大獎小說 ; 213N) .-- ISBN 

978-626-7127-97-1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74.596  

公主出任務. 9, 美人魚公主 / 珊寧.海

爾 (Shannon Hale), 迪 恩 . 海 爾 (Dean 

Hale)文 ; 范雷韻(LeUyen Pham)圖 ; 黃

聿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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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69-86-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幸運小銅板  / 珍妮芙 .賀牡(Jennifer 

Holm)作 ; 李畹琪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44 面; 21 公分 .-- (金獎小說

系列) .-- ISBN 978-986-338-511-0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野性的呼喚 / 傑克.倫敦(Jack London)

原著 ; 何碧珠改寫 ; 黃雅玲繪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1 公分 .-

-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508-0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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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596  

「什麼都有」的披薩  / 凱爾 .席爾

(Kyle Scheele)著 ; 安迪.J.披薩(Andy J. 

Pizza)繪 ;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07-679-2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分享好滋味 : 冰淇淋男孩的意外驚

喜  / 海蒂 .伍德沃 德 .雪 菲 爾 (Heidi 

Woodward Sheffield)文圖 ; 歐玲瀞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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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6240-1-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卡夫卡說故事 : 娃娃旅行記 / 樂瑞

莎.圖里(Larissa Theule)文 ; 蕾貝卡.格

林(Rebecca Green)圖 ; 海狗房東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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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69-82-0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74.599  

好煩好煩的貓 / 喬里.約翰(Jory John)

作 ; 藍.史密斯(Lane Smith)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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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面; 28 公分 .-- (繪本滴 ; 106) .-- 

ISBN 978-626-7038-36-9 ( 精 裝 ) 

NT$360 普遍級  

1.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怎麼搬?怎麼辦? / 達赫蒂(Kathleen 

Doherty)文 ; 莉特(Kristyna Litten)圖 ; 

何俊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能力成長繪本) .-- ISBN 

978-986-5576-97-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記憶氣球 / 潔西.歐利維羅斯(Jessie 

Oliveros) 文  ; 達 娜 . 沃 非 科 提 (Dana 

Wulfekotte)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7 .-- 42 面; 

28 公分 .-- (生命花園 ; 53)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400-422-5 (精裝) 普遍

級  

 874.599  

從 前 有 一 棵 小 樹  / 羅 倫 . 隆 (Loren 

Long)圖文 ; 海狗房東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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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26-50-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貓給你 : 受用一生的禮物 / 蒂.瑞迪

(Dee Ready)著 ; 屈家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 160 面; 21 公分 .-- (Titan ; 146) .-- 

ISBN 978-986-179-751-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74.6  

里爾克 : 杜英諾哀歌(全譯本及評析) 

/ 萊納 .瑪利亞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著 ; 張錯(Dominic Cheung)翻譯.

評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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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346-9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里爾克(Rilke, Rainer Maria, 

1875-1926) 2.CST: 輓歌 3.CST: 詩評  

875.51  

里爾克 : 給奧菲厄斯十四行(上、下

卷全譯本及評析) / 萊納.瑪利亞.里爾

克 (Rainer Maria Rilke) 著  ; 張 錯

(Dominic Cheung)翻譯.評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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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8-347-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里爾克(Rilke, Rainer Maria, 

1875-1926) 2.CST: 詩歌 3.CST: 詩評  

875.51  

青蛇與麗百合 = Das märchen von der 

grünen schlange und der schönen lilie /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德

文原創 ; Thomas Carlyle 英譯 ; 陳琪瑩

中文譯作.解析 .-- 初版 .-- 苗栗縣大

湖鄉 : 陳琪瑩, 11107 .-- 152 面; 18 公

分 .-- (歌德創作童話) .-- ISBN 978-

626-01-0264-7 (精裝) 普遍級  

 875.57  

送書人 / 卡斯騰.赫恩著 ; 黃慧珍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5034 種)(Choice ; 353) .-- 

ISBN 978-957-33-3903-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75.57  

大盜賊第三次出動 : 沼澤歷險事件 / 

奧飛.普思樂文 ; 法蘭尤瑟.崔普圖 ; 

沙永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52 面; 

24 公分 .-- (大盜賊系列 ; 3N)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27-94-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5.596  

格林童話 / 唐炘炘, 黃淑姿, 吳佩珊原

著改寫 .-- 五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68-17-2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75.596  

第一條魚 / 赫爾曼.舒茲文 ; 薇碧克.

余瑟圖 ; 馬佑真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6 面; 28 公分 .-- (繪本時間 ; 15R)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98-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5.599  

*十五少年漂流記 / 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著 ; 許雅雯譯 .-- 二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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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416 面; 21 公分 .-- (Golden 

age ; 29) .-- ISBN 978-986-384-741-0 

(精裝) 普遍級  

 876.57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 Steven 

Choi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1X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

521-571-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876.57  

俠盜亞森.羅蘋. 1, 亞森.羅蘋被捕記 / 

莫理斯.盧布朗作 .-- [新北市] : 啟得

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經典名著 ; 13) .-- ISBN 

978-626-95934-2-2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876.596  

大象巴巴一家人  / 尚.德 .布倫諾夫

(Jean De Brunhoff)圖.文 ; 黃心彤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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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

司, 11107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7-476-5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大象巴巴與聖誕老公公 / 尚.德.布倫

諾夫(Jean De Brunhoff)圖文 ; 黃心彤

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1107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7-477-2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6.599  

大 象 怎 麼 了 ? / 娜 汀 . 侯 貝 (Nadine 

Robert)文 ; 瓦勒里奧.維達利(Valerio 

Vidali)圖 ; 尉遲秀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

光點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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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51-51-1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小王子(圖像版) / 安多萬.聖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原著 ; 本大

三郎文 ; 山下浩平圖像漫畫 ; 游珮芸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25-687-6 (精

裝) 普遍級  

 876.599  

猴子澤菲爾的假期 / 尚.德.布倫諾夫

(Jean De Brunhoff)圖文 ; 黃心彤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

司, 11107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7-475-8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6.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凡尼亞舅舅 / 契訶夫著 ; 游孟儒譯 .-

- 初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1107 .-- 192 面; 15 公分 .-- (言寺 ; 

82) .-- ISBN 978-626-95486-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80.55  

斯德哥爾摩復活人 / 約翰.傑維德.倫

德維斯特(John Ajvide Lindqvist)著 ; 

郭寶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異出

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392 面; 21 公分 .-- (sm ; 

12) .-- ISBN 978-626-96171-2-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81.357  

*毒藥 : 哥本哈根三部曲. 3 / 托芙.狄

特萊芙森(Tove Ditlevsen)著 ; 吳岫穎

譯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潮浪文化,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48-6-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81.557  

小拖拉機吃醋了  / 娜塔莉 .昆塔特

(Natalie Quintart)文 ; 菲利普.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圖 ; 謝靜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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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2 面; 26X26 公分 .-- (小拖

拉機情緒繪本 ; 1)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20-9-3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81.6599  

小拖拉機和奧斯卡 / 娜塔莉.昆塔特

(Natalie Quintart)文 ; 菲利普.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圖 ; 謝靜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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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2 面; 25X26 公分 .-- (小拖

拉機情緒繪本 ; 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240-2-7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81.6599  

小拖拉機很害怕  / 娜塔莉 .昆塔特

(Natalie Quintart)文 ; 菲利普.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圖 ; 謝靜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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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2 面; 26X26 公分 .-- (小拖

拉機情緒繪本 ; 2)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240-0-3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81.6599  

蟲蟲的彩色世界 / 艾絲特.凡登伯格

(Esther van den Berg)文.圖 ; 賴潔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570-86-6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81.6599  

<<為芬尼根守靈>>析解 / 約瑟夫.坎

貝爾(Joseph Campbell), 亨利.莫頓.羅

賓遜(Henry Morton Robinson)原著 ; 馮

建明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

版有限公司, 11107 .-- 432 面; 21 公

分 .-- (西洋文學 ; 31) .-- ISBN 978-957-

445-994-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喬伊斯(Joyce, James) 2.CST: 

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84.157  

<<為芬尼根守靈>>普查 : 人物及其

角色索引  / 艾德琳 .格拉欣(Adaline 

Glasheen)著 ; 馮建明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 448 面; 21 公分 .-- (西洋文學 ; 32) .-

- ISBN 978-957-445-995-7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喬伊斯(Joyce, James) 2.CST: 

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84.157  

洪 水 之 年  / 瑪 格 麗 特 . 愛 特 伍

(Margaret Atwood)著 ; 呂玉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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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63-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85.357  

清秀佳人. 4, 安的幸福 / 露西.蒙哥瑪

麗(L. M. Montgomery)著 ; 康文馨譯 .-

- 四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

典 ; 12) .-- ISBN 978-986-178-604-9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85.357  

清秀佳人. 5, 安的夢幻小屋 / 露西.蒙

哥瑪麗(L. M. Montgomery)著 ; 孟劭祺

譯 .-- 四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典

藏經典 ; 13) .-- ISBN 978-986-178-605-

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85.357  

瘋 狂 亞 當  / 瑪 格 麗 特 . 愛 特 伍

(Margaret Atwood)著 ; 何曼莊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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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64-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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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357  

劍 羚 與 秧 雞  / 瑪 格 麗 特 . 愛 特 伍

(Margaret Atwood)著 ; 韋清琦, 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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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62-2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885.357  

諾頓與愛借東西的大熊 / 加百列.埃

文斯(Gabriel Evans)文圖 ; 海狗房東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8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600-4 (精裝) 普遍級  

 887.1599  

諾頓與愛模仿的大熊 / 加百列.埃文

斯(Gabriel Evans)文.圖 ; 海狗房東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8X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601-1 (精裝) 普遍級  

 887.1599  

新聞學 

*5 分鐘理解新聞關鍵字 / Kids Trivia

俱 樂 部 編  ; TORIBATAKE 

HARUNOBU 繪 ; 李沛栩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760-6-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新聞 2.CST: 術語 3.CST: 閱讀

指導  890.4  

藝術類 

總論 

背向藝術 : 權力的新身分地位象徵 / 

烏利西(Wolfgang Ullrich)著 ; 張錦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一行出版 , 

11108 .-- 184 面; 21 公分 .-- (A series ; 

3) .-- ISBN 978-986-98347-4-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圖像學  900  

構造式解剖學 / 喬治.伯里曼(George 

B. Bridgman)著 ; 鍾沁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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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38-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解剖學  901.3  

交陪藝術誌. 5 = Kau-Puê / 龔卓軍, 黃

文博, 王美霞, 陳聖元, 陳昱榮撰文 ; 

陳聖元執行主編 .-- 臺南市 : 臺南市

政府文化局, 11108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1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宗教藝術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集 4.CST: 臺南市  901.707  

*愛與希望 : 2022 世界女藝匯流藝術

祭  = Love and hope : 2022 world 

women's art festival / 王玉齡, 李韻儀總

編輯 .-- 初版 .-- 臺東縣東河鄉 : 臺灣

女性藝術協會, 11106 .-- 2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1358-8-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  

緣起.綠狗 : 當代藝術家周春芽與收

藏家的故事 = Unleash the big green 

dog : a collector's 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ist Zhou Chunya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誠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1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0-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2  

臺中市圓緣文化藝術學會 : 台灣陶

畫之美 2022 年會員聯展專輯 / 粘素

真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圓緣

文化藝術學會, 11107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00-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  

fun 藝 joy 津 : 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

民小學 2022 美術藝才班畫冊 / 臺南

市鹽水區月津國民小學美術藝才班

作 .-- 臺南市 : 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

民小學, 11106 .-- 82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986-0701-25-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功.藝 :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21-

2022 = Mastering arts & crafts : the 

2021-2022 yearbook of Art 

Center,CYCU / 陳敏慧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11107 .-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796-77-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市 民 畫 廊  : 築 思 構 界 - 劉 呈 祥  = 

Gallery for citizens : build in eyes, form 

in mind-Liu Cheng-Hsiang / 陳珍誠, 劉

呈祥, 方彥翔專文撰述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館, 11106 .-- 

64 面; 23X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65-99-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全國美術展. 111 年 = 2022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R.O.C.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7 .-- 

2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

606-7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格物致悟 : 從化外的放逐到藝術提

煉 : 卜華志創作個展 2022 = Inquiries 

and inspirations : from nature to 

refinement : Pu Hua Chih solo exhibition 

2022 / 卜華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紫 藤 廬 有 限 公 司 紫 藤 廬 分 公 司 , 

11107 .-- 6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264-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桃園市美術協會會員年度大展作品

專輯. 2022 / 范姜明華, 鄭素華, 魏福

銘編輯校對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1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291-257-7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漂亮的很好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

術學系碩士班 109 級級展工作團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美術學院, 11106 .-- 12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186-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北市國語實小美術創作研究社作

品集. 第十三輯 / 王怡婷編輯 .-- 臺北

市  : 臺 北 市 國 語 實 驗 國 民 小 學 , 

11106 .-- 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2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跟大師學創造力. 8 : 梵谷的藝術創造

+21 個藝術活動 / 卡蘿.薩貝絲(Carol 

Sabbeth)作 ; 周宜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出版 :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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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9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069-8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梵谷(Van Gogh, Vincent, 1853-

1890) 2.CST: 畫家 3.CST: 後印象主

義 4.CST: 傳記 5.CST: 通俗作品  

909.942  

佛羅倫斯的異鄉人達文西 : 文藝復

興 大 師、 偉大 發明 家、解 剖 學先

驅......還有什麼是他不會的? / 李建新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17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21-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2.CST: 藝術家 3.CST: 科

學家 4.CST: 傳記  909.945  

This is 安迪 .沃荷  / 凱薩琳 .英葛蘭

(Catherine Ingram)作  ; 安德魯 .萊伊

(Andrew Rae)繪 ; 李之年譯 .-- 增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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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26) .-- ISBN 978-626-96096-4-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沃荷(Warhol, Andy, 1928-1987) 

2.CST: 藝術家 3.CST: 普普藝術 

4.CST: 傳記  909.952  

音樂 

*花膨鼠山谷 : 音樂活動設計 / 江寬

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水滴創藝

樂團, 11106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70-1-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音樂教育 2.CST: 教學活動設

計  910.3  

鋼琴藝術與生活  / 林慧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1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48-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音樂史 2.CST: 鋼琴 3.CST: 鋼

琴曲 4.CST: 音樂欣賞  910.903  

重建臺灣音樂史. 2021/2022 : 被遺忘

的 音 樂 . 人 物  = 2021/2022 

reconstructing music history in Taiwan / 

李惠平, 明立國, 吳玲宜, 洪嘉吟, 范

揚坤, 許世融, 陳麗琦, 蔡玉蓉, 黃馨

瑩, 葉娟礽作 ; 顏綠芬主編 .-- 新北市 : 

文化部, 11107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603-6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音樂史 2.CST: 文集 3.CST: 臺

灣  910.93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華格納 / 霍華德.葛

雷著 ; 連惠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17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66-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華格納(Wagner, Richard, 1813-

1883) 2.CST: 作曲家 3.CST: 傳記 

4.CST: 德國  910.9943  

新歌劇藝術的領路人理察.華格納 : 

承接莫札特的歌劇傳統,開啟後浪漫

主義歌劇作曲潮流 / 劉昕, 劉星辰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7 .-- 164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472-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華格納(Wagner, Richard, 1813-

1883) 2.CST: 作曲家 3.CST: 傳記 

4.CST: 德國  910.9943  

舒伯特的不朽樂章 : <<魔王>>、<<

鱒魚>>、<<野玫瑰>>,藝術歌曲之王

與他的浪漫主義情懷 / 劉一豪, 景作

人, 音渭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499-2 (平裝)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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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之子蕭邦 : 敘事曲、奏鳴曲、

波蘭舞曲、夜曲......優美旋律穿越近

兩世紀的巨變時代,至今仍在夜空中

閃耀 / 劉新華, 音渭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458-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蕭邦(Chopin, Frederic Francois, 

1810-1849) 2.CST: 音樂家 3.CST: 傳

記 4.CST: 波蘭  910.99444  

爵士樂理 : 綜合練習冊 = Exercises for 

jazz theory / 李承育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世界文物出版社, 11107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1-478-

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爵士樂 2.CST: 音樂教學法  

912.74  

啟。承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成杏

合唱團三十週年紀念專輯 / 劉清泉, 

李昀諭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醫 學 院 成 杏 合 唱 團 , 

11106 .-- 3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314-0-7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成杏合

唱團  913.39  

希望必定帶著考驗 : 在 Covid-19 陰霾

下,BTS 傳達給世人的正向力 / 金恩

珠著 ; 盧鴻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Link ; 33) .-- ISBN 978-986-387-593-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歌星 2.CST: 流行音樂 3.CST: 

韓國  913.6032  

吉他入門一本就上手 : 從零開始 = 

Playing guitar so easy : the ultimate book 

for beginner / 不拘時編著 .-- 4 版 .-- 新

北市 : 時空膠囊音樂社, 11107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878-7-

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吉他  916.65  

建築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 2022

第伍拾肆屆 = 2022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hesis graduation design project review /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第 54 屆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 

11106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6226-4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召喚與重生 : 廖偉立建築師的信仰

空間 = Calling & rebirth : practices of 

spiritual space by Wei-Li Liao / 邱浩修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73-7-3 (精裝) 

NT$1300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建築美術設計 

3.CST: 作品集  920.25  

全國綠建築繪畫徵圖比賽.得獎作品. 

2021 / 社團法人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編撰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 11106 .-- 135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38-10-6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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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綠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3.CST: 繪畫 4.CST: 作品集  920.25  

獨特物件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

系 2021-2022 畢 業 設 計 作 品 集  = 

Unique object / 林靖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11107 .-- 4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5299-4-0 (平裝) NT$665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建築江湖 : 當代建築起源與真實設

計現場 / 蔡松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慕溪設計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71-0-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文集  920.7  

古建古風 : 中國古典建築代表 / 何水

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8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4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中國  922  

雕塑 

浮浪貢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

院 雕 塑 系 一 一 一 級 畢 業 專 刊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 

department of sculpture project portforlio 

#111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美術學院雕塑學系, 11106 .-- 

21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41-

1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  

林伯瑞 = Lin Po Jui / 林伯瑞[作] .-- 臺

北市 : 胡德如, 11108 .-- 120 面; 29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280-7 (精裝) 

NT$220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8  

迪洋 DIAN「陶藝.陶憶」 / 全東明口

述 ; 陳美玲撰文 .-- [臺南市] : 全東明, 

11106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40-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器象 : 梁家豪陶藝創作 / 梁家豪作 .-

- 二版 .-- 新北市 : 138 工作室, 11106 .-

- 94 面 ; 28 公分  .-- ISBN 978-986-

91968-9-5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書畫 

Blessed time : 成年版圖文集 = Blessed 

time : adult version / 張 育 慧 (Hope 

Chang), 奚 雨 亭 著  ; 陳 巧 妤 (Yedda 

Chen), 張育慧(Hope Chang), 羅巧雲

(Clou Lou)繪 .-- 臺北市 : 八二八數位

智能有限公司, 11108 .-- 6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6380-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心理學 2.CST: 靈修  

940.14  

上帝創造了世界,而他臨摹了世界,印

象派巨匠雷諾瓦 : <煎餅磨坊的舞會

>、<船上的午宴>、<彈鋼琴的少女

>......溫暖快樂的題材是藝術主調,甜

美悠閒的氛圍是繪畫特色 / 陳萍, 音

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1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20-3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雷諾瓦(Renoir, Auguste, 1841-

1919)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940.9942  

塞尚與後印象時代 : <玩紙牌的人>、

<沐浴者>、<蘋果籃>,用顏料表現藝

術觀念,用色彩讓世界充滿夢幻 / 錢

芳, 林錡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5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500-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塞尚(Cézanne, Paul, 1839-1906)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940.9942  

金碧輝煌的生死情慾  : 克林姆  = 

Glory of life & lust : Klimt / 陳文怡, 王

存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

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6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5365-6-

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克林姆(Klimt, Gustav, 1862-

1918)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4.CST: 

奧地利  940.99441  

孟克的吶喊 : <病童>、<吸血鬼>、<

分離>、<吻>,帶來一首關於生命、

愛情和死亡的詩篇 / 仝十一妹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71-8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孟克(Munch, Edvard, 1863-

1944)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4.CST: 

挪威  940.99474  

從心之年 : 蔡明智書畫創作展專集 = 

2022 The age following my heart : Tsai-

Ming-Ch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lbum / 蔡明智作 .-- 高雄市 : 高雄市

若水書會, 111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402-7-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碩筆秀墨書畫聯展 : 洪碩伯.許秀子

書畫聯展 / 王敬雯, 楊秀文, 顏玉秋, 

羅志雄編輯  .-- 臺北市  : 洪碩伯 , 

11108 .-- 120 面; 28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94-7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藝力恆傳東亞名家大展. 二 0 二二年 : 

彩墨書畫集. 第七輯 / 王美美策劃主

編  .-- 桃園市  : 東亞藝術研究會 , 

11107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7853-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楷書自學津梁 / 黎置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8 .-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62-25-9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書法教學  942  

*冬心齋研銘探義 : 百二硯田富翁~

金農 / 張元慶著 .-- 南投市 : 張元慶, 

11106 .-- 45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09-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硯 2.CST: 中國  942.8  

四維八德參考書 / 陳景聰編 .-- 臺中

市 : 正大光明毛筆有限公司, 11106 .-

- 56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128-3-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5  

名家書法練習帖 : 趙孟頫.洛神賦 / 大

風文創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17-9-

4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5  

音樂與書道的斜槓人生 / 陸蘭貞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陸蘭貞, 111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46-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斐然墨章  : 梁永斐書藝創作展  = 

Brilliant Ink : Liang Yung-Fei 

Calligraphy Art Exhibition / 葉國新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海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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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研究有限公司, 11106 .-- 168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86-94551-8-3 (平

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實用楹聯集錦 / 陳中庸編著 .-- 臺中

市 : 遠韻書齋, 11107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2768-1-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對聯 3.CST: 作品

集  943.5  

樗寫 : 林俊臣書法創作專輯 / 林俊臣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異雲書屋文化

創意有限公司, 11107 .-- 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238-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國際藝術交流展. 2022 = 台湾と日本

の書道芸術の交流展 .-- 初版 .-- 彰化

縣 埔 鹽 鄉  : 彰 化 縣 埔 鹽 鄉 公 所 , 

11107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73-7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褚遂良楷書集唐詩 / 吳鴻鵬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

司出版部, 11107 .-- 冊 .-- (集詩選 ; 29-

30) .-- ISBN 978-626-95310-4-2 (第 1 冊:

平裝) NT$160 .-- ISBN 978-626-95310-

5-9 (第 2 冊: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7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 精熟級 / 療

癒人心悅讀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冊 .-- (Life style ; 68-) .-- 中英文版 .-- 

ISBN 978-626-7064-19-1 (第 6 冊:平裝) 

NT$169 .-- ISBN 978-626-7064-20-7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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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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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fe style ; 66-) .-- 中越語版 .-- 

ISBN 978-626-7064-17-7 (第 4 冊:平裝) 

NT$169 .-- ISBN 978-626-7064-18-4 (第

5 冊:平裝) NT$199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楷、行書帖臨摹卡 : 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 / 吳明昌書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景魚軒, 11107 .-- 106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92359-8-3 ( 活 頁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楷書 3.CST: 

行書  943.9  

草蟲捉迷藏 = Hide-and-seek insects / 

邱士華, 楊若苓, 吳誦芬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 

11107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62-85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蟲魚畫 2.CST: 書畫 3.CST: 博

物館特展  944.7  

陈正国黄河流域写生画集 / 陈正国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6 .-- 140 面; 38 公分 .-- 正體題名:

陳正國黃河流域寫生畫集 .-- ISBN 

978-626-95816-3-4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不經意的相遇 : 吳麗雲彩墨創作展 = 

Chance encounters : ink wash painting 

solo exhibition by Wu Li-Yun / 吳麗雲

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

蘆墩文化中心, 11106 .-- 76 面; 25X26

公分 .-- (藝術薪火相傳: 臺中市美術

家接力展. 第 12 屆) .-- ISBN 978-626-

7166-0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心象繪畫 / 高行健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64 面; 25X36 公分 .-- (高行

健作品集) .-- ISBN 978-957-08-6417-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李義弘 : 回顧展 = Lee Yih-Hong : a 

retrospective / 王嘉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106 .-- 

352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144-21-3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漫觀遐想 : 黃詩喬彩墨畫集 / 黃素真

作 .-- 桃園市 : 黃素真, 111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254-8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畫出你的生命之花 : 自我療癒的能

量藝術 / 柳婷 Tina Lu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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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0 面; 26 公分 .-- 

( 眾 生  ; JP0201) .-- ISBN 978-626-

96138-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技法 2.CST: 靈修  947.1  

⚪△□簡筆速寫 Eriy 的街頭寫生練

習帳 / Eriy 作 ; 劉姍珊翻譯 .-- 初版 .-

- 新 北 市  : 楓 書 坊 文 化 出 版 社 , 

11108 .-- 14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7-790-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繪畫技法  

947.16  

空 間 絮 語  : 劉 得 安  = Whispers in 

spaces : Liu Te-An / 劉得安作 .-- 新北

市 : 劉得安, 11106 .-- 72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277-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畫冊  947.16  

風景素描 / 傑克.漢姆(Jack Hamm)作 ; 

陳冠伶譯 .-- 修訂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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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480-235-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風景畫 3.CST: 繪

畫技法  947.16  

島嶼 .光景 : 林文海 2022 / 林文海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美

術系所, 11106 .-- 128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957-548-114-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素描 2.CST: 油畫 3.CST: 畫冊  

947.16  

靜物素描 / 傑克.漢姆(Jack Hamm)作 ; 

黃文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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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80-

236-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靜物畫 3.CST: 繪

畫技法  947.16  

典藏裸體姿勢集 : 美谷朱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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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352-

6 (平裝) 限制級  

1.CST: 人體畫 2.CST: 裸體 3.CST: 繪

畫技法  947.23  

浪浪的幸福四季  / 古依平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72 面; 25X25 公分 .-- (多

彩多藝 ; 13) .-- ISBN 978-957-686-833-

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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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犬 2.CST: 貓 3.CST: 動物畫 

4.CST: 繪畫技法  947.33  

忍不住想打擾你 / bibi 園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35-635-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普通兄妹的祕密日記 / 普通兄妹原

著 ; 姜孝美文 ; 趙秉周圖 ; 徐月珠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36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658-882-2 (第 2 冊: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楓之谷大冒險 / 宋道樹作 ; 徐正銀繪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 ISBN 978-957-658-867-9 (第 32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利用繽紛流行色彩吸引目光的插畫

技巧  : 「角色」的設計與畫法  = 

Character design and how to draw / 

KURUMITSU 作 ; 邱顯惠翻譯 .-- 新

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62-29-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專屬我的色鉛筆練習本 : 簡約線條 X

童趣構圖 X 溫暖配色,從零開始學北

歐風插畫,簡單畫出美好生活日常! / 

艾莉 aelliekim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紙印良品出版社, 11108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367-2-7 (精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插畫無敵大百貨 : 10000 種超萌圖案,

什 麼 都 畫 , 什 麼 都 不奇 怪 ! / Amily 

She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0-226-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獸人.擬人化 : 人外角色設計的訣竅 

= Tips for designing anthropomorphic 

characters / 墨佳遼作 ; 楊哲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24-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 グラフィッ

ク社編集部編 ;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9-37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五十

三屆  = Special issue the 53rd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

教育學會編輯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出版 : 第五十三

屆世界兒童畫展籌備會發行, 11107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435-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畫 2.CST: 畫冊  947.47  

李奉 : 繪畫三十年 = Lee Feng 1991-

2021 / 廖倩慧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帝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帝

門藝術中心, 帝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107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72-4-4 (精裝) NT$200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比賽作品

集. 2022 第十二屆 : 地球的美好食光 

= 2022 12th climate change painting 

competition portfolio : good meal time on 

Earth / 王彬墀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 11108 .-- 1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93-1-3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兒童畫 3.CST: 

畫冊  947.5  

雅杏畫會. 2022. 五 = Ya-sing painting 

association / 石麗卿總編輯 .-- 臺中市 : 

雅杏畫會, 11106 .-- 60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81982-4-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畫冊  947.5  

親愛的,你今天過得好嗎? : 羅淑郁浪

漫畫趣 = Dear how are you today? / 羅

淑郁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811-5-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桃園水韻 : 桃園市水彩畫協會 2022

會員聯展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7 .-- 108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291-258-4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隱行者之歌 : 陳旺根作品集 / 陳旺根

作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104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0701-17-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蘿莉塔時裝的畫法 / 雲丹作 ; 邱顯惠

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15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62-34-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4  

心體為美 詩心畫語 : 李錫佳油畫創

作展 =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by Lee 

Hsi Chia / 李錫佳創作 .-- 彰化市 : 國

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107 .-- 6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605-

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台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 23 屆

2022 = 23rd Taichung Art Salon Society 

Exhibition / 張秀華主編 .-- 臺中市 : 臺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11107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04-1-

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油彩墨彩相輝映 : 羅青/陳炳臣/對話

展 / 羅青, 陳炳臣作 .-- 桃園市 : 桃園

市政府文化局, 11107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59-14-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水墨畫 3.CST: 畫

冊  948.5  

彩色的人生故事 : 江明毅 2022 畫集 / 

江明毅油畫創作 .-- [臺中市] : 江明毅, 

11107 .-- 14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233-3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從心所藝 : 2022 許宜家作品集 / 許宜

家創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許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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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57-9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隱庇樂園 : 呂浩元近作選集 = The 

sheltered paradise : solo exhibition of Lu 

Hao-yuan / 呂浩元[作] .-- 臺北市 : 赤

粒藝術經紀策展有限公司, 11106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08-

6-8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著色學習 COPIC 麥克筆插畫 : 12 色

完成女孩子與可愛背景! / まりぽり

作 ; 林芷柔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62-26-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繪畫技法  948.9  

攝影；電腦藝術 

這裡沒有夢 : 逆父、不肖子和潛行

者 / 李阿明, 李靖農文字 ; 李阿明攝

影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Origin ; 23) .-- 中文客語對

照 .-- ISBN 978-626-335-563-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攝影 2.CST: 攝影集 3.CST: 文

集  950.7  

手機美照這樣拍 / AAAtsushi 著 ; 元

子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1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6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2.CST: 數位攝影 

3.CST: 錄影製作 4.CST: 行動電話  

952  

攝影技巧設計寶典 / 新知互動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7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27-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2.CST: 數位攝影  

952  

不可不知的攝影必修課 : 技巧課+主

題課,學會成熟的表現方法,拍出打動

人心的瞬間藝術 / 高振杰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490-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952.2  

手機食物攝影美學必修八堂課 : 透

過光影、構圖、角度、造型、道具、

風格拍攝養成術,人人都是攝影大師! 

/ 米米(歐陽美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日學文化出版 ; [新北市] : 聯

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教室 Classroom ; 

3) .-- ISBN 978-986-99494-9-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2.CST: 數位攝影 

3.CST: 行動電話  952.2  

野鳥攝影攻略 : 器材選購 X 拍攝技

巧 X 後製修圖 / 李進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 224 面; 23 公分 .-- (生態館 ; 34) .-- 

ISBN 978-626-320-203-0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動物攝影 2.CST: 攝影技術 

3.CST: 鳥類  953.4  

蓋婭 : 基因、演算、智能設計與自

動 機 _ 幻 我 ; 它 境  = Gaia. : Gene, 

algorithm, intelligent design, 

automata_A mirage self, The Other 

Realm / 駱麗真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

臺北當代藝術館出版 : 財團法人臺

北市文化基金會發行, 11106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63-7-2 (精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視覺藝術  

956  

自學首選!零基礎絕美角色電繪技法 : 

從電繪基礎、線稿到上色詳解,讓專

業繪師幫你奠定繪圖基礎 / 芊筆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9-333-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繪畫技法  

956.2  

完整收錄基礎知識到實際運用的技

巧 : 背景的描繪方法 / 高原 SATO 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27-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插畫 3.CST: 

繪畫技法  956.2  

輕鬆簡單的背景繪畫教程 / たき, い

ずもねる, icchi 作 ; 林芷柔翻譯 .-- 新

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62-2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插畫 3.CST: 

繪畫技法  956.2  

淬 鍊  省 思  : 康 台 生 敍 事 影 像  = 

Refinement & reflection / 康台生[作] .-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11108 .-

- 1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

604-3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台灣設計展@嘉義市 : 家意.以城為

家. 2021 = Taiwan Design Expo'21 in 

Chiayi : city as home / 葉國樑總編輯 .-

-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 11106 .-- 107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09-

1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山屾 :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

系壹壹壹級進修部畢業專題特刊  /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 111

級進修部全體專題生圖文創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系, 11106 .-- 76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57-9499-37-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創意 3.CST: 作品

集  960  

百花詩箋.D12 玉博文教 191 皇冠小

品 : 中華人文美學美色 / 抱璞國際設

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寶石

部, Herbert 國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

編部, 一溪堂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再版 .-- 臺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07 .-- 10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5567-8-1 (精裝) 普遍級  

1.CST: 玉器 2.CST: 圖錄 3.CST: 設計  

960  

逍 x 遙 x 遊 : 當代工藝合創展 / 張仁

吉總策展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1106 .-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

59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藝設計 2.CST: 工藝美術 

3.CST: 作品集  960  

整個世界就是包浩斯 / 郭哲旭主編 ; 

謝靜怡翻譯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1107 .--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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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532-

608-1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包浩斯(Bauhaus) 2.CST: 工藝

設計 3.CST: 工藝美術 4.CST: 文集  

960.7  

圖像創意設計與應用 : 17 種構成模

式 X7 大表現手法,從概念講解到實

際操作,一本書帶你速成圖像設計 / 

安雪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9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498-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圖案 2.CST: 設計  961  

世界織品印花配色手帖 : 從布料找

靈感,傳統織品到流行品牌的 955 種

配色方案,打造最強設計美感  / The 

Halations 作 ; 邱香凝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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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3 公分 .-- (Sasugas ; KJ2067) .-- ISBN 

978-986-289-740-9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薑老茴鏽色系 = Hamingju9's rust color 

/ 沃帝華, 渥詩娃, 薑老茴著 .-- 初版 .-

- 花蓮縣吉安鄉 : 勝驛璽月文化事業, 

11106 .-- 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683-3-8 (精裝) NT$139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世界是什麼顏色? / 詹姆斯.福克斯

(James Fox)著 ; 鄭煥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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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360-5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色彩學 2.CST: 文化史  

963.09  

平面設計的練習本. 1 / Power Design 

Inc.著 ; 洪禎韓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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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0-7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964  

平面設計的練習本. 2, 概念表現篇 / 

Power Design Inc.著 ; 洪禎韓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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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20-7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964  

零基礎學平面廣告設計 : DM、名片、

廣告、包裝、商標......不怕沒靈感,

一本書讓你對平面設計信手拈來! / 

Art Style 數碼設計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1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519-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平面廣告設計 2.CST: 廣告創

意  964.2  

iF 金質獎精選與獲獎作品. 2022 年 = 

iF Design Award 2022 : special 

collection of iF gold award and iF 

winners / 陳宗岷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 市  : 品 客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77-2-7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空間設計 2.CST: 室內設計 

3.CST: 作品集  967  

印刻亞洲設計時代 : 第十一屆全球

華人傑出室內設計/金創獎作品選 / 

NAID 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

聯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383-7-9 (精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作品集  

967  

技藝 

法式花藝設計配色課 / 古賀朝子著 ; 

楊妮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

化館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107 .-- 200 面; 26 公分 .-- (花

之道 ; 58) .-- ISBN 978-986-99282-9-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花禮設計圖鑑 300 : 盆花+花圈+花束

+花盒+花裝飾.心意&創意滿點的花

禮設計參考書 / Florist 編輯部著 ; 陳

妍雯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

館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

行,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花之

道 ; 21) .-- ISBN 978-986-99282-8-1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學習花藝歷史發展.傳統風格與古典

形式.嶄新表現手法 : 花藝設計基礎

理論學. 2 / 磯部健司著 ; 陳建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版 : 悅

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花之道 ; 76) .-- 

ISBN 978-986-99282-7-4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瓶花譜解析 / (明)張謙德原著 ; 黃永

川譯述 .-- 再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 11106 .-- 104 面; 

21 公分 .-- (花藝學叢書 ; 2) .-- ISBN 

978-957-9155-68-7 (平裝) NT$225 普

遍級  

1.CST: 花藝 2.CST: 中國  971.4  

小朋友摺紙百寶箱 : 趣味滿點,最齊

全 250 款主題作品大集合! / 崔光振

原著 ; 陳盈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4-213-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摺紙  972.1  

直接切割就能用來裝飾 : 復古的紅

色與黑色造型剪紙練習帖 / 佐川綾

野作 ; 邱顯惠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

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62-33-

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剪紙  972.2  

不舞之舞 : 論當代藝術中的舞蹈 = 

Beyond dancing : dance in contemporary 

art / 張懿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

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45-997-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舞蹈 2.CST: 表演藝術  976  

戲劇 

以劇場之名.在劇場之外 : 應用劇場

的教育轉向 / 容淑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08 .-- 

35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86-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劇場藝術 2.CST: 戲劇 3.CST: 

教育劇場  980  

以展演作為跨文化劇場之實踐研究 / 

趙郁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2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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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030-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劇場藝術 2.CST: 表演藝術 

3.CST: 跨文化研究  981  

Open for all 打開可能.成為可能 / 洪玉

盈, 盧家珍, 錢麗安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11108 .-- 

27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33-6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981.933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集. 上, 華語片 / 

梁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290 面; 21 公分 .-- (新美學 ; 

63)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2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987.013  

OS Issue. 1, 當代破格女 Odd Girls / 游

千慧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話外音

藝文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74-0-0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3.CST: 女性 

4.CST: 文集  987.07  

台影歲月 / 黃玉珊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黑巨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社發行 , 

11106 .-- 23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62-0-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電影史 2.CST: 訪談 3.CST: 臺

灣  987.0933  

假面法官 = Legal persona / 朱俊仰作 .-

- 臺 北 市  : 泛 學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238-1-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電影劇本  987.34  

影像.影片聲音設計 / 坂本昭人著 ; 王

意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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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

237-1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音效 3.CST: 背景

音樂  987.44  

吉卜力電影完全指南  / 麥可 .里德

(Michael Leader), 傑 克 . 康 寧 漢 (Jake 

Cunningham)作 ; 李達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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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50

面; 26 公分 .-- (灰盒子 ; 4) .-- ISBN 

978-626-96136-4-9 (平裝 ) NT$750 .-- 

ISBN 978-626-96136-5-6 ( 精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吉卜力工作室 2.CST: 動畫製

作 3.CST: 影評 4.CST: 日本  

987.631  

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特刊. 2022 : 

此刻定未來 = Chiayi international art 

doc film festival : no time for less / 王遠

洋文字編輯 .-- 初版 .-- 嘉義市 : 嘉義

市政府文化局, 11107 .-- 105 面; 24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109-

13-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紀錄片 2.CST: 影展 3.CST: 文

集  987.8107  

衣袖紅鑲邊 : 寫真散文 / MBC<<衣袖

紅鑲邊>>製作團隊著 ; 許瑜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

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Essential ; YY0929) .-- ISBN 978-626-

7061-29-9 (平裝) NT$700 .-- ISBN 978-

626-7061-30-5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2.CST: 韓國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休閒、遊憩、觀光全國學生學術論

文研討會會議手冊(含論文集). 2022

第十八屆 .-- 彰化縣大村鄉 : 大葉大

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11106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57-5-4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休閒活動 2.CST: 旅遊 3.CST: 

文集  990.7  

(導遊領隊)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

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

領隊人員) / 邱燁, 陳書翊編著 .-- 第

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5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16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世界地理 3.CST: 

世界史 4.CST: 導遊  992  

(導遊領隊)觀光資源概要(包括台灣

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

導遊人員) / 邱燁, 章琪, 陳書翊編著 .-

- 第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14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臺灣史 3.CST: 導

遊  992  

溫泉遊憩管理 / 羅進洲, 蘇冠霖, 陳群

育, 徐瑞良, 徐君臨, 謝淑芬, 楊主恩, 

黃建樺, 黃源謀, 方翠華, 林指宏, 何

其偉, 何秉燦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79-8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旅館業管理 2.CST: 溫泉  

992.2  

「北觀 20 觀光之冠」北海岸及觀音

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 週年紀念專

刊 / 何儀琳, 周惠儀文字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

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107 .-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14-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992.3833  

(導遊領隊)導遊領隊實務. 一, 華語、

外語導遊領隊人員 / 吳瑞峰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7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0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導遊 2.CST: 領隊  992.5  

領隊導遊實務 = The practice of tour 

manager and tour guide / 楊明青, 楊朋

振, 王宗彥, 劉仁民合編 .-- 九版 .-- 新

北 市  : 華 立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84-96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導遊 2.CST: 領隊  992.5  

導遊領隊理論與實務 / 林連聰, 黃榮

鵬, 張德儀, 劉嘉年, 高國平, 楊護源, 

余曉玲編著 .-- 修訂再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108 .-- 47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5-3-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導遊 2.CST: 領隊  992.5  

尋找山,珠穆朗瑪峰 : 世界頂顛珠穆

朗瑪峰的發現、命名和最早的攀登

史 / 克雷格.史托迪(Craig Storti)作 ; 王

瑞徽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1 公分 .-- (人生散步 ; 21) .-- 

ISBN 978-626-335-673-3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歷史 3.CST: 珠穆

朗瑪峰  992.7709  

屏東縣東南亞多元文化桌遊推展計

畫. 111 年 : 越南 GO!GO!GO! / 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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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 胡清嫻, 蘇玉英, 陳靜華, 賴承誠, 

蔡順柔, 黃宏恩中文口述 ; 蘇玉英, 蔡

順柔口述整理 ; 辛克甄插畫繪圖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6 .-- 36 面; 

18X18 公分 .-- 主要內容中文、越南

文對照 .-- ISBN 978-626-7117-30-9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桌遊 2.CST: 繪本 3.SHTB: 認

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995  

101 道解謎遊戲.玩出天才腦 / 葛瑞斯.

摩爾(Gareth Moore)著 ;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6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兒童遊戲  

997  

60 秒推理讀心術 / 王亞姍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資優

生系列 ; 49) .-- ISBN 978-986-453-171-

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 進

階篇第五級 / Mensa 門薩學會編 ; 屠

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33-1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 進

階篇第六級 / Mensa 門薩學會編 ; 屠

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34-8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 進

階篇第一級 / Mensa 門薩學會編 ; 屠

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29-4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 進

階篇第二級 / Mensa 門薩學會編 ; 屠

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30-0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 進

階篇第三級 / Mensa 門薩學會編 ; 屠

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31-7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 進

階篇第四級 / Mensa 門薩學會編 ; 屠

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32-4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智能精選輯 / 資優出版社編輯團隊

編著 .-- 1 版 .-- 新北市 : 資優出版社, 

11107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8980-2-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 Ahn Chi Hyeon

文 ; TeamKids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5 公分 .-- (Science 

layton ; 6-) .-- ISBN 978-957-658-884-6 

(第 7 冊: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漫畫  997  

好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Koizumiuns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316-

8 (第 26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完全推理數學遊戲 / 羅波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資優

生系列 ; 48) .-- ISBN 978-986-453-170-

7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少女展爛會三定版>>TRPG 規則

書 / こぎつね作 ; 江昇展, 洛席爾.蘭

絲, 西螺醬油(Siro), 冷凍烏賊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江昇展, 11109 .-- 1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287-

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997.82  

夜之島 : 夜市指南 = The art to idle 

nightmarket / 魚拓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18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95937-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997.82  

你來唸.我來猜 / 吳鳳珠總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96 面; 17X16 公分 .-

- (語文小百科 ; 11)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067-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繞口令 2.CST: 兒童謎語 

3.CST: 通俗作品  997.9  

造形名家選集. 6 : 原創造形暨原型作

品賞析 動態的造形 = Sculptors. 6 / 玄

光社作 ; 楊哲群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

31-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工藝美術  999  

對虛像的偏愛 : 田川弘 PYGMALION

女性人物模型作品集 / 田川弘作 ; 黃

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62-28-9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工藝美術 3.CST: 

作品集  999  

戰 車 情 景 植 物 再 現 技 法 指 南  / 

Armour Modelling 編輯部作 ; 許郁文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出版社, 111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7-791-5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工藝美術 3.CST: 

植物  999  

自然浪漫.極致仿真の黏土花藝課 / 

宮井友紀子著 ; 楊淑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80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30) .-- ISBN 978-986-302-63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泥工藝術 2.CST: 黏土  999.6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2021/editors Chi-Tang Yeh, Feng-Mei 

Peng, Jhih-Ci Chen, Yueh-Se Liu, Po-

Hung Li, Chia-Hsuan Tsai, Kuang-I 

Chang, Hui-Chun Chen .-- 新北市 : 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106 .-- 7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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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76-2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Perspective: why DIT matters?/editor-in-

chief Chi-Yi Chang(張基義) .-- 臺北市 : 

工業局, 11106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3-282-2 (平裝) 普遍

級  

Road to migrant fishers' rights: NHRC 

foreign fishermen's human rights special 

report(compact edition)/author Chen Chu, 

Wang Yu-ling, Chi Hui-jung, Wang Mei-

yu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7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9-39-6 (平

裝) 普遍級  

「滴水之恩.湧泉以報」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世雄感恩演藝廳揭牌啟用紀

念冊/任貽均總策劃; 吳建文, 耿慶瑞, 

鄭怡雯, 鄧道興, 王怡惠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科大, 11107 .-- 

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299-

5-7 (精裝) 普遍級  

人生四季/桃園市蘆竹區戶政事務所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蘆竹區

戶政事務所, 11107 .-- 4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21-7 (平裝) 普遍

級  

山林黑珍珠: 山胡椒/黃懷瑩, 孫正華, 

吳岱融, 劉興榮著 .-- 第一版 .-- 花蓮

縣 : 農委會花蓮農改場, 11107 .-- 4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00-84-

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國際設計研討會. 

2022= Chinese Institute of Design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ference 2022/陳

詩捷, 謝毓琛, 李宥蓄, 蔡旺晉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設計學院, 

11106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57-4-5 (平裝) 普遍級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年報. 中華

民國 110 年度= Public Service Pension 

Fund annual report 2021/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退撫基金監委會,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37-

2 (平裝) 普遍級  

永以為好: 張信義十週年回顧展/吳

曉雲總編輯 .-- 連江縣 : 連縣文化處, 

11106 .-- 7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68-75-0 (精裝) 普遍級  

全國資訊安全會議大會手冊. 第三十

二 屆 = Cryptolog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ference 2022 (CISC2022)/

林家禎編輯 .-- 臺中市 : 勤益科大, 

11106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920-2-9 (平裝) 普遍級  

老師上學"趣"-找回孩子天賦的美感

力: "100 公分"孩童視角 /林玫君總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1106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6-73-0 (平裝) 普遍級  

老師上學"趣"-找回孩子天賦的美感

力: "童趣"攝影.玩創意/林玫君總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6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6-72-

3 (平裝) 普遍級  

老師上學"趣"-找回孩子天賦的美感

力: 食在有藝思 /林玫君總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6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6-75-4 (平

裝) 普遍級  

老師上學"趣"-找回孩子天賦的美感

力: 戲劇遊戲融入一日例行性活動/

林玫君總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6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6-74-7 (平裝) 普遍級  

佇庄跤讀冊 ê 日子/吳家儀, 郭彥良, 

李胤滔, 陳柏任, 莊珮雯, 張奕瑄, 吳

誠昊, 莊怡潔, 吳宣霈, 郭欣蜜, 黃彥

睿, 郭舒晴圖文創作; 吳沛珊, 韓滿詩

文編寫 .-- 初版 .-- 嘉義縣 : 嘉義縣更

寮國小, 11106 .-- 40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626-7109-12-0 (精裝) 普遍

級  

沉 箱 施 工 安 全 實 務 指 引 = Caisson 

construction safety guideline/林楨中, 鄭

慶武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

研所, 11107 .-- 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74-8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東海及日本南部附近/海軍大氣海洋

局編 .-- 第三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

海洋局, 11106 .-- 1 面; 84X118 公分 .-

- ISBN 978-626-7080-29-0 (全開單張) 

NT$450 普遍級  

金 曲 國 際 音 樂 節 導 覽 手 冊 . 2022= 

2022 Golden Melody Festival/林御翔總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文化部影

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1106 .-- 1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00-

5 (平裝) 普遍級  

青 年 藝 術 家 典 藏 獎 . 第 三 屆 = 3rd 

Young Artists Awards/陳志華, 李沛宸, 

陳柏源, 張亞蓁, 康卉芳, 陳彥齊, 蔡

寬銘, 吳秉祈, 李秉璈, 洪煜程, 施慶

餘, 潘嘉泠, 黃奕翔, 陳宏群, 劉子平, 

吳昕恬, 劉亭詒, 何佳芸, 林君達, 陳

漢聲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 

11107 .-- 72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626-96231-1-2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促參年報 . 中華民國一一 0 年度= 

2021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nnual 

report/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政部, 11107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5-24-9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流行音樂金曲獎專刊. 第 33 屆= 2022 

Golden Melody Awards Ceremony/林御

翔總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1107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

599-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茂林榮耀新森 20 週年專刊= Maolin's 

glory and vitality/荔寶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企劃.撰文 .-- 高雄市 : 茂林風景

管理處, 11107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417-0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挽子之手抗癌同行: 乳癌親子手冊/

金瑞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 

11107 .-- 4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4-30-5 (平裝) 普遍級  

高哥雄妹出國趣/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稅捐稽

徵處, 11107 .-- 1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1-05-9 (平裝) 普遍

級  

從土地到餐桌: 遇見花蓮食農= Farm 

to table: Hualien's food and agriculture/

花蓮縣政府著 .-- 初版 .-- 花蓮縣 : 花

縣府, 11106 .-- 91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29-71-3 (平裝) 普遍級  

通識教育 X 永續行動 X 教學創新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王國安, 方子

毓, 郭沛衡, 林佳諺作; 王國安總編

輯 .-- 屏東縣 : 屏東科大, 11106 .-- 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82-5-

2 (平裝) 普遍級  

揮翰成風 情繫高雄: 曾文忠老師駐

校藝術創作集/古錦松, 李靖葦, 張永

芬, 黃秀霞, 楊瑞霞, 楊梅良, 蔡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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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高雄市 : 高市教育局, 11106 .-

- 22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71-00-4 (精裝) 普遍級  

運轉百年 看見監理風華: 桃竹苗百

年客運專輯/吳季娟, 孫榮德, 張耀輝

總編輯 .-- 新竹縣 : 交通部公路總局

新竹區監理所, 11107 .-- 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1-419-4 (平裝) 

普遍級  

*臺北市五常國民小學「五常心橋-

家長會會訊暨學生作品集」. 110 學

年度/莊訪祺等合著 .-- 臺北市 : 北市

五常國小, 11106 .-- 1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44-19-0 (平裝) 普遍

級  

臺北港主航道及港域圖/海軍大氣海

洋局編 .-- 第三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

氣海洋局, 11106 .-- 1 面; 84X118 公

分 .-- ISBN 978-626-7080-28-3 (全開單

張) NT$450 普遍級  

臺南夢華錄/王址儀, 王韻筑, 池亮蓁, 

吳函庭, 李元妤, 李昀臻, 李若綺, 周

庭瑋, 林其璇, 林郁庭, 洪家薰, 洪翊

芸, 莊子誼, 莊璧瑄, 陳子馨, 陳可馨, 

陳宥均, 陳思妤, 陳語謙, 陳韻安, 程

霜菲, 黃湘婷, 黃聖淇, 楊小姍, 楊舜

涵, 蕭昌怡, 羅褘作; 陳思妤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中山女中, 11106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29-

9 (平裝) 普遍級  

審 計 部 專 案 審 計 報 告 : 政 府 推 動

SDGs 進展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1105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35-8 (平裝) 

NT$100 普遍級  

趣遊林園= Fun Linyuan/郭芷瑄, 劉又

慈, 池怡萱, 陳貞陵, 李苡齊, 黃亭睿, 

孫瑛嬨, 謝宜靜, 林悅姿, 陳俞真, 蘇

藝升, 方馨慧, 龔韋瑄, 周奕汛, 黃柏

豪, 黃義桀, 洪瑞翎, 蘇紜臻, 黃睿安, 

黃俞瑄, 高翊桓, 成帛罕, 黃紫瑩文.圖; 

蔡美惠, 張添評總編輯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市林園高中, 11108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71-02-8 (精

裝) 普遍級  

學橙: 新課綱教學成果冊/黃博駿主

編 .-- 桃園市 : 桃市壽山高中, 11106 .-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20-0 (平裝) 普遍級  

燃氣鍋爐場所防爆電氣安全技術指

引 = The guideline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explosive atmospheres in 

gas boiler sites/許宏德, 蘇文源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1107 .-

- 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

75-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營 造 業 安 全 衛 生 輔 導 指 引 = 

Guidelines on safety and hygiene 

counseling models for construction 

industry/張智奇, 陳蕾安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1107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73-

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舊路重逢/桃園市龜山區戶政事務所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龜山區

戶政事務所, 11106 .-- 2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22-4 (平裝) 普遍

級  

瀝青混凝土刨除粒料使用手冊/賴宇

亭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府工務局, 

11106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13-2 (平裝) 普遍級  

藝論. 2022: 繪畫組研討會專輯= ART 

Forum 202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rt 

forum of painting section/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美術學系研究生學會編輯 .-- 

臺北市 : 師大, 11106 .-- 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26-9 (平裝) 

普遍級  

鯨艷三貂灣: 貢寮海洋詩集/新北市

立貢寮國中師生文.圖 .-- 新北市 : 新

北市立貢寮國中 , 11106 .-- 47 面 ;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5-15-

0 (平裝)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一般行政人員-行政組)農田水利會

新進職員課文版套書. 2022/千華編委

會, 簡正城, 成宜, 楊銘, 尹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39-

2 (全套:平裝) NT$2595 普遍級  

(一般行政人員-會計組)農田水利會

新進職員課文版套書. 2022/千華編委

會, 簡正城, 成宜, 陳智音, 歐欣亞, 王

志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

626-337-140-8 (全套 :平裝 ) NT$2480

普遍級  

(工務類-企業客戶技術服務專業職

(四)工程師)中華電信從業人員(基層

專員)遴選課文版套書. 2022/劉似蓉, 

蔡穎, 茆政吉, 陳金城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 冊 .-- ISBN 978-626-337-181-1 (全套:

平裝) NT$1560 普遍級  

(工務類-企業客戶技術服務專業職

(四)工程師)中華電信從業人員(基層

專員)遴選題庫版套書. 2022/德芬, 千

華編委會, 張恆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7-182-8 (全套:平裝) 

NT$1360 普遍級  

(工務類-電力空調維運管理專業職

(四)工程師)中華電信從業人員(基層

專員)遴選課文版套書. 2022/劉似蓉, 

陳新, 鄭祥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7-183-5 (全套:平裝) 

NT$1720 普遍級  

(工務類-電力空調維運管理專業職

(四)工程師)中華電信從業人員(基層

專員)遴選題庫版套書. 2022/德芬, 陸

冠奇, 鄭祥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7-184-2 (全套:平裝) 

NT$1455 普遍級  

*(升大學測)自然科全真模擬考/龍天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136-1 (PDF) 普遍級  

*(升大學測)社會科全真模擬考/金倫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135-4 (PDF) 普遍級  

(共同科目-專業職(一))郵政從業人員

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劉

似蓉, 陳金城, 李宗翰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 冊 .-- ISBN 978-626-337-200-9 (全套:

平裝) NT$1900 普遍級  

(共同科目-專業職(一))郵政從業人員

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雁

子, 陳金城, 程凱弘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冊 .-

- ISBN 978-626-337-201-6 (全套:平裝) 

NT$1550 普遍級  

*(初等考試)社會工作大意看這本就

夠了/陳月娥編著 .-- 第二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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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7-149-1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普通科目(國文、公民、

英文)歷年試題澈底解說/紫彤, 伍湘

芬, 蔡翼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48-4 (PDF) 普遍級  

(記帳士)稅務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

題庫+歷年試題)/張玉玲編著 .-- 第七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147-7 (平裝) 普遍級  

(記帳士)會計學概要(主題式題庫+歷

年試題)/陳智音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155-2 (平

裝) 普遍級  

(高普考)文化行政類(文化人類學)歷

屆試題精闢新解/馬凌編著 .-- 第四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189-7 (平裝) 普遍級  

(捷運招考)新北捷運五合一全科速

成攻略/鼎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6 .-- 5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54-33-5 (平裝) 普遍

級  

(業務類-行銷業務推廣專業職(四)管

理師)中華電信從業人員(基層專員)

遴選課文版套書. 2022/劉似蓉, 高芬, 

陳金城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337-179-8 (全套 :平裝 ) NT$1700

普遍級  

(業務類-行銷業務推廣專業職(四)管

理師)中華電信從業人員(基層專員)

遴選題庫版套書. 2022/德芬, 陳金城, 

張恆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337-180-4 (全套 :平裝 ) NT$1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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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56-9 

(PDF) 普遍級  

(灌溉工程人員)農田水利會新進職

員課文版套書. 2022/千華編委會, 簡

正城, 成宜, 張明瑞, 林志憲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43-

9 (全套:平裝) NT$2185 普遍級  

(灌溉管理人員-電機組)農田水利會

新進職員課文版套書. 2022/千華編委

會, 簡正城, 成宜, 林震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37-142-2 (全套:

平裝) NT$1955 普遍級  

(灌溉管理人員-灌溉管理)農田水利

會新進職員課文版套書. 2022/千華編

委會, 簡正城, 成宜, 林震, 蔡耀中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

141-5 (全套:平裝) NT$2480 普遍級  

108 課綱生物實驗總匯 /詮達文教

編輯委員會編著 .-- 臺中市 : 詮達文

教, 11106 .-- 26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093-1-7 (平裝)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一般

行政)焦點速成版套書/高朋, 尚榜, 蔡

力, 劉似蓉, 章庠, 林志忠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37-157-6 (全套:

平裝) NT$1845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一般

行政)歷年試題澈底解說版套書/紫彤, 

伍湘芬, 蔡翼, 成宜, 林志忠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60-

6 (全套:平裝) NT$1645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人事

行政)焦點速成版套書/高朋, 尚榜, 蔡

力, 劉似蓉, 章庠, 林志忠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37-158-3 (全套:

平裝) NT$1880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戶政)

焦點速成版套書/高朋, 尚榜, 蔡力, 劉

似蓉, 章庠, 翊銜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59-0 (全套:平裝) 

NT$1845 普遍級  

2023 初等考試/2022 地特五等(戶政)

歷年試題澈底解說版套書/紫彤, 伍

湘芬, 蔡翼, 成宜, 紀相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37-161-3 (全套:

平裝) NT$1645 普遍級  

3 合 1 英語輕鬆記/林明媚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8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3-615-1 (平

裝附光碟片) NT$180 普遍級  

4 張證照一把罩(高業+投信投顧+理

財+信託)金融證照組合包(豪華版). 

2022/蘇育群, 陳怡如, 楊昊軒, 蔡季霖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

337-170-5 (全套:平裝) NT$2015 普遍

級  

7 天搞定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高芬

編 .-- 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106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08-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Active communication/authors Andrew 

Crosthwaite, Anita Wong, David 

Vickers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6 .-- 19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00-2 (平裝) 普遍級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book 

5/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6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65-3 (平裝) 

普遍級  

Come to live(workbook A). book 

5/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6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66-0 (平裝) 

普遍級  

Come to live(workbook B). book 

5/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6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67-7 (平裝) 

普遍級  

Essential concepts in learning 

thermodynamics/Yung-Hui Shih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6 .-- 4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332-9 (平

裝) 普遍級  

Exercises solution manual for MATLAB 

application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author Chyi-Tsong Chen .-- 

臺中市 : 陳奇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76-0 (PDF) 普遍級  

EZ100 學測地理總複習講義/周鴻海, 

張理, 蘇丰啟, 李捷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6 .-- 3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48-144-6 (平裝) 

NT$430 普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2022: 醫學. 

一, 第 3 冊, 解剖學(上)/謝頂立, 謝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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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 何潔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106 .-- 2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7-02-1 (平裝) NT$620 普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2022: 醫學. 

一, 第 4 冊, 解剖學(下)/謝頂立, 謝旻

樺, 何潔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106 .-- 3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7-03-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2022: 醫學. 

一, 第 5 冊, 組織與胚胎學/謝頂立, 彭

子強, 何潔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106 .-- 2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7-04-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Here We Go. 基礎養成篇/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718-0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Here We Go. 進階養成篇/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717-3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 第一冊(1 上)/田超

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嘉盈, 李秉儒, 

唐錫聖, 李郁芬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1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48-930-5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 第三冊(2 上)/林佳

芳, 宋治瑾, 唐錫聖, 許純惠, 田超英, 

謝嘉盈, 李秉儒編撰 .-- 再版 .-- 臺北

市 : 佳音, 11108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31-2 (平裝) 普遍

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 第五冊(3 上)/

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謝嘉盈, 許

純惠, 朱家嫺, 王昱人, 施雅萍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

932-9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教用版). 

第五冊(3 上)/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謝嘉盈, 許純惠, 朱家嫺, 王昱人, 施

雅萍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

音, 11108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37-4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五冊

(3 上)/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謝嘉

盈, 許純惠, 朱家嫺, 王昱人, 施雅萍

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38-1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習作(教用版). 第一

冊(1 上)/田超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

嘉盈, 李秉儒, 唐錫聖, 李郁芬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

933-6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習作(教用版). 第三

冊(2 上)/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許

純惠, 田超英, 謝嘉盈, 李秉儒編撰 .-- 

再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35-0 (平

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習作. 第一冊(1 上)/

田超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嘉盈, 李

秉儒, 唐錫聖, 李郁芬編撰 .-- 再版二

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34-3 (平

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習作. 第三冊(2 上)/

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許純惠, 田

超英, 謝嘉盈, 李秉儒編撰 .-- 再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48-936-7 (平裝)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14, 基本電學/張芮慈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6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

53-4 (平裝) NT$130 普遍級  

Language is life: pen pals. level five 

reader/author Imran Durrani .-- first 

edition .-- 高雄市 : 童話國際, 11106 .-

- 58 面 ; 28 公分  .-- ISBN 978-626-

95441-2-7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Language is life: summer vacation. level 

five reader/author Imran Durrani .-- first 

edition .-- 高雄市 : 童話國際, 11106 .-

- 58 面 ; 28 公分  .-- ISBN 978-626-

95441-1-0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MATLAB 程式設計與工程應用習題

解答自學手冊/陳奇中編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陳奇中,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219-7 (PDF) 普遍

級  

Principles of molecular biology/Burton E. 

Tropp .-- 臺北市 : 偉明, 11106 .-- 7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470-1-

5 (平裝) 普遍級  

*Pro/ENGINEER Wildfire 4.0 工程圖

製作/林清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34-0 (PDF) 普遍級  

Pro 警察法規. 112 版/洪森, 陳漢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80-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運算思

維的提昇與修練/陳新豐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66-0 (PDF)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teacher's guide). 

5/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Scout Creso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3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98-8 (活頁裝) 普

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5: subject time & 

STEAM week(teacher's guide)/writers 

Scout Creson, Sinéad Jackson, Charles 

Howe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1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95-7 (活頁裝) 普遍級  

Rocket abc & speak: Bobb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67-4 (平裝) 

普遍級  

Rocket abc & speak: Fann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66-7 (平裝) 

普遍級  

Rocket abc & speak: Rock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65-0 (平裝) 

普遍級  

Simply talk & write/written by Jane M. 

Chai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敦煌, 

11107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606-979-6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Super study fun/co-writers Academ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Royal Elite 

English, Celine Tsai, Elaine Wu, Lorain 

Lin, Jill Lien, Uli Hsu, Annie Huang, 

Jacky Gao .-- first edition .-- 桃園市 : 富

陽文化, 11108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10-2-7 (第 8 冊:精裝) 

普遍級  

*Teacher's manual(green). A/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北市 : 佳音, 

11106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39-8 (平裝) 普遍級  

*Teacher's manual(green). B/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北市 : 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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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40-4 (平裝) 普遍級  

The part-1 dictionary writing and 

pronunciation (spelled in Englis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radical index stroke No.1-No.2 plus 

radical-characters/Jane S. J. Lin 鄭淑真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8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73-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Uncle Sam's turnip(teacher's 

manual)/writers Grace Bu, Sophia Hong, 

Kris Huang, Eartha Liu, Dolphine Su; 

translator Bobbie Lin .-- 臺北市 : 佳音, 

11106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41-1 (平裝) 普遍級  

Wonderful story world(student book). 

book 6/author R. Tamminga .-- 臺中市 : 

麥克斯美語補習班, 11106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293-1-

2 (平裝) 普遍級  

一石二鳥(高業+投信投顧)金融證照

組合包. 2022/蘇育群, 陳怡如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68-

2 (全套:平裝) NT$1065 普遍級  

一般警察特考. 2023: 國文(作文與測

驗)/林嵩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7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68-

6 (平裝) NT$560 普遍級  

一般警察特考. 2023: 警察法規概要/

程譯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7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67-9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土木.結構技師歷屆試題詳解(110～

105 年)/高點理工師資群聯合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25-8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土地法規論/許文昌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54-8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大考英文考 前衝刺 16 回 (詳解 )=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GSAT/空中美

語叢書編輯群 .-- 修訂 1 版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6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98-2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大考英文考 前衝刺 16 回 (題本 )=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GSAT/王祈堯

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

美語文教, 11106 .-- 1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595-99-9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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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24-412-8 (中冊:平裝) NT$420 普

遍級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必備 4500 單字=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4500 word 

power pamphlet/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626-96165-3-4 (第 1 冊:

平裝) NT$220 .-- ISBN 978-626-96165-

4-1 (第 2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必備高級 500 片

語=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500 

advanced idioms/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6 .-- 

204 面 ; 15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65-2-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必備基礎 500 片

語=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500 

basic idioms/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6 .-- 21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165-1-0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高二核心 1000 單

字= GSAT 1000 core words for second-

graders/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6 .-- 40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165-0-3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 分詞= GSAT 

grammar review: participles/張維總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6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165-7-2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大學學測寫作滿分手冊: 基礎架構=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writing 

essential handbook/張維總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6 .-

- 56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5-8-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大學學測寫作滿分手冊: 寫作實戰=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writing 

essential handbook/張維總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6 .-

- 56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5-9-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孫易新著 .-- 臺

北市 : 浩域企管顧問, 11106 .-- 冊 .-- 

ISBN 978-986-06509-7-6 (第 1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06509-8-3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不動產估價(概要). 112 版: 精選題庫

(申論&選擇)完全攻略/蕭華強編著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6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44-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題庫/陳仕弘

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107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90-1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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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00-6 (PDF) 普遍級  

中油僱員甄試(事務類)歷屆題庫 4 合

1. 2022/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

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107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15-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中級會計學霸/鄭泓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4-135-7 (上冊:平裝) 

NT$750 .-- ISBN 978-626-334-136-4 (下

冊:平裝) NT$750 普遍級  

中華民國憲法/郭羿編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7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8-73-0 (平裝) NT$590 普遍級  

互動式.警察行政法. 112 版/呂晟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55-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內外科護理學歷屆試題詳解/陳雅玲

編著 .-- 1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37-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公司法全彩心智圖表 5.0/棋許, 小喬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6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59-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公共管理破 POINT. 112 版/陳翎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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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54-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 職業安全衛生類別

(高等考試+地特三等)歷屆考題彙編/

蕭中剛, 陳俊哲, 徐強, 許曉鋒, 王韋

傑, 張嘉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16-6 (PDF) 普遍級  

分科數甲考點筆記. 111/高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均數學工作坊, 

11106 .-- 1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356-8-3 (平裝) NT$529 普遍級  

化學(國營)/翁芊語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7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92-5 (平

裝) 普遍級  

升四技科大家政群專(二): 多媒材創

作實務攻略祕笈/廖慈純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1106 .-- 3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217-0-

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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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

235-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引擎原理與實習 Follow 

Me/左成基, 高繼先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科友, 11106 .-- 5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64-411-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生物(適用農業群、衛

生與護理類)/李彥霖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4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26-1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底盤原理與實習 Follow 

Me/左成基, 高繼先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科友, 11106 .-- 4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64-412-4 ( 平 裝 ) 

NT$44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設計群專一色彩原理完

勝對策. 2023 最新版/鄭竹涵, 張倚瑄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2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28-5 (平裝) NT$37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農業概論總複習講義/

丁振主編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7 .-- 4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47-6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含實習)總複

習講義 /汪永文 , 劉啟欣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6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10-0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械群專業一專業二歷

屆試題 /陳重銘 , 洪兆亮 , 李逸琪編

著 .-- 十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7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64-

413-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械類計算題型 All ln 

One/林益瑋, 劉欣編著 .-- 五版 .-- 新

北市 : 科友, 11108 .-- 40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64-417-9 (平裝) 普遍

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新勝經總複習. 

下/葉伊修編著 .-- 3 版 .-- 新北市 : 東

岱圖書, 11107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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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葉伊

修編著 .-- 6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7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0-5-6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新焦點經

濟學總複習. 下/林虹妙編著 .-- 7 版 .-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7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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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V/劉美君 , 徐細娟編

著 .-- 2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 

11108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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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陳文忠編著 .-- 2 版 .-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42-0-1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新

百試達講義. IV/黃仁乙編著 .-- 3 版 .-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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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淑蕙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7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0-9-4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複

習計畫. IV/陳文忠編著 .-- 2 版 .-- 新

北市 : 東岱圖書, 11107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0-4-9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基本設計術科實

作. 1, 基礎構成.文字造形篇/長悅設

計研究室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07 .-- 1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23-496-6 (平裝) 普遍

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基本設計術科實

作. 2,圖案插畫.圖文整合篇/長悅設

計研究室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07 .-- 1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23-497-3 (平裝) 普遍

級  

戶籍法規大意/陳安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6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88-

8 (平裝) 普遍級  

文意選填&篇章結構 桿桿進洞(題本

+簡答)/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97-5 (PDF) 

普遍級  

日語會話. I/許曼莉, 林善義, 陳松柏, 

藤田祐加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106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474-4 (平裝) 普遍

級  

日檢 N3 聽力及單字高分合格暢銷套

書: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

必背聽力 N3+增訂版新制對應絕對

合格!日檢單字 N3/吉松由美, 西村惠

子,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107 .-- 冊 .-- 

ISBN 978-986-246-703-9 (全套:平裝附

光碟片) NT$719 普遍級  

日檢 N4 爆銷熱賣套書,這套就高分

過關: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

檢必背(重音單字,關鍵句文法,關鍵

句閱讀,聽力)N4/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

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

田社,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246-704-6 ( 全 套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350 普遍級  

日檢 N5 爆銷熱賣套書,這套就高分

過關: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

檢必背(重音單字,QR 碼文法,關鍵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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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聽力)N5/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小池直子, 千田晴夫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107 .-- 冊 .-- ISBN 

978-986-246-702-2 (全套:平裝附光碟

片) NT$1376 普遍級  

水利會考試會計學概要/王龍應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34-

2 (平裝) 普遍級  

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解析/亞瓦特工作室, 顧哲綸, 鍾育昇

編 著  .-- 九 版  .-- 新 北 市  : 科 友 , 

11107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15-5 (平裝) 普遍級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寶典 /楊國榮 , 陳幸忠編著 .-- 十二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7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16-2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項技能

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盧昭伶, 郭雪

萍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科友 , 

11106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14-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50 普遍級  

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 /盧美枝 , 

林台生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6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37-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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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151-4 (PDF) 普遍級  

*主題式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

丙級技能檢定學科滿分題庫/林惠貞

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150-7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執達員)(普

通 + 專 業 )). 2022(107-110 年 試

題)/Jacob Wu, 文心, 文翊, 李華, 林菲, 

林聰, 陳弘, 陳理, 紫彤, 筱諭, 廖國宏, 

鄭瑋,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2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330-6 (平裝) 

NT$44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法院書記官

( 普 通 + 專 業 )). 2022(108~110 年 試

題)/Jacob Wu, 文翊, 李華, 林菲, 林聰, 

陳弘, 楊華, 筱諭, 廖國宏, 鄭瑋,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27-6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法院書記官

( 普 通 + 專 業 )). 2022(108~110 年 試

題)/Jacob Wu, 文翊, 李華, 林菲, 林聰, 

陳弘, 楊華, 筱諭, 廖國宏, 鄭瑋,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1106 .-- 4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328-3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法警(普通+專

業)). 2022(107~110 年試題)/Jacob Wu, 

文心, 李華, 林聰, 陳弘, 陳理, 紫彤, 筱

諭, 廖國宏, 鄭瑋,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26-9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法警(普通+

專業 )). 2022(107~110 年試題 )/Jacob 

Wu, 文心, 李華, 林聰, 陳弘, 陳理, 紫

彤, 筱諭, 廖國宏, 鄭瑋, 蕭峰, 賽利絲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3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29-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執達員)(普通+

專業). 2022(107-110 年試題)/Jacob Wu, 

文心, 文翊, 李華, 林菲, 林聰, 陳弘, 陳

理, 紫彤, 筱諭, 廖國宏, 鄭瑋, 蕭峰, 賽

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25-2 (PDF) 普遍級  

司特用知識圖解法學緒論/陳敬曜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73-0 (平裝) NT$630 普遍級  

台水甄試營運士(業務類)專用歷屆

題庫 2 合 1/簡捷, 陳企光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11-

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配電線路維護

類). 2023(103~111 年試題)/周哲揚, 徐

明, 程東, 陳澤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315-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配電線路維護

類). 2023(103~111 年試題)/周哲揚, 徐

明, 程東, 陳澤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40-5 (PDF)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國文、英文)

共 同 科 目 . 2023(103~111 年 試

題)/Jacob Wu, 李華, 林聰, 栗絲, 楊華, 

紫彤, 蘇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311-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國文、英文)

共 同 科 目 . 2023(103~111 年 試

題)/Jacob Wu, 李華, 林聰, 栗絲, 楊華, 

紫彤, 蘇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13-9 (PDF)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電機運轉維護

類(電機修護類)). 2023(103~111 年試

題)/陳澤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3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316-0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電機運轉維護

類(電機修護類)). 2023(103~111 年試

題)/陳澤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41-2 (PDF)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

類). 2023(103~111 年試題)/劉強, 鄧茗, 

陳澤等編物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17-7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變電設備維護

類(輸電線路維護類、輸電線路工程

類、變電工程類)). 2023(103~111 年

試題)/曾誠, 蔡宏恩, 陳澤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318-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正好的民法選擇權/林政豪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6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327-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含家事法)解題書/李淑

明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24-1 (平裝) NT$700 普遍級  

民法(身分法): 全彩心智圖表 5.0/梁

維珊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6 .-- 80 面; 29



11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50-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民法(債)全彩心智圖 /燕齊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6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51-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生物統計學/王瑋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62-

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生物統計學題庫/王瑋編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63-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生物學經典題型解析/曾正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7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145-

6 (平裝) NT$750 普遍級  

用 JASP 完成論文分析與寫作/胡昌

亞, 楊文芬, 游琇婷, 黃瑞傑, 鄭瑩妮, 

王豫萱, 陳怡靜, 林義挺, 陳燕諭, 范

思美, 黃柏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67-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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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190-3 (PDF) 普遍級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閱讀及寫

作(練習本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reading & writing-elementary leve/

于善嘉, 宋治瑾, 施采彤, Bryan Moore

編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 

11106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42-8 (平裝)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解題關鍵(司律二試申論

題歷屆試題解題書)/伯樺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墨提斯出版, 11107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56-3-

3 (平裝) 普遍級  

*各國人事制度: 兼論公共人力資源

管理相關議題/常亮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45-

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好看!四等總複習. 2022/讀享編輯團

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

文化, 11107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64-324-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好試桔. 自然(適康版). 3(國中二上)/

段清文, 李其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

教, 11106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4-6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好試桔. 自然(適翰版). 3(國中二上)/

段清文, 李其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

教, 11106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3-9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有機化學分章試題解析/梁傑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4-140-1 (上冊:

平裝) NT$600 .-- ISBN 978-626-334-

144-9 (下冊:平裝) NT$65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 呈/李允呈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

成數位出版, 11106 .-- 8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52-5 (平裝) 

NT$75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行政法/郭羿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07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62-4 (平裝) NT$760 普

遍級  

老師開講: 英文/威廉, 張昕宇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6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61-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憲法/霖徊編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6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8-53-2 (平裝) NT$62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商事法(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保險法)/蕭雄, 雋婕編著 .-- 三

版再刷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

成數位出版, 11106 .-- 6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57-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考點式刑法實務選擇一本通/陳奕廷

(易律師)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106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34-0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自然科學作業簿(教師用). 4 上/翰林

作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32-6 (平裝) 普遍級  

自然科學作業簿. 4 上/翰林作者群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33-3 (平裝) 普遍級  

艾歐文法花園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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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099-1-8 (第 2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行政法全彩心智圖表 5.0/柯釙編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6 .-- 1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54-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行政法總論與實務: 完全必考重點/

林清編著 .-- 第二十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64-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行政法總論與實務: 完全必考重點

(司法特考用)/林清編著 .-- 第二十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

323-265-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行政學析論/程明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74-

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行政學精論/陳真編著 .-- 第十四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10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78-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何嘉仁幼日 mini 活動本. Red= にほ

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 第

三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

92-6 (平裝) 普遍級  

何嘉仁幼日 mini 活動本. Yellow= に

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 

第三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

7086-93-3 (平裝) 普遍級  

何嘉仁幼日活動本. Blue= にほんご

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4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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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94-

0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科普新聞

觀測站 . 化學篇 /邱慧珊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23-1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課堂講義習作(C 版). 

第一冊/林榆真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684-6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C 版). 第一

冊/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 初版 .-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7-683-

9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習作簿/王富瑾, 郭孟佳, 郭復

齊, 顏偉家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6 .-- 72 面; 43 公分 .-- ISBN 

978-626-7120-24-8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印刷與

設 計 實 務 = Graphic arts and design 

practices/張忠旗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育才國際文化, 11107 .-- 24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562-8-2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土木與建築群營建

技術實習. 上/李春明, 張朝順, 王龍盛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旭營文化出

版社, 11106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707-2-0 (平裝) 普遍級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學 英 文 English 

highlight 學習手冊(A 版). 1/龍騰編輯

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1106 .-- 1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238-9 (平裝) NT$225 普

遍級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學 英 文 English 

highlight 學習手冊(A 版). 3/龍騰編輯

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 

11106 .-- 148 面; 28X21 公分 .-- ISBN 

978-986-519-239-6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乙

版). 四/周秉樺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翔宇, 11108 .-- 2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20-25-5 (平裝) 普遍

級  

技術高中基本電學 DEPL 專業學習

診斷評量範本/DEPL 檢測中心編著 .-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1107 .-- 1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89-8 (平裝) 普遍級  

投信投顧 500 問/高芬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1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12-7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 考

古題詳解/高芬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106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20-2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身分法/陳明珠編著 .-- 17 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8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138-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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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191-0 (PDF)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公法及其相關法規

(含財稅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8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60-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民事訴訟法及其相

關法規/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156-

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民法及其相關法規

(含勞動社會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

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8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53-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刑事法及其相關法

規(含法律倫理)/高點法商編委會編

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7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52-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周易的刑事訴訟法選擇題 /周易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7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25-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法研所試題全解.司律二試考點總複

習. 111/保成法學苑編著小組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7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70-9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物理(國營)/翁艾卉編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7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91-8 (平

裝) 普遍級  

物理歷屆試題解析/程量子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122-

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知識圖解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

治概要)/劉秀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77-8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知識圖解法學緒論/陳敬曜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67-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知識圖解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劉

秀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7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76-1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知識圖解最新事務管理概要(大意)/

郭雋編著 .-- 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6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68-6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知識圖解讀好憲法 . 112 版/韋伯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56-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

務)/張庭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106 .-- 69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23-281-5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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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192-7 (PDF) 

普遍級  

保險業初心者必備證照組合包. 2022/

陳宣仲, 李元富, 楊昊軒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37-167-5 (全套:

平裝) NT$85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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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醫化學歷屆試題精解 /梁傑編

著 .-- 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6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23-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後中醫英文解題制霸/李正凡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26-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後西醫化學歷屆試題精解 /梁傑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6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31-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後西醫英文解題制霸/李正凡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27-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政府採購法/紀律師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57-9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流行病學主題式申論題庫全解. 112

版/王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8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53-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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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93-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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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94-1 (PDF)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英 文 ). 

2023(109~111 年試題)/Jacob Wu, 楊華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33-7 (PDF)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2023: 英 文

(109~111 年試題)/Jacob Wu, 楊華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3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計算機概論(中華電信招考專用)速

成總整理. 2022/蔡宏恩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16-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計算機概論(含原理)/陳啟豐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55-7 (PDF) 

普遍級  

*風險危害評估: 重點整理與經典題

庫解析/劉永宏, 陳毓軒編著 .-- 第四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95-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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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28-8 (PDF) 普遍級  

個體經濟學經典題型解析(企管類)/

高勝銘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7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41-8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個體經濟學經典題型解析(財金類)/

高勝銘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7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42-5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原來如此!保險法體系爭點/張一合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7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64-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容易瞭解的國中英文法 /陳浚德編

著 .-- 修訂 1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7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24-411-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格林法則暨實踐/張文忠著 .-- 五版 .-

- 臺中市 : 及第, 11106 .-- 5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656-7-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海商法與海洋法題型破解/Juster, 晴

天, 麥曲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 11106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25-9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病歷閱讀課程融入護理交班之教學

成效/李香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永

大, 11106 .-- 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3-1-5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英文閱讀題組-閱讀

素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19-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英文閱讀題組-閱讀

素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22-1 (PDF)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國文素養題本-諸子

百家/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21-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國文素養題本-諸子

百家/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24-5 (PDF)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中英文閱讀題組-閱讀

素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2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記帳士稅務法規. 112 版/博誠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59-

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記帳士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陳智音, 賦誠, 張玉玲, 江秀敏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7-178-

1 (全套:平裝) NT$2140 普遍級  

記帳士證照 21 天速成/賦誠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96-5 (PDF) 普遍級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許美滿, 馬心屏, 

林琦珍編著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13-4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財金類-統計學歷屆試題詳解. I/許誠

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28-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高中數學乙 iFun 學課堂講義. 上冊/

于思寧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6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32-2 (平裝) 普遍級  

高中數學競賽指南/王釋右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1-66-

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高中選修物理透析教學講義. 108 版. 

IV, 電磁現象一 /吳建毅 , 郭芳旗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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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6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24-7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物理透析教學講義. 108 版.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張力升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6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25-4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物理透析教學講義. II, 力學

二與熱學/張力升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49-0 (平裝) 

普遍級  

高考中級會計學. 112 版/郝強, 蔡家

龍編著 .-- 第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7 .-- 7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258-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高級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 考古題

詳解/高芬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18-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高普不動產估價(概要). 112 版: 精選

題庫(申論&選擇)完全攻略/蕭華強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6 .-- 6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43-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 112 版/蕭靖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48-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考考試憲法關鍵讀本. 112 版/鄭

中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51-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高普考財政學新論. 112 版/鄭漢, 鄭

翰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47-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高普考稅務法規. 112 版/博誠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61-

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高普特考. 112 版: 計算機概論(概要)3 

Point/簡明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07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70-9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高普特考老師開講. 2023: 國文/林嵩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7 .-- 5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69-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公法法規(含

財稅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1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61-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民事法規(含

勞動社會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 1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334-155-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刑事法規(含

法律倫理)/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9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51-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健康與護理(全): 我的健康手札/周翠

玟, 陳玉雯, 李敏鳳, 許麗芳, 萬彝芬, 

劉恩瑜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48-4 (平裝) 普遍級  

動手玩思維/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長頸鹿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95894-5-6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95894-6-3 (第 5 冊:

平裝) 普遍級  

國小自然科學自修. 4 上/翰林作者群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21-0 (平裝) 普遍級  

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4

上/自然科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13-5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 4 上/自然科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7 .-- 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14-2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英語 Wonder World 電子書(學生

版). 3/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85-1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4 上/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7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15-9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科學. 4 上/翰林

作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31-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4 上/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11-1 (平裝) 普遍

級  

國中生活科技講義(教用版). 3 上/林

志軒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19-7 (平裝) 普遍級  

國中生活科技講義. 3 上/林志軒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20-3 (平裝) 普遍級  

*國中數學科講義. 9 上/林佩綉, 駱果

欣作  .-- 新北市  : 漪欣數位科技 , 

11106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676-3-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國文必知十大主題試題精析: 含警專

作文破解五大必備絕招/樂府編 .-- 四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6 .-- 4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55-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英語習作 Dino on the go!. 第

十冊= Dino on the go! workbook. 10/方

淑鳳, 張于玲, 許能羨, 楊勝惠, 劉菊

如, 賴玉倩編撰 .-- 六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35-7 (平裝) 普遍級  

國 民 小 學 習 作 Hooray. 第 二 冊 = 

Hooray workbook. 2/英語領域編輯團

隊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34-0 (平裝) 普遍級  

國 民 小 學 習 作 Hooray. 第 四 冊 = 

Hooray workbook. 4/英語領域編輯團

隊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36-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第八冊(4 下)/李梓楠, 

張元鳳, 張雅文, 曾婉菁, 楊絮媛, 蔡

宜樺, 應雅鈴, 林玫伶, 高齊偉, 賴以

威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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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577-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八冊(4 下)/李

梓楠, 張元鳳, 張雅文, 曾婉菁, 楊絮

媛, 蔡宜樺, 應雅鈴, 林玫伶, 高齊偉, 

賴以威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202 .-- 12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78-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B. 1

上(第一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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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82-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B. 2

上(第三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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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8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84-

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C. 1

上(第一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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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

583-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 1 上/范斯淳, 趙珩宇, 

陳郁涵, 鍾汪宏, 朱延平, 溫嘉榮, 楊

竹星, 劉遠楨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

南市 : 翰林, 11108 .-- 277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12-722-7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中學科技. 2 上/沈益丞, 林平勺, 

黃啓彥, 何榮桂, 高慧君編撰 .-- 再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25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25-8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 3 上/陳郁涵, 曾琪恩, 

趙珩宇, 何榮桂, 高慧君編撰 .-- 初版

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28-9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1 上/

范斯淳, 趙珩宇, 陳郁涵, 鍾汪宏, 朱

延平, 溫嘉榮, 楊竹星, 劉遠楨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23-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2 上/

沈益丞, 林平勺, 黃啓彥, 何榮桂, 高

慧君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26-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3 上/

陳郁涵, 曾琪恩, 趙珩宇, 何榮桂, 高

慧君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8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29-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1 上/

范斯淳, 趙珩宇, 陳郁涵, 鍾汪宏, 朱

延平, 溫嘉榮, 楊竹星, 劉遠楨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24-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2 上/

沈益丞, 林平勺, 黃啓彥, 何榮桂, 高

慧君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27-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3 上/

陳郁涵, 曾琪恩, 趙珩宇, 何榮桂, 高

慧君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8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30-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習作. 第

一冊(1 上)/王君豪, 夏語婷, 朱元珊, 

蔡宜螢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06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87-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習作. 第

三冊(2 上)/高薏亭, 馮嘉玉, 郭芃彣, 

楊淑苓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06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80-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習作. 第

五冊(3 上)/邱寵萱, 鄭庭雨, 劉芸函, 

郭思妘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06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81-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體育)習作. 第

一冊(1 上)/黃香萍, 黃谷臣, 陳厚諭, 

林淑惠, 黃智勇, 謝芳怡, 邱得全, 蕭

玉琴, 高嬅, 江麗玉, 沈淑貞, 蔡政杰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586-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 1/李勤岸, 阮玉如, 翁瑞鴻, 馮勝雄, 

盧易[], 劉和純編撰 .-- 初版 .-- 臺南

市 : 真平企業, 11108 .-- 12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6075-78-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備課用書. 1/李勤岸, 阮玉如, 翁瑞

鴻, 馮勝雄, 盧易[], 劉和純編撰 .-- 初

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08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75-79-

7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程式設計(程式語言)/

周邵其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3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44-1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資訊管理 (含系統分

析)/陳啟豐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6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43-4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網路概論/陳啟豐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50-

2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機械原理(機械概論、

常識)/王勝利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53-3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機械製造學解題攻略

大全/陳火旺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6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31-1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應用力學(含材料力學、

工程力學)/江天福編 .-- 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6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32-8 (平裝) 普遍

級  

國營事業計算機概論(含原理)/陳啟

豐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106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51-9 (平裝) 普遍級  

基本電學. 112 版/鄭奇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72-3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專題實作: 家政、服裝、美容、幼保、

時尚模特兒/林靜仙, 黃珮宸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

238-4 (平裝) NT$394 普遍級  



121 

 

專 題 實 作 : 餐 旅 、 觀 光 = Project 

practic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林靜仙

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41-4 (平裝) 普遍級  

強制執行法考點破解/湯惟揚(武律師)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33-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彩虹童年. 5, 自然多奧妙(教師手冊). 

大班(上)= Teacher's guide/黃晨迪, 林

秀容, 黃玟綺作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8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86-96-4 (平裝) 普遍級  

教育哲學: 對焦.精選/黃天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6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66-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教師甄試.教師檢定國語文(含歷屆試

題精解). 112 版/羅林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250-1 (平裝) 

NT$660 普遍級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考古題

詳解/高芬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19-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韋恩編著 .-- 第六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36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79-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統測英文歷屆試題完全攻略. 103-111

學年度= Essential Prep-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希伯崙編輯團

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司, 11107 .-- 冊 .-- ISBN 978-986-441-

674-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透明的刑法: 分則編/張鏡榮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59-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勞工法規宏觀/徐宏編著 .-- 3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75-4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主題式題庫

+歷年試題大解碼/陳金城編著 .-- 第

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53-8 (PDF) 普遍級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

祕笈/珍妮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54-5 (PDF) 普遍級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考照 ,一本就

PASS: 理論與實務/李聰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919-6 (PDF)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資訊規劃與管理大意

(含作業系統、資料庫系統)/胡博文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3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

36-6 (平裝)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邏輯推理/司馬明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54-

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化學分章試題解析/梁傑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4-146-3 (上冊:

平裝) NT$580 .-- ISBN 978-626-334-

147-0 (下冊:平裝) NT$580 普遍級  

普通生物學. 1, 基礎生化與細胞生物

學/黃彪著 .-- 第三版 .-- 臺南市 : 高元

進階智庫, 11106 .-- 45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281-4-1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文領域

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備課用書. 1/李勤

岸, 莊雅雯, 王桂蘭, 孔志明, 吳龍安, 

林秋華, 林淑美, 張寶明, 蔡惠名編

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 

11108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075-80-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

體育領域健護學習歷程探究趣(全)/

吳俐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52-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

域我的藝術時代/馮天文編著 .-- 初版

二刷 .-- 新北市 : 翔宇, 11106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26-2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段考複習百試達. 第

三冊/王淑貞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3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86-0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 第三冊/

王靖賢等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7 .-- 3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78-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習作. III/陳智

勝, 陳其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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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物質構造與反

應速率/洪瑞和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107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51-4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地球科學授課指引: 大氣、海洋

及天文/游鎮烽, 許瑞榮, 饒瑞鈞, 楊懷

仁, 吳美琍, 曾建元, 林宗祺, 黃雅琪, 

蔡望生, 林孟勳, 鄭妙靜, 劉厚均, 高

仲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7 .--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50-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地球科學授課指引: 地質與環境

/游鎮烽, 許瑞榮, 饒瑞鈞, 楊懷仁, 吳

美琍, 曾建元, 林宗祺, 黃雅琪, 蔡望

生, 林孟勳, 鄭妙靜, 劉厚均, 高仲仁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泰 宇 , 

11107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49-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 I, 力學一/姚

珩, 張嘉泓, 李重賢, 陳東閔, 劉國棟, 

高銘宏編輯委員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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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圖解社政/林聖凱, 

羅巧書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7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16-6 (平裝) NT$135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學習歷程手冊(乙版). 1/蔡增

家, 劉炳勛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6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712-8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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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陳聿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108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18-89-

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波以

耳的實驗手札. IV/楊美惠, 呂家榮, 陳

怡宏, 張祐穎, 廖窈萱編撰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34-6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

學授課指引. I, 物質與能量/張永佶, 

呂嘉興, 黃榮伸, 高貫洲, 鐘勇庭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6 .-- 

2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33-

46-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

學授課指引.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張永佶, 呂嘉興, 黃榮伸, 高貫洲, 鐘

勇庭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6 .-- 2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47-7 (平裝) 普遍級  

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齊軒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6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26-

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智慧財產權法/羽易編著 .-- 19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39-5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智慧財產權法解題書/羽易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65-

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無師自通的期貨交易程式設計入門: 

使用 MultiCharts 交易平台 /邏輯林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96-7 

(PDF) 普遍級  

稅務法規大意/施敏編著 .-- 1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32-6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

年試題)/張玉玲編著 .-- 第七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177-4 (PDF) 

普遍級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報實務

(2 合 1)/許美滿, 羅白卿, 陳富強編

著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5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14-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童年ㄅㄆㄇ(教師手冊)/黃于理, 黃晨

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 

111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86-97-1 (平裝) 普遍級  

進會考: 數學(南版). 國中二上/晉述

學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07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55-8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進會考: 數學(康版). 國中二上/晉述

學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07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54-1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進會考: 數學(翰版). 國中一上/晉述

學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07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56-5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郵政外勤 30 天速成/晁瑋, 亦莎編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6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87-1 (平裝) 普遍級  

搶金飯碗(考銀行必備)證照組合包. 

2022/金融編輯小組、蔡季霖、陳宣

仲、李元富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37-169-9 (全套:平裝) 

NT$1015 普遍級  

新一代 科大四技設計群基礎圖學實

作/大容設計研究室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94-2 (平

裝) 普遍級  

新一代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基本

電學主題式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上/

黃慧容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106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75-1 (平裝) 普遍

級  

新一代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電子

學學習講義含解析. 下/何漢, 凌志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01-7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裝置升

學寶典/陳慎平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4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77-5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普通化學含

實習升學寶典/湯惠光, 蔡永昌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7 .-

- 6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85-0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食品群食品化學與

分析含實習升學寶典/王昭君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 5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87-4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

學寶典/呂巧華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5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95-9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工電

子實習升學寶典/李宗榮, 洪順福, 張

議文, 盧建源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76-8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應用力

學升學寶典/郭逸安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4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81-2 (平

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基本設計與

繪畫基礎完美結合升學寶典/蘇文雄, 

廖曼鈞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106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93-5 (平裝) 普遍

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決

戰統測 24 回/胡秝羚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88-1 (平

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

電學與實習升學寶典/黃錦泉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79-9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程式

設計實習升學寶典/林后鍾, 溫一德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84-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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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

學含實習升學跨越講義/邱佳椿, 林

孟郁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1107 .-- 4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90-4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工

機械與實習升學跨越講義 /高偉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80-5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輕鬆學基礎英文法/

林俊傑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107 .-- 2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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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崇彥, 陳偉民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7 .-

- 4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99-7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

學寶典/江元壽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92-8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飲料實務升

學金鑰寶典/范巧湄, 范之[]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73-7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觀光餐旅業

導論升學金鑰寶典/蕭如妙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7 .-- 

6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86-7 (平裝) 普遍級  

新簡明六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5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2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50-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會考重點全攻略/南一書局評鑑測驗

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7 .-- 21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20-9 (平裝) 普遍

級  

會考數學考點筆記. 112/高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均數學工作坊, 

11106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32-0-4 (平裝) NT$499 普遍級  

會考數學詳解筆記. 112/高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均數學工作坊, 

11106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356-9-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

(人工記帳)筆試實作/卓如意編著 .-- 

45 版 .-- 新北市 : 松根,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62-4-

9 (平裝) 普遍級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

(人工記帳)筆試實作含解答/卓如意

編著  .-- 45 版  .-- 新北市  : 松根 , 

11106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2-5-6 (平裝) 普遍級  

會計師中級會計學. 112 版/郝強, 蔡

家龍編著 .-- 第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7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257-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 112 版/蕭靖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49-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會計師考試會計學(含中級會計). 112

版/柏威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6 .-- 9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46-4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會計師稅務法規. 112 版/博誠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6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60-

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經研類-統計學歷屆試題詳解. III/許

誠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6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30-2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經濟部企管類題庫/程湘, 善淵編著 .-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7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93-2 (平裝) 普遍級  

經濟部聯招(企管類組)速成總整理: 

企業概論(企業管理)+法學緒論 2 合

1/楊鈞, 伍迪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6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09-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經濟部聯招(企管類組)速成總整理: 

管理學+經濟學 2 合 1/楊鈞, 葉倫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6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10-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經濟學大意/蔡經緯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58-6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資訊科技/王雅惠, 陳宗和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8-245-

2 (平裝) 普遍級  

資訊科技. 108 版: Python 補充教材/王

雅惠, 陳宗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104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328-246-9 (平裝) 普遍

級  

*資訊規劃與管理大意(含作業系統、

資料庫系統)/胡博文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57-1 (PDF) 普遍級  

運用臨床推理於「症狀護理」課程

增加批判性思考之教學成效/蔡明芬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永大, 11106 .-- 

13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13-2-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電子學決戰統測 20 回/邱佳椿編著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11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91-1 (平裝) 普遍級  

團體諮商概要/何長珠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12-9 (PDF) 普遍級  

漫讀: 升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自然科閱

讀題組/蔡天劍, 李捷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蔡玉谷, 11107 .-- 1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267-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管理類-統計學歷屆試題詳解. II/許

誠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6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29-6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網路概論/陳啟豐編 .-- 十一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56-4 (PDF) 普遍級  

語文起跑線/邱昭瑜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547-90-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91-2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547-92-9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547-93-6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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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

95-0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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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75-0 

(PDF) 普遍級  

數理統計/郭明慶編著 .-- 十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63-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1 上/京尼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6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43-

9 (平裝) 普遍級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2 上/京尼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6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42-

2 (平裝) 普遍級  

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 國

小低年級課程/李永貞, 陳愫儀編著 .-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冊 .-- ISBN 

978-986-530-816-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50 .-- ISBN 978-986-530-817-9 (第

2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 國

小高年級課程/李永貞, 陳愫儀, 施教

麟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冊 .-- ISBN 978-986-530-818-6 (第 1 冊:

平裝) NT$220 .-- ISBN 978-986-530-

819-3 (第 2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自然考科. 

111 學年度/謝政達, 李璿, 吳國良, 夏

蕙蘭, 陳懷如, 周建儒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1106 .-- 

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51-

5-2 (平裝) NT$50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社會考科. 

111 學年度/謝政達, 陳俊佑, 林心捷, 

林東霆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

中心基金會, 11106 .-- 7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751-4-5 ( 平 裝 ) 

NT$50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11 學年度/謝政達, 林秀慧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11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751-2-1 (平裝) NT$50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11 學年度/謝政達, 詹乃凡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1106 .-- 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751-1-4 (平裝) NT$50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數學 A、

數學 B 考科. 111 學年度/謝政達, 陳

慧美, 朱惠文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1106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51-3-8 (平裝) 

NT$50 普遍級  

學習作業. 公民科(翰). 3/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29-57-2 (平裝) 

普遍級  

學測化學: 承先啟後關鍵科目,自然

組與社會組都要搶分!/陳皇州, 林襄

廷, 施百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02-0 (PDF) 普遍級  

機械加工實習. 上, 含銑床、車床、

丙級機械加工/蔡俊毅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7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00-0 (平

裝) 普遍級  

機率論/郭明慶編著 .-- 十一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62-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4 上/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9-373-4 (平裝) NT$190 普遍級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4 上/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

374-1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鋼結構設計/程中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143-2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應用力學(含材料力學、工程力學)/

江天福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58-8 (PDF) 普遍級  

總體經濟學經典題型解析(企管類)/

高勝銘編著 .-- 15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7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48-7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總體經濟學經典題型解析(財金類)/

高勝銘編著 .-- 15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7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49-4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縱橫天下系列: 國中資優數學(新課

綱 ). 5-6= Top math for junior high 

school/陳惠民編著 .-- 臺北市 : 博志

企業, 11106 .-- 2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700-2-8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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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70-7 (PDF) 普遍級  

醫科國文解題制霸/簡正崇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6 .-- 6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121-

0 (平裝) NT$720 普遍級  

證券交易法: 全彩心智圖表/棋許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6 .-- 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64-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 考古題詳解

/高芬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106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17-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關 務 特考 試 題大 補 帖 ( 法學 知 識 ). 

2023(105~111 年試題)/陳理, 廖國宏,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38-2 (PDF) 普遍級  

關 務 特 考 試 題 大 補 帖 ( 英 文 ). 

2023(103~111 年 試 題 ） /Jacob Wu, 

Sarah, 楊華, 葛瑞, 凱西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336-8 (PDF) 

普遍級  

關 務 特 考 試 題 大 補 帖 ( 國 文 ). 

2023(103~111 年試題)/王箏, 李華, 林

聰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10-8 (平裝) NT$220 普遍級  

關 務 特 考 試 題 大 補 帖 ( 國 文 ). 

2023(103~111 年試題)/王箏, 李華,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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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14-6 (PDF) 普遍級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經濟學概要). 

2023(100~111 年試題)/王達昌, 周詳, 

牧翰, 楊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16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27-312-2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經濟學概要). 

2023(100~111 年試題)/王達昌, 周詳, 

牧翰, 楊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23-8 (PDF) 普遍級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 2023: 法學知

識(105~111 年試題)/陳理, 廖國宏, 鄭

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6 .-- 4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39-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關 務特 考試 題大 補帖 . 2023: 英文

(103~111 年試題)/Jacob Wu, Sarah, 楊

華, 葛瑞, 凱西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33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試: 1000 個常考英文單字

/Riemann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6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78-

58-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試: 常考物理.化學定理

公式/張力升, 陳中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6 .-- 5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078-60-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試: 常考數學公式/李安

安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6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78-56-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保成名師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7 .-- 9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63-

1 (平裝) NT$780 普遍級  

警專數學 /王瑋 , 吳迪編著 .-- 第九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69-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警 察法 規概 要 ( 基礎 行政法 )/郭羿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7 .-- 6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72-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警察特考. 2023: 國文(作文與測驗)完

全攻略/林嵩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

65-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警察特考. 2023: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

程譯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7 .-- 9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66-2 (平

裝) NT$820 普遍級  

警察特考: 犯罪學概要/霍華德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7 .-- 5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71-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警察特考三、四等憲法關鍵讀本 . 

112 版/鄭中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107 .-- 6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252-5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鐵路特考. 112 版: 計算機概論(概要)3 

Point/簡明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07 .-- 6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71-6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讀我正解!刑法爭點書/楊過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7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39-

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邏輯推理/司馬明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39-7 (PDF) 普遍級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

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邱

燁, 陳書翊編著 .-- 第十八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166-8 (PDF) 

普遍級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台灣史地、觀光

資源維護)(華語、外語導遊人員)/邱

燁, 章琪, 陳書翊編著 .-- 第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44-6 (PDF) 

普遍級  

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林孟頻, 石

璦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

版, 11106 .-- 6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811-9-2 (平裝) 普遍級  

薏偉的民事訴訟法選擇題 /薏偉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7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26-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MATLAB 程式設計與工程應用/陳奇

中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陳奇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179-4 (PDF) 普遍級  

財務報表分析/李元棟, 王光華, 林有

志, 蕭子誼, 王瀅婷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29-2 (PDF) 普遍級  

兒童讀物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1, 

尋找羅伊/朴賢情文; 吳政澤圖; 林盈

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02-4 (EPUB) 普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1, 

尋找羅伊/朴賢情文; 吳政澤圖; 林盈

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03-1 (PDF) 普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1, 

尋 找 羅 伊 = 콩돌 탐정: 로이를 

찾아라!/朴賢情文; 吳政澤圖; 林盈楹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07-901-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2, 

項鍊失竊之謎/朴賢情文; 吳政澤圖;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29-1 (PDF) 普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2, 

項鍊失竊之謎/朴賢情文; 吳政澤圖;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30-7 (EPUB) 普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2, 

項 鍊 失 竊 之 謎 = 콩돌탐정. 2, 금 

접시를 찾아라/朴賢情文; 吳政澤圖;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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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1109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7-923-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3, 

盤子夫人的傳家寶/朴賢情文; 吳政

澤圖;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27-7 (PDF) 普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3, 

盤子夫人的傳家寶/朴賢情文; 吳政

澤圖;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28-4 (EPUB) 普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3, 

盤 子 夫 人 的 傳 家 寶 = 콩돌탐정. 3, 

목걸이 도둑을 찾아라!/朴賢情文; 吳

政澤圖;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7-924-6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60 秒變身歷史小天才/強.理查茲(Jon 

Richards)著; 洪夏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34-6 (EPUB) 普遍級  

Animals & habitats/writers Cindy Liber, 

Scout Creso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88-9 (平裝) 普遍

級  

CODECOMBAT 電腦科學入門. 1, 運

算思維練習本/黃悅庭作 .-- 再版 .-- 

臺中市 : 愛奇智慧科技, 11108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19-0-

2 (平裝) 普遍級  

*Dear 二十四節氣,請收信!/高嘉妤圖.

文 .-- 新北市 : 高嘉妤, 11106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256-

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Felix the tailor/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Jinjin Su, Yao Tang .-- 高

雄市  : 赫書文化 , 11106 .-- 12 面 ;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461-7-

7 (平裝) 普遍級  

Growing/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87-2 (平裝) 普遍級  

Gulliver's travels: space travel/ .-- 高雄

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5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62-9 (平裝) 

普遍級  

HOME/林廉恩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083-5-8 (PDF) 普遍級  

Home sweet home/written by Olive Lu, 

Maggie Chien; illustrated by Rita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6 .-- 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1-672-1 (平裝) 

普遍級  

I can read pocket books. 1/author 

Catherine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市 : 凱撒琳, 11106 .-- 冊 .-- ISBN 

978-957-506-252-1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I can read pocket books. 3/author Robert 

Scott Kelly, Catherine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6 .-- 

冊 .-- ISBN 978-957-506-253-8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I can read pocket books. 4/author Robert 

Scott Kelly, Catherine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7 .-- 

冊 .-- ISBN 978-957-506-254-5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Never guji 老虎搔搔癢!/Sam Taplin 作;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佳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

23-7 (精裝) 普遍級  

Never guji 鱷魚搔搔癢!/Sam Taplin 作;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佳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

24-4 (精裝) 普遍級  

NHK 中小學生反霸凌教室= NHK for 

School いじめをノックアウト/NHK

「打倒霸凌」製作組編; 藤川大祐監

修;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986-

507-909-3 (全套:精裝) NT$1140 普遍

級  

Oliver twist: emotions/ .-- 高雄市 : 美樂

蒂文教, 11105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64-3 (平裝) 普遍

級  

Our planet/writers Cindy Liber, Scout 

Creso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107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90-2 (平裝) 普遍級  

Protecting life/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107 .-- 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86-89-6 (平裝) 普遍

級  

Say "Hi": easy talk and good habits/ .-- 

second edition .-- 新竹市 : 傑克叔叔文

化企業社, 11106 .-- 48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280-0-1 (第 5 冊:

平裝) 普遍級  

seman caucau/李悅, 卓苡安, 周宇楓, 

邱彥智, 柳祐祖, 高姷安, 陳雨欣, 趙

垣傑, 劉馨妤文.圖 .-- 屏東縣 : 屏東

縣南和國小, 11106 .-- 3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32-3 (精裝) 普遍

級  

The elves and the shoemaker/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Marco Marcoccia;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敦煌, 11106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06-976-

5 (精裝 ) .-- ISBN 978-957-606-977-2 

(精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The pirates' new treasure/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 

高雄市 : 赫書文化, 11106 .-- 12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461-8-

4 (平裝) 普遍級  

The three little pigs/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Dina Sun;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Jill Wu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敦煌, 11106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06-974-

1 (精裝 ) .-- ISBN 978-957-606-975-8 

(精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The three musketeers: earthquakes/ .-- 高

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5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63-6 (平裝) 

普遍級  

VuVu 的魚籠沒有魚/林芊伃, 江睿慶, 

李昱齊, 王以路, 尤孝恩, 呂沂璇, 余

佳馨文 .圖; 黃美花族語翻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口社國小, 11106 .-

- 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31-6 (精裝) NT$250 普遍級  

We know what to say: phrases commonly 

used by Muslims/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Sabria Chao .-- 臺北市 : 真光社(臺

北市), 11106 .-- 4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18-1-3 (精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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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ful story world(student book). 

book 5/author R. Tamminga .-- 臺中市 : 

麥克斯美語補習班, 11106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293-0-

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一百萬個親親/諶淑婷文; 詹廸薾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083-6-5 

(PDF) 普遍級  

一起唱兒歌: 自然多奧妙/黃晨迪主

編; 吳子平插畫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7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6-86-5 (精裝) 普遍級  

九宫格多元智能: 华夏智启童成长体

系. book A/林金传总编辑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可學數位文化, 11109 .-- 

13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09-4-3 (精裝) 普遍級  

九宫格多元智能: 华夏智启童成长体

系. book B/林金传总编辑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可學數位文化, 11109 .-- 

13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09-5-0 (精裝) 普遍級  

九宫格多元智能: 华夏智启童成长体

系. book C/林金传总编辑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可學數位文化, 11109 .-- 

13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09-6-7 (精裝) 普遍級  

九宫格多元智能: 华夏智启童成长体

系. book D/林金传总编辑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可學數位文化, 11109 .-- 

13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09-7-4 (精裝) 普遍級  

九宮格多元智能. book A/林金傳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可學數位文

化, 11109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09-0-5 (精裝) NT$900 普

遍級  

九宮格多元智能. book B/林金傳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可學數位文

化, 11109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09-1-2 (精裝) NT$900 普

遍級  

九宮格多元智能. book C/林金傳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可學數位文

化, 11109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09-2-9 (精裝) NT$900 普

遍級  

九宮格多元智能. book D/林金傳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可學數位文

化, 11109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09-3-6 (精裝) NT$900 普

遍級  

人造衛星在空中做什麼?/洪允熙作; 

金美延繪; 曹雅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96-0 (EPUB) 普遍

級  

三隻小豬= Les trois petits cochons/Gwé

作 .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

30-5 (精裝) 普遍級  

大大先生/艾德.維爾(Ed Vere)文.圖;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

國際, 11108 .-- 32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40-448-3 (精裝) 普遍

級  

大象大象去郊遊/王文華文; 六十九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083-7-2 (PDF) 普遍級  

大嘴龍牽紅線/王文華文; 林廉恩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2-8-4 

(PDF) 普遍級  

小大人的理財素養. 1, 跟著晴晴學生

活理財: 從小開始學如何用錢、存錢、

賺錢,成為富小孩!/江季芸著; 蔡曉佩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25-3 (PDF) 普遍級  

小大人的理財素養. 1, 跟著晴晴學生

活理財: 從小開始學如何用錢、存錢、

賺錢,成為富小孩!/江季芸著; 蔡曉佩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26-0 (EPUB) 普遍級  

小小芥菜種變大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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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7113-28-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小 木 偶 皮 諾 丘 = Pinocchio/Tiago 

America 作 .插畫 ; 禾流編輯團隊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29-9 (精裝) 普遍級  

小水滴的旅行/陶綺彤作; 橘子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7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34-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小 拇 指 = Le petit poucet/Lucile 

Ahrweiller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33-6 (精裝) 普遍級  

小長尾豹上學去= L’école des Petits 

Marsus/班傑明.修(Benjamin Chaud)文.

繪;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巴

迪儂, 11107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06-0-8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小紅帽與大野狼= Le petit chaperon 

rouge/Amy Blay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

隊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28-2 (精裝) 普遍級  

小美人魚= La petite sirene/Gwé 作.插

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8 .-- 12 面 ;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35-

0 (精裝) 普遍級  

小 飛 俠 彼 得 潘 = Peter Pan/Tiago 

Americo 作 .插畫 ; 禾流編輯團隊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36-7 (精裝) 普遍級  

小飛龍成長系列/卡里爾.哈特(Caryl 

Hart)文 ; 羅莎琳德 .比爾肖 (Rosalind 

Beardshaw)圖; 蘇懿禎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6-579-0 ( 全 套 : 精 裝 ) 

NT$960 普遍級  

小種子 /吳在媖文; 許臺育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083-8-9 (PDF) 

普遍級  

小豬皮克掉進急流中?: 從哭泣中長

出 內 在 力 量 / 安 . 威 斯 考 特 (Anne 

Westcott), 胡嘉琪(Alicia Hu)作; 郭晉

榜繪; 胡嘉琪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胡嘉琪,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07-4 (EPUB) 普遍級  

小豬皮克掉進急流中?: 從哭泣中長

出 內 在 力 量 / 安 . 威 斯 考 特 (Anne 

Westcott), 胡嘉琪(Alicia Hu)作; 郭晉

榜繪; 胡嘉琪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胡嘉琪,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62-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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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的煩惱系列/安藤俊介, 小玉

正 博 , 大 野 裕 監 修 ; 鈴 木 理 繪 子 , 

Kiriko, 市川美月漫畫; 吳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40-35-2 (全套:平裝) 

NT$1050 普遍級  

*小鱷魚的幼兒園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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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6120-8-

6 (全套:精裝) NT$640 普遍級  

不朽的傳奇: 貓王艾維斯/喬納溫特

(Jonah Winter)文; 紅鼻子工作室(Red 

Nose Studio)圖;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7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40-439-1 (精裝)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 35 天速成/陳仕弘編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6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89-5 (平裝) 普遍級  

不說話的朋友?/陶綺彤故事; ㄚ暖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 

11107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56-35-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今天我是一粒黃豆= I am a soybean 

today/李瑷文; 李卓穎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8 .-- 4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43-8 (精裝) 

普遍級  

公主 ,你穿洋裝 ,不行!/溫蒂 .邁杜爾

(Wendy Meddour) 文 ; 吳 欣 芷 (Cindy 

Wume)圖;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維京國際, 11108 .-- 3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47-6 (精裝) 

普遍級  

公視最佳兒少節目套書: <<台灣特有

種>>與<<我家住海邊>>的大小達人

帶你認識台灣美麗的山林與海洋生

態 /公共電視作; 傅兆琪 , 鄭玉佩繪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4-232-

9 (全套:平裝) NT$1640 普遍級  

天空與我: 女性先鋒飛行員: 貝維莉.

巴斯機長/貝維莉.巴斯(Beverley Bass), 

辛 西 雅 . 威 廉 斯 文 ; 喬 安 妮 . 史 東

(Joanie Stone)圖; 游珮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40-442-1 (精裝) 

普遍級  

*巴卡蹦帝國的奇幻旅程/蘇祥偉, 馮

名振, 李寀寧, 唐梓瑄作; 楊宜庭, 胡

菀庭, 胡妤苹, 談晏彤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官田國小, 11106 .-- 2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

21-0 (精裝) NT$360 普遍級  

牛言.蜚語/奇偉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1106 .-- 3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96-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世界上最高的書山 /羅西奧 .伯尼拉

(Rocio Bonilla)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6 .-- 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168-16-5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世界不是方盒子: 普立茲建築獎得主

札哈.哈蒂的故事/貞娜.溫特文.圖; 馬

筱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

家庭, 11106 .-- 56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7031-35-3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世界遺產迷宮之旅/神山真澄文.圖; 

李慧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11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0-445-2 (精裝) 普遍級  

可不可以快一點!: 耐心等待不著急

/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林麗繪 .-- 增

訂一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8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725-85-8 (平裝) 普遍級  

生態永續＆環境教育繪本套書/帕維.

卡瓦塔諾夫(Pavel Kvartalnov), 安娜.

卡布雷.艾爾伯斯(Anna Cabré Albós)

文; 奧嘉.普塔世尼(Olga Ptashnik), 馬

莉 歐 娜 . 托 洛 薩 . 斯 特 雷 (Mariona 

Tolosa Sisteré)圖; 張東君, 葉淑吟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038-37-

6 (全套:精裝) NT$689 普遍級  

白雪公主= Blanche-neige/Marta Sorte

作 .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

31-2 (精裝) 普遍級  

白 鯨 記 / 赫 爾 曼 . 梅 爾 維 爾 (Herman 

Melville)原著; 陳秋帆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8-509-7 (EPUB) 

普遍級  

冰雪女王= La reine des neiges/Mélanie 

Grandgirard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37-4 (精裝) 普遍級  

因演化而消失?滅絕動物知識小百科

/今泉忠明監修; 川崎悟司繪; 連雪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8-97-7 (EPUB) 普遍級  

地牛佇佗位/宋艶姿, 陳彥汝, 溫云榛

文字; 徐美慧, 呂采璇, 林長禧, 鄒佳

芸繪圖 .-- 初版 .-- 新竹縣 : 竹縣府, 

11107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27-2 (精裝) 普遍級  

好奇的老虎先生 /Rosie Greening 作; 

廖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07 .-- 16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626-7160-21-3 (精裝) 普遍

級  

好習慣翻翻書: 我會自己洗澡 刷牙 

睡覺/瑞莎作; 劉鵑菁, 杜小爾, 李晏彤

繪 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人 類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168-18-

9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好餓好餓好餓/劉思源文; 南君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2-0-8 

(PDF) 普遍級  

忙 碌 的 農 場 / 安 娜 . 米 爾 布 倫 (Anna 

Milbourne) 文 ; 歐 嘉 . 德 米 多 娃 (Olga 

Demidova)圖; 麥維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7 .-- 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203-951-9 (精裝) 

普遍級  

早安!美音女士/植垣步子文.圖; 米雅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6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00-

421-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灰姑娘= Cendrillon/Sophie Verhille 作.

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27-

5 (精裝) 普遍級  

老小孩 /伊莉莎白 .布哈蜜 (Elisabeth 

Brami) 文 ; 奧 荷 莉 . 吉 耶 黑 (Aurélie 

Guilerey)圖;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維京國際, 11108 .-- 4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440-7 (精裝) 

普遍級  

老虎先生/彼得.布朗(Peter Brown)文.

圖; 劉清彥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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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56-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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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57-9 (EPUB) 普遍

級  

老鼠娶新娘/柱柱姐編著; 孫基榮繪

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32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09-

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妙妙聯合國/周姚萍文; 楊麗玲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93-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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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9-4-4 (EPUB) 普遍級  

弟弟的世界/劉清彥文; 陳盈帆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2-1-5 

(PDF) 普遍級  

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 2, 滾滾豬大富

翁/顏志豪文; 水腦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71-0 (EPUB) 普遍

級  

我也可以做到喔!: 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 /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 李佩珊

繪 .-- 增訂一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 11108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725-84-1 (平裝) 普遍

級  

我才不要剪頭髮/貓小小文; 詹迪薾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2-2-2 (PDF) 普遍級  

我不是膽小鬼: 勇敢其實很簡單/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林麗繪 .-- 增訂一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8 .-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

0725-86-5 (平裝) 普遍級  

我可以加入你的俱樂部嗎?/約翰.凱

利(John Kelly)文; 史蒂芬 .拉伯利斯

(Steph Laberis)圖; 黃又青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11106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

5-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的名字= O ngangan no mako/曾詩惠

Panay 文; 胡季莛 Yoliko 圖; 全曉嵐

Abus, 陳稚樺 Panay.Tomu Pacidal 譯 .-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桃 市 教 育 局 , 

11106 .-- 27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9-18-7 (精裝) 普遍級  

我的身體哪裡最重要?/遠見才希子

作; 川原瑞丸繪; 伊之文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73-0 (EPUB) 普遍級  

我的爸爸是白衣天使/鄭博真文; 許

家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18-1 (PDF) 普遍級  

我的弱雞爸爸/王文華文; 25 度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2-3-9 

(PDF) 普遍級  

我的異想世界/呂芳穎著; 黃愷芸繪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28-0 (PDF) 

普遍級  

我的悲傷小精靈 /米蓮 .維諾 (Mylen 

Vigneault) 文 ; 默 德 . 侯 桀 (Maud 

Roegiers)圖; 王奕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83-5 (PDF) 普遍級  

我的媽媽是公車司機/鄭博真文; 許

家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14-3 (PDF) 普遍級  

我是知识王: 世界节庆小百科/世一

编辑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

局, 11109 .-- 112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0761-59-7 (平裝) 普遍

級  

我是知识王: 宇宙小百科/世一编辑

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9 .-- 112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0761-60-3 (平裝) 普遍級  

我們來造一座山 /艾咪.亨廷頓(Amy 

Huntington) 作 ; 南 希 . 雷 蒙 (Nancy 

Lemon)繪; 蔡佑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8 .-- 6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29-9 (精裝) 

NT$450 普遍級  

我會自己刷牙/仲川道子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人類, 11106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11-0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會自己睡午覺/仲川道子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6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12-

7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會玩捉迷藏/仲川道子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人類, 11106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13-4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學會互相合作/仲川道子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6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10-

3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學會互相幫忙/仲川道子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6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14-

1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我學會解決問題/仲川道子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6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15-

8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杜立德醫生/赫夫.羅弗庭原著; 唐琮

改寫; 陳亭亭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8-506-6 (EPUB) 普遍級  

沒有公雞怎麼辦/貓小小文; 貓魚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2-4-6 

(PDF) 普遍級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1-3 套書/強尼.馬

希安諾(Johnny Marciano), 艾蜜麗.切

諾韋斯(Emily Chenoweth)文; 羅伯.莫

梅茲(Robb Mommaerts)繪圖; 謝靜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4-230-

5 (全套:平裝) NT$1050 普遍級  

亞斯的國王新衣/劉清彥, 姜義村文; 

九子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2-5-3 (PDF) 普遍級  

來去洗衫窟/楊昱光, 劉美華, 賴慧珠, 

黃素玉文字; 徐美慧, 呂采璇繪圖 .-- 

初版 .-- 新竹縣 : 竹縣府, 11107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

26-5 (精裝) 普遍級  

刺蝟先生的擁抱 /馮湘婷文; Mandie 

Kuo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80-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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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在一起/詹廸薾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2-6-0 (PDF) 

普遍級  

岩井俊雄創意樂園: 100 層樓的家/岩

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 周姚萍, 林佩勳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77-00-

6 (全套:精裝) NT$1610 普遍級  

帕可愛音樂有聲繪本套書. 1/瑪嘉莉.

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7 .-

- 冊 .-- ISBN 978-626-7038-38-3 (全套:

精裝) NT$799 普遍級  

帕可愛音樂有聲繪本套書. 2/瑪嘉莉.

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7 .-

- 冊 .-- ISBN 978-626-7038-39-0 (全套:

精裝) NT$799 普遍級  

河馬河馬大嘴巴/劉思源文; 陳完玲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2-7-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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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83-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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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84-0 

(PDF)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交通工具數數多少/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人類, 11107 .-- 24 面; 23X25 公

分 .-- ISBN 978-626-7168-22-6 (平裝) 

NT$90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城市尋寶/人

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23-3 (平裝) NT$90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恐龍尋寶/人

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20-2 (平裝) NT$90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童話探險/人

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24-0 (平裝) NT$90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童話尋寶/人

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21-9 (平裝) NT$90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數一數動物世界/人

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25-7 (平裝) NT$90

普遍級  

的/junaida 文.圖;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編輯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上誼文化, 11108 .-- 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2-744-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花膨鼠山谷音樂遊戲/江寬慈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水滴創藝樂團, 

11106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70-0-4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長靴貓= Le chat botte/Gwé 作.插畫; 禾

流編輯團隊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2 面; 19X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60-32-9 (精裝) 

普遍級  

阿拉丁= Aladin/Sofie Kenens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26-8 (精裝) 

普遍級  

阿福與阿金/張庭瑀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3-7-6 (PDF) 

普遍級  

咳咳咳咳/酷酷嫂故事; 管育伶繪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7 .-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36-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孩子的煩惱與害怕情緒繪本套書: 我

有一些小煩惱+我有一點小害怕/瑞

秋.魯尼(Rachel Rooney)文; 澤赫拉.希

克斯(Zehra Hicks)圖; 艾可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038-41-3 (全套:

精裝) NT$688 普遍級  

怎麼辦?我不敢說!: 誠實面對不害怕

/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沛吉繪 .-- 增

訂一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8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725-83-4 (平裝) 普遍級  

秋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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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6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626-343-025-9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美女與野獸= La belle et la bête/Paku 作.

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25-

1 (精裝) 普遍級  

胖國王/張蓬潔文.圖 .-- 三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1107 .-- 40 面; 20X26

公分 .-- ISBN 978-986-161-698-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飛吧,蒲公英!/蚊子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蚊子, 11106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85-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哼!愛生氣: 有話好好說不生氣 /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沛吉繪 .-- 增訂一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8 .-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

0725-81-0 (平裝) 普遍級  

書林童樂趣= Having fun with books/鄭

姝玟, 蘇家弘, 莊佩慈, 盧孟萱, 謝顥

音作.繪 .-- 宜蘭縣 : 淡江大學蘭陽校

園, 11106 .-- 3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5-1 (平裝) 普遍

級  

海龍改改: 消失的猿田彥之眼/張國

立原作; 韓采君, 趙大威改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3-6-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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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29-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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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30-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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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人生存遊戲. 3, 絕望街區!存活率

1%的狼人遊戲/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38-3 (PDF)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 3, 絕望街區!存活率

1%的狼人遊戲/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39-0 (EPUB) 普遍級  

神奇的基隆白米洞/柱柱姐編著; 阿

喵繪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32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

06-6 (精裝)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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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6196-6-5 

(PDF) 普遍級  

笑容不見了/張庭嘉著; 王悅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933-2 (PDF) 

普遍級  

*迷霧島王國的奇幻旅程/何威蒞, 林

昱丞, 曹于謙, 羅瑋綺作; 林奕誠, 胡

琮昇, 詹淙淳, 段葶鍹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官田國小, 11106 .-- 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

20-3 (精裝) NT$360 普遍級  

郝畢薯的 BISU 人生/郭文原著; 林欣

緣, 林欣瑤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32-5 (PDF) 普遍級  

啄木鳥女孩/劉清彥, 姜義村文; 海蒂

朵耳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3-4-5 (PDF) 普遍級  

國王的軍隊/陶綺彤故事; Faye 繪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7 .-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33-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探祕小世界翻翻書/北京小紅花圖書

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108 .-- 冊 .-- ISBN 978-986-

223-757-1 (全套:精裝) 普遍級  

探祕小世界翻翻書: 節日/北京小紅

花圖書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8 .-- 1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223-753-3 (精裝) 

普遍級  

探祕小世界翻翻書: 節氣/北京小紅

花圖書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8 .-- 1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223-756-4 (精裝) 

普遍級  

探祕小世界翻翻書: 詩歌/北京小紅

花圖書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8 .-- 1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223-754-0 (精裝) 

普遍級  

探祕小世界翻翻書: 漢字/北京小紅

花圖書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8 .-- 1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223-755-7 (精裝) 

普遍級  

排排隊,動物量身高/慶太郎文; 高畠

純圖; 黃惠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446-9 (精裝) 普遍

級  

排排隊,動物量體重/慶太郎文; 高畠

純圖; 黃惠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444-5 (精裝) 普遍

級  

晚 安 , 找 找 看 / 亞 歷 山 德 拉 . 赫 姆

(Alexandra Helm)文.圖; 林吟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16 面; 

34 公分 .-- ISBN 978-626-317-963-9 (精

裝) NT$380 普遍級  

曹操掉下去了/王文華文; 陳狐狸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3-3-8 

(PDF) 普遍級  

*牽牛花/游淑梅撰稿; 江杰宇, 江品

慧, 吳昱玄, 李沐霖, 林宜君, 林宜甜, 

林炘臻, 林紫緹, 涂倢綸, 涂倢語, 翁

柏安, 張雅涵, 莊秝臣, 陳子煬, 陳柏

妍, 曾天啓, 曾書典, 黃新茗, 楊巧琳, 

楊侑奇, 葉巧真, 劉俊佑, 賴雅蘿, 鍾

欣辰, 羅嘉睿, 朱莊子晨, 蔡曾閔鈺繪

圖 .-- 初版 .-- 花蓮縣 : 花縣稻香國小, 

11106 .-- 26 面; 21Xx29 公分 .-- ISBN 

978-986-5429-72-0 (精裝) 普遍級  

這是我的,才不要分給你!: 快樂分享

更好玩/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沛吉

繪 .-- 增訂一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 11108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725-82-7 (平裝) 普遍

級  

鳥 瞰 大 自 然 / 約 翰 . 法 恩 登 (John 

Farndon)文; 保羅.波士頓(Paul Boston)

圖; 林大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麥克, 1120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03-949-6 (精裝) 普遍

級  

最有梗的自然教室: 狸貓君與他的自

然小夥伴/上谷夫婦作; 李沛栩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70-3 

(EPUB) 普遍級  

普渡過中元/李光福文; 洪正輝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7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556-32-7 (平裝) 普遍級  

森林王子= Le livre de la jungle/Mel 

Matthews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38-1 (精裝) 普遍級  

森林裡的小圓/林廉恩文.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務局, 111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0-82-

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森林裡的動物音樂會: 浪漫套組/Sam 

Taplin 作; 廖佳儀譯.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60-22-0 (全套:精裝) 

普遍級  

童年ㄅㄆㄇ讀本/黃晨迪主編; 天河

兒童插畫工作室畫 .-- 再版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107 .-- 56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7086-91-9 (上冊:

平裝) 普遍級  

絨毛兔(中英雙語典藏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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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08-5 (EPUB) 普遍級  

塗鴉怪獸教禮貌 : 請= The scribble 

monsters guide to modern manners: say 

please!/John Townsend 文 ; Carolyn 

Scrace 圖;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8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17-991-2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塗鴉怪獸教禮貌：謝謝= The scribble 

monsters guide to modern manners: say 

thank you!/John Townsend 文; Carolyn 

Scrace 圖;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8 .-- 32 面; 28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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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17-992-9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媽媽,我們家可以養小貓咪嗎?/席琳.

克萊爾(Céline Claire)文; 賽巴斯汀.夏

伯特(Sébastien Chebret)圖; 王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84-2 

(PDF) 普遍級  

媽媽肚子變大了/陳蕙欣文字; 杜小

爾繪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

02-8 (精裝) 普遍級  

媽媽是一朵雲/海狗房東文; 林小杯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3-2-1 (PDF) 普遍級  

廉潔寶寶聯盟. 誠信最棒篇: 幼兒廉

潔教育教材/蕭淑芬, 賴佳盈, 黃小珊, 

林易青, 吳靜雯編輯委員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風處, 11106 .-- 3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

32-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搭便車/貓小小文; 貓魚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3-1-4 (PDF) 

普遍級  

準備上小學囉!系列/榊原洋一監修; 

卓文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40-45-

1 (全套:平裝) NT$1750 普遍級  

瑞瑞的小精靈/蔡慧如著; 陳為哲繪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24-2 (PDF) 

普遍級  

萬年溪時空之旅/民和國小圖.文 .-- 

屏東縣 : 屏縣民和國小, 11107 .-- 2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27-9 (平裝) NT$220 普遍級  

*解密兒童爵士鋼琴. Book 2= Piano 

for jazz kids book 2/黃盟傑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黃盟傑, 11106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183-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過節囉!: 傳統節日情境立體書/呦呦

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9 .-- 冊 .-- ISBN 978-986-203-953-

3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203-

954-0 (第 2 冊:精裝) 普遍級  

頌給 muakay/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民

小學文.圖; 潘正憲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武潭國小, 11106 .-- 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28-

6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圖解酷科技/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

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6 .-- 冊 .-- ISBN 

978-957-9250-37-5 ( 全 套 : 平 裝 ) 

NT$3000 普遍級  

夢遊/顏志豪文; 薛慧瑩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083-4-1 (PDF) 

普遍級  

敲敲木的胡桃鉗國王/王文華文; 九

子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3-0-7 (PDF)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山嘛驚寒/林武憲文; 鄭

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87-5 (PDF)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山嘛驚寒/林武憲文; 鄭

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88-2 (EPUB)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月光光 踅夜市/林武憲

文; 鄭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9-89-9 (EPUB)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月光光 踅夜市/林武憲

文; 鄭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9-90-5 (PDF)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菜瓜開花/林武憲文; 鄭

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91-2 (PDF)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菜瓜開花/林武憲文; 鄭

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92-9 (EPUB) 普遍級  

認識動物的家/安娜.米爾布倫(Anna 

Milbourne)文; 席夢娜.迪米特利(Olga 

Demidova)圖; 麥維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8 .-- 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203-952-6 (精裝) 

普遍級  

噴射龜 /蔡明原文; 黃祈嘉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2-9-1 (PDF) 

普遍級  

瘦皇后/張蓬潔文.圖 .-- 三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1107 .-- 40 面; 20X26

公分 .-- ISBN 978-986-161-699-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箱子世界/尹汝林作; 李明和繪; 簡郁

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1-49-8 (EPUB) 普遍級  

箱子世界/尹如林作; 李明和繪; 簡郁

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1-50-4 (PDF) 普遍級  

豬古力的跨年願望/王文華文; 陳完

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3-8-3 (PDF) 普遍級  

學生一定要認識. 2, 西方發明家/莊

典亮著; Guava, Huang LL 繪 .-- 初版 .-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1-7-1 (PDF) 

普遍級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3, 人偶的

祕 密日 記本 /崔銀玉文 ; 帕卡娜 美

(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07-9 (EPUB) 普遍

級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3, 人偶的

祕 密日 記本 /崔銀玉文 ; 帕卡娜 美

(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08-6 (PDF) 普遍級  

機器人宅急便. 1, 什麼都可以寄/郭

瀞婷文; 摸摸傑夫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57-4 (EPUB) 普遍

級  

糖 果 屋 = Hansel et Gretel/Giovana 

Medeiros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8 .-- 1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34-3 (精裝) 普遍級  

貓頭鷹的孵夢森林/小熊老師文; 圖

倪圖  .-- 臺中市  : 中市大屯社大 , 

11107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744-9-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聰 明 的 千 百 種 方 式 / 黛 維 娜 . 貝 爾

(Davina Bell) 文 ; 艾 莉 森 . 考 波 伊 斯

(Allison Colpoys)圖; 李紫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7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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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4X29 公分 .-- ISBN 978-986-440-

441-4 (精裝) 普遍級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北川千春著; 

公文祐子繪;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986-507-905-5 ( 全 套 : 精 裝 ) 

NT$960 普遍級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2, 熱心助人的

值日生/北川千春著; 公文祐子繪; 林

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10-9 (PDF) 普遍級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2, 熱心助人的

值日生/北川千春著; 公文祐子繪; 林

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11-6 (EPUB) 普遍級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3, 遵守規則我

最棒/北川千春著; 公文祐子繪; 林謹

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12-3 (PDF) 普遍級  

點心小學之新生報到. 3, 遵守規則我

最棒/北川千春著; 公文祐子繪; 林謹

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13-0 (EPUB) 普遍級  

獵刀口的需要/楊淑清文; 王建傑圖 .-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30-1 

(EPUB) 普遍級  

翻轉經典童話新冒險系列: 長耳兔公

主+猩杜瑞拉/加雷思 P.瓊斯文; 蘿芮

塔.紹爾圖; 羅吉希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步步,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7174-00-5 (全套:精裝) NT$640 普

遍級  

關子嶺的仙奶泉/柱柱姐編著; 張奕

瑩繪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32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

08-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鐵砧山的劍井傳奇/柱柱姐編著; 王

珊諭繪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32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

7168-07-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露西從來不說「請」/柯蒂斯.C.史匹

克斯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 

11106 .-- 3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05-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魔鬼鱷魚/蚊子圖.文 .-- 初版 .-- 臺中

市 : 蚊子, 11106 .-- 32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186-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咘妞日記/Shihyu Chuang 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莊士玉, 11106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98-5 (精

裝) NT$400 普遍級  

火燒厝 /廖炳焜文; 王書曼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083-9-6 (PDF) 

普遍級  

草帽飛起來了/鄭宗弦文; 九子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53-5-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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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9-3-7 (PDF) 普遍級  

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今天也下不了手只好

繼續相愛。/兎山もなか:嶋伏ろう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1-6 (EPUB) 限制

級  

(直條式漫畫)天使 x 惡魔!/池田ソウ

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2-3 (EPUB) 限制

級  

(直條式漫畫)真抱歉大家的王子的

貞操我已負起責任從頭到腳享用完

畢/飴野まる 兎山もなか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53-0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高顏值醫師的溺愛處

方箋/孝野とりこ, 夏雪なつめ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8-5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做愛的暗號就是關上

燈: 突然變臉是誰的錯?/浅日, 蜂なな

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9-2 (EPUB) 限制

級  

(直條式漫畫 )腐女的本命 ,居然是

XX!/千岡ななえ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60-8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戀愛過敏症/井藤楊子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4-7 (EPUB) 限制

級  

101 黑貓/仁神ユキタカ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20-7 (平

裝) NT$160 限制級  

144 小時都在想著你/かさいちあき

作;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02-1 (EPUB) 限制級  

1 年 A 班的怪物/英貴作; 賴韋先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49-5 (第 3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1 枚金幣脫胎換骨的冒險者生活/天

野ハザマ原作; 月島さと作畫; 倚風

沐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68-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1 週想做 7 次的男人: 溺愛上司的精

力超群日常/nac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36-5 (EPUB) 限制級  

3 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7/灰野都, 小杏

桃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72-8 (EPUB) 普遍級  

3 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7/灰野都, 小杏

桃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73-5 (PDF) 普遍級  

5 個國王/恵庭原作; 絵歩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58-0 (第

7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鉄拳小子 Legends28/前川剛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79-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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栞與紙魚子/諸星大二郎著; 丁安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3-72-8 (第 3 冊:平裝) NT$420

普遍級  

栞與紙魚子. 3/諸星大二郎著; 丁安

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73-5 (EPUB) 普遍級  

悪辣耽溺教育(全一冊)/里西立樺作; 

何硯鈴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00-6 

(EPUB) 限制級  

双翼武裝使 /進行諸島原作 ; sanorin

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841-9 (第 2 冊: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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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06-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Dr.STONE 新石紀. 19/稲垣理一郎原

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87-0 (EPUB) 普遍級  

Dr.STONE 新石紀. 20/稲垣理一郎原

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88-7 (EPUB) 普遍級  

Dr.STONE 新石紀. 21/稲垣理一郎原

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89-4 (EPUB) 普遍級  

Dr.STONE 新石紀. 22/稲垣理一郎原

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90-0 (EPUB) 普遍級  

Dr.STONE 新石紀. 23/稲垣理一郎原

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91-7 (EPUB)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749-

8 (第 21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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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9-51-7 (EPUB) 普遍級  

GANTZ:G 殺戮都市/奧浩哉原作; 飯

塚啟太漫畫;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8 .-- 22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38-186-5 (第 3 冊:平

裝) 限制級  

GRAND SLAM 滿貫全壘打. 14/河野

慶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92-4 (EPUB) 普遍級  

Helck: 勇者赫魯庫(新裝版)/七尾七

希作; 豬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938-4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Hello,innocent 幸會純真的你. 1/酒井

真由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136-0 (EPUB) 普遍級  

Hello,innocent 幸會純真的你. 1/酒井

真由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137-7 (PDF) 普遍級  

Hello,innocent 幸會純真的你. 2/酒井

真由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134-6 (PDF) 普遍級  

Hello,innocent 幸會純真的你. 2/酒井

真由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135-3 (EPUB) 普遍級  

Jealousy. 5/スカーレット.ベリ子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793-1 

(EPUB) 限制級  

knife 兇 刀 / 千 葉 リ ョ ウ コ 漫 畫 ;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03-8 (EPUB) 限制級  

Kyrie. 2, 獨 眼 狼 / 冥 花 す ゐ 漫 畫 ;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337-3 (平裝) 限制級  

MONOTONE BLUE: 無彩之藍/なが

べ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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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91-2 (PDF) 普遍級  

Mr. secret floor: 炎之王子/朝霧夕原作; 

劍解漫畫; niw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53-3 (EPUB) 限制級  

Mr. Secret Floor: 軍服的戀人/朝霧夕

原作; 劍解漫畫; KUMA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54-0 

(EPUB) 限制級  

Mr. Secret Floor: 散發沙漠之香的男

人/朝霧夕原作; 劍解漫畫; Sherry Hs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56-4 (EPUB) 限制級  

Mr.secret floor: 小說家的惡作劇音符/

劍解漫畫; 朝霧夕原作; niw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51-9 

(EPUB) 限制級  

Mr.Secret Floor: 啃食我的野獸光輝/

朝霧夕原作 ; 劍解漫畫 ;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55-7 (EPUB) 限制級  

No.吾/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18-74-0 (第 1 冊:

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18-

75-7 (第 2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18-76-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626-7118-77-1 (第

4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

7118-78-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ONE PIECE 航海王. 101/尾田栄一郎

作 ; 許 任 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07-8 (EPUB) 普遍級  

ONE PIECE 航海王. 102/尾田栄一郎

作 ; 許 任 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94-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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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725-2 (第 26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SAKAMOTO DAYS 坂本日常/鈴木祐

斗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26-9 (第 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135 

 

SKIP.BEAT!: 華麗的挑戰/仲村佳樹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57-3 (第 4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 7/遠藤達

哉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06-1 (EPUB) 普遍級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 8/遠藤達

哉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05-4 (EPUB) 普遍級  

strelitzia/YUITSU 作; 夏飴譯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8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10-0 (平裝) 

限制級  

Subtractive Mix 減法混合/櫻井夕イキ

漫畫;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192-1 (平裝) 限制級  

Super Supermarket/Pam Pam Liu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73-8-4 

(PDF)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

685-3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8/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18-8 

(EPUB) 普遍級  

Tranquilizer 鎮靜劑/あじゃん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50-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TS 朗君的性生活. 6/konomi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06-7 (PDF) 

限制級  

*TS 朗君的性生活. 6/konomi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07-4 (EPUB) 

限制級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27/赤松

健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95-5 (EPUB) 普遍級  

WITCH WATCH 魔女守護者/篠原健

太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29-0 (第 6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不等於. 1/池玲文原作; 劉錦秀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49-6 

(EPUB) 限制級  

≠不等於. 2/池玲文原作; 劉錦秀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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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51-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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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52-3 (EPUB) 限制級  

Ω 與 α 的偽戀協定/佐藤もぶ原作; 

汪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91-4 (平裝) 限制級  

α 之家的孩子/コロ虎作; Y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201-

0 (平裝) 限制級  

一兆$遊戲. 1/稲垣理一郎原作; 池上

遼一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96-2 (EPUB) 普遍級  

一弦定音/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1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067-2 (第

26 冊:平裝) 普遍級  

一弦定音!. 26/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37-2 (EPUB) 普遍

級  

七八五十六/工藤哲孝原作; 笹古み

とも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34-2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

宮. 5, 濕濡大姊姊家家酒篇/赤月み

ゅう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234-0 (平裝) NT$260 限制級  

二十歲後就是我的東西了/野田のん

だ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126-1 (PDF) 普遍級  

二十歲後就是我的東西了/野田のん

だ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127-8 (EPUB) 普遍級  

人偶= Puppet/銀甫[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

9779-5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57-

26-9780-1 (第 2 冊:精裝首刷附錄版) 

普遍級  

十二支色戀草子: 蜜月之章. 3/待緒

イサミ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63-2 (EPUB) 限制

級  

三十歲✩魔法童貞/チキンたまご漫

畫;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90-7 (平裝) 限制級  

三兄弟、哥哥的戀愛. II/コウキ。作; 

馮鈺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797-9 

(EPUB) 限制級  

三顆星彩色冒險/力シヲ作; 芙菈格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13-3 (EPUB) 普遍級  

下流賤貓正在祕密擺尾/天王寺ミオ

漫畫;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338-0 (平裝) 限制

級  

下流賤貓敵不過獨占欲/天王寺ミオ

漫畫;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64-9 (EPUB) 限制級  

千手 . 1/雅紳作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916-4 (EPUB) 普遍級  

大虎的馬丁尼/Megu Iroha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51-8 (EPUB) 限制級  

大龍暴 : 台灣怪獸傳奇 /金谷裕作 ; 

Arlas 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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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1107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26-0-3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ヒロユキ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750-

4 (第 1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小林家的龍女僕 /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0-182-

2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

183-9 (第 11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小紅帽搞不定狼男. 1/ナツミ作; 陳

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33-2 (EPUB) 普遍級  

小紅帽搞不定狼男. 1/ナツミ作; 陳

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34-9 (PDF) 普遍級  

小祥老師的情色秘密 /野田野陀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8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07-0 (平裝) 限制級  

小學生也可以當媽媽嗎?/ぢたま某

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13-6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山田與加瀬同學/嶋ひろみ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53-

5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已經有伴侶的我卻成天被強制要求

性關係。/雨野しぐれ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37-1 ( 平 裝 ) 

NT$210 限制級  

才不是英雄/宇井カシ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200-

3 (平裝) 限制級  

不完美的公主們. I/アジイチ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02-7 (EPUB) 

普遍級  

不是這種「喜歡」!/柚原チヨタ漫畫;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02-7 (平裝) 限制級  

不要擅自結束初戀/みよしあやと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41-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不能止於 BAT END/MOE FUJISA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38-9 (EPUB) 

限制級  

不愉快的妖怪庵/ワザワキリ作; 謝

孝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8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65-8 (第 16 冊:平裝) 普遍級  

不道德公會/河添太一作; 梁勝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40-2 (第 8 冊:

平裝) NT$150 限制級  

中華小廚師!極/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732-0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中華小廚師!極. 11/小川悅司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00-6 (EPUB) 

普遍級  

五十嵐與中原的青春交叉口/イサム

作; 竹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8 .-- 2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00-3 (第 6 冊:平裝) 普遍

級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11/春場葱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03-7 

(EPUB) 普遍級  

仇恨扭曲的命運齒輪 /吹屋フロ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43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05-1 (平裝) NT$260 限制級  

今晚,我要被妹妹的男朋友睡了: 黏

糊糊的插入,最裡面也被填滿.../只ノ

葉月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66-2 

(EPUB) 限制級  

元氣 !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03-2 (第 18 冊:平裝) 普遍級  

六月的七星. II/カスカベアキラ作; 

Sherry Hs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65-6 (EPUB) 限制級  

六月的七星. Ⅳ/カスカベアキラ作; 

Sherry Hs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7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341-0 (平裝) 限制

級  

六和類/水曜日作; lingosou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92-9 (EPUB) 

限制級  

六和類/水曜日作; lingosou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93-6 (PDF) 

限制級  

化成泡沫消失的童話 /じゃのめ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15-0 

(EPUB) 限制級  

化物語. 15/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

漫畫;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16-7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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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50-9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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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61-5 (PDF) 限制級  

反差萌爸爸/泡沫作; 陳姿君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

957-26-9842-6 (第 2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957-26-9843-3 (第 3 冊: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趣味釣魚篇. Ⅱ. 

7/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817-4 (EPUB)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4/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18-1 (EPUB) 普遍級  

天國大魔境/石黒正数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14-3 (第 5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天藍的相片/阿路乃もと作; 風花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50-

4 (平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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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藍的相片(全一冊)/阿路乃もと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16-7 

(EPUB) 限制級  

天藍的相片(全一冊)(電子特典版)/阿

路乃もと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15-0 (EPUB) 限制級  

夫妻甜蜜物語. 21(彩色版)/克.亞樹

[作]; 捲毛太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88-7 (EPUB) 限制級  

少年新娘: 男裝千金與黑書生/蜜樹

海湖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935-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日向的青空. 4/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90-2 

(EPUB) 普遍級  

日向的青空. 4/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91-9 

(PDF) 普遍級  

日向的青空. 5/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63-6 

(EPUB) 普遍級  

日向的青空. 5/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64-3 

(PDF) 普遍級  

月島的刺殺方法/藤原飛呂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00-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月華國奇醫傳/ひむか透留作; 陳柏

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14-0 (EPUB) 普遍級  

水流向大海/田島列島作; 陳楷錞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34-1 (第 3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水屬性的魔法師. 第一部, 中央諸國

篇. 1/久寶忠作; 李殷廷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14-3 (EPUB) 普遍級  

火鳳燎原珍藏版/陳某編.繪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

957-26-9935-5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9936-2 (第 24 冊:平裝首刷

附錄版) 普遍級  

王子和隨從的方程式/五城タイガ作;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806-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王子禁制/月村奎原作; 麻生海漫畫;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33-7 (平裝) .-- ISBN 978-626-

340-034-4 (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王子禁制(全一冊)/月村奎原作; 麻生

海漫畫; 和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13-6 (EPUB) 限制級  

王之獸. 1/藤間麗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19-8 (EPUB) 普遍級  

以命運之吻喚醒. 2/春田菜菜作; 蔡

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76-6 (EPUB) 普遍級  

以命運之吻喚醒. 2/春田菜菜作; 蔡

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77-3 (PDF) 普遍級  

他把哥哥變成 OMEGA 了/梶ヶ谷ミ

チル作;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85-7 (EPUB) 限制級  

他要談戀愛還太早/Jugoro Isak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67-9 (EPUB) 限制

級  

出租女友 . 24/宮島禮吏作 ;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20-4 (EPUB) 

普遍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20/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12-9 (EPUB) 普遍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340-064-1 (第 20 冊:平

裝) 普遍級  

*只有我無法愛愛的家/紅村かる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08-1 (PDF) 

限制級  

*只有我無法愛愛的家/紅村かる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09-8 

(EPUB) 限制級  

只為你痴狂/日野ガラス作; 呂真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57-1 (EPUB) 限制級  

奴隸少女的幸福家庭/鉢谷くじら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99-3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巨乳放蕩妹妹太色情了,哥哥已經...!!. 

2/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35-7 (平裝) NT$260 限制級  

未盡之花/笹倉綾人作;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

696-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未盡之花. 1/笹倉綾人作; 夏德爾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21-8 

(EPUB) 普遍級  

末日盡頭的卡農. 3/米代恭作; 木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74-2 

(EPUB) 普遍級  

末日盡頭的卡農. 3/米代恭作; 木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75-9 

(PDF) 普遍級  

正義使者: 我的英雄學院之非法英雄. 

7/堀越耕平原作; 別天荒人作畫;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01-0 

(EPUB) 普遍級  

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漫畫宣導手冊/

王平, 劉宗銘, 奇兒, 木笛, 巧新漫畫 .-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漫協, 11107 .-

- 38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57-

28152-7-4 (平裝) 普遍級  

用 我 來 滿 足 吧 / 歩 久 野 ト ロ イ 作 ;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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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340-037-5 (平裝) .-- ISBN 978-626-

340-038-2 (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用 我 來 滿 足 吧 / 歩 久 野 ト ロ イ 作 ;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40-2 (EPUB) 普遍級  

用我的方式述說物語/鶴見彌生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871-

4 (平裝) 限制級  

*用連動玩具讓發情的戀人獲得高潮

/大庭アキ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10-4 (EPUB) 限制級  

*用連動玩具讓發情的戀人獲得高潮

/大庭アキ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31-9 (PDF) 限制級  

由諸神養育的神子,將成為世界最強. 

1/羽田遼亮原作; 九野十弥漫畫; 林

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21-1 

(EPUB) 普遍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情慾篇: 把前輩生

吃也可以吧/すめし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8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47-0 (平裝) NT$200 限

制級  

白 鯨 記 / 克 里 斯 多 福 . 夏 布 特

(Christophe Chabouté)作 . 繪 ; 周昭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28-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矢野同學的普通日常 /田村結衣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37-5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全部都是你的錯。 . II/玉之けだま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32-6 (平

裝) NT$200 限制級  

全部都是戀愛的錯/林マキ作; 亞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049-8 (平裝) 限制級  

全部都是戀愛的錯(全一冊)/林マキ

作; 亞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11-2 

(EPUB) 限制級  

冰屬性男子與無表情女子/殿ヶ谷美

由記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55-9 (第 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同步快感/本名和幸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37-2 (第 4 冊:

平裝) NT$130 限制級  

同居不良 赤松與七焚 . 2/SHOOWA

原作; 奧嶋寬雅漫畫; 瓜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44-8 (PDF) 

限制級  

同居不良 赤松與七焚 . 2/SHOOWA

原作; 奧嶋寬雅漫畫; 瓜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45-5 (EPUB) 

限制級  

同居不良 赤松與七焚 . 3/SHOOWA

原作; 奧嶋寬雅漫畫; 瓜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42-4 (PDF) 

限制級  

同居不良 赤松與七焚 . 3/SHOOWA

原作; 奧嶋寬雅漫畫; 瓜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43-1 (EPUB) 

限制級  

因為不想被王子溺愛,前公主要變成

男裝執事了!. 1/にーづま。作; 陳幼

雯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85-1 (EPUB) 普遍級  

因為不想被王子溺愛,前公主要變成

男裝執事了!. 1/にーづま。作; 陳幼

雯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86-8 (PDF) 普遍級  

因為異世界轉移了 那就來當超級作

弊的魔法劍士吧/進行諸島原作; な

のら漫畫; 許育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63-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地下忍者/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184-1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在 ABO 異世界和 XX.../きりみゆう

や作; 布丁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23-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在星星落下的地方/莯芽里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876-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在隨心所欲的異世界裡變成對渣男

言聽計從的雌性/あたげ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11-1 (PDF) 限制

級  

*在隨心所欲的異世界裡變成對渣男

言聽計從的雌性/あたげ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12-8 (EPUB) 限

制級  

在魔王城說晚安. 17/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14-4 (EPUB) 普遍級  

在魔王城說晚安. 18/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15-1 (EPUB) 普遍級  

妄想 OL 想跟帥哥夢魔 xxx/高篠らみ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5-4 (EPUB) 限制

級  

好想擁抱你 /サガミワカ原作 ;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28-1 (EPUB) 普遍級  

如果能夠把「謝謝」說出口= あり

がとうって言えたなら/瀧波由佳利

作;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出版國際, 11106 .-- 1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41-561-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宇宙兄弟/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2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183-4 (第

35 冊:平裝) 普遍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9/真木蛍五

作 ; 游 非 凡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2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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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專區的魔物。: 因為青梅竹馬裝

作是放蕩女,所以我就試著跟她 SEX

了 /Kazutaro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65-5 (EPUB) 限制級  

成為 Omega: 發情的 α/塔夜綴作; 星

野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72-1 (平裝) 限制級  

有可能是晃(♂)也可能是晃(♀). 1/八

壽子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87-5 (PDF) 普遍級  

有可能是晃(♂)也可能是晃(♀). 1/八

壽子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88-2 (EPUB) 普遍級  

死役所/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185-8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12/INOUE 作;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60-1 (EPUB) 限制級  

汗水和皂香. 3/山田金鉄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23-5 (EPUB) 

普遍級  

百與卍/紗久楽さわ原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339-7 (第 4 冊:平裝) 限制級  

老師不是便器。/ホン.トク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48-7 (第 4 冊:

平裝) NT$240 限制級  

老師抱歉囉/meco 原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66-3 

(EPUB) 限制級  

肉肉女友與甜食男友: 甜膩系床上減

肥大作戰 /三夏作; 吳時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59-4 (EPUB) 

普遍級  

肉肉女友與甜食男友: 甜膩系床上減

肥大作戰/三夏作; 吳時馨譯 .-- 1 版 .-

- 臺北市 : 紳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60-0 (PDF) 普遍級  

自動販賣機可以買到那份戀情嗎?. 

2/吉井春秋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8 .-- 176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00-6909-4 (平裝) 限制

級  

色慾禁咒 Lust Geass/高橋脩作; 林星

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88-4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色慾禁咒 Lust Geass. 6/高橋脩作; 林

星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24-9 (EPUB) 限制級  

行星的恆心(漫畫版)/百里蒔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41-4 (EPUB) 

普遍級  

行星的恆心(漫畫版)/百里蒔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42-1 (PDF) 

普遍級  

你已經咬不得了 /あさじまルイ作; 

黃盈琪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83-3 (EPUB) 限制級  

你的咬痕讓人融化/縁々原作; 陳欣

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93-2 (EPUB) 限制級  

你是 008. 4/松江名俊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24-2 (EPUB) 普遍

級  

你根本不懂什麼是愛 /鳴坂リン作; 

朔小方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81-9 (EPUB) 限制級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望公太

原作; 東鐵神作; CHIKA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40-039-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040-5 (第 1 冊:平裝

限定版) 普遍級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1/東鐵

神作; CHIKA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10-5 (EPUB) 普遍級  

別碰我,緊緊抱住我. 下/紅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46-2 

(PDF) 限制級  

別碰我,緊緊抱住我. 下/紅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47-9 

(EPUB) 限制級  

別碰我,緊緊抱住我. 上/紅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48-6 

(PDF) 限制級  

別碰我,緊緊抱住我. 上/紅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49-3 

(EPUB) 限制級  

別對映像研出手/大童澄瞳作; 王浩

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335-9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即使如此也無所謂/まさお三月原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08-3 (EPUB) 限制級  

即使我不再是 15 歲。/あむ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09-9 (EPUB) 普遍級  

吸血鬼症候群/JYANOME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64-8 (EPUB) 限制級  

吟詠花戀. 7/夏目維朔作; 李芝慧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25-9 (EPUB) 限制

級  

妖幻三重奏/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727-6 (第 9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9924-9 (第

9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30 限制

級  

希望復仇的最強勇者憑藉黑暗之力

展開殲滅無雙. 2/斧名田マニマニ原

作 ; 李 俊 銘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08-2 (EPUB) 普遍級  

彷彿一家人/麻生海漫畫;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336-6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忍不住想打擾你 /bibi 園長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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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335-658-0 

(EPUB) 普遍級  

忍不住想打擾你 /bibi 園長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59-7 (PDF) 

普遍級  

快來喔!淫靡的精靈之森/一ノ瀬ラン

ド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43-

2 (平裝) NT$240 限制級  

我才不是你的牛!/みーち作; 潘琳芸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05-6 (平裝) 限制級  

我不懂如何談戀愛/まちお郁作; 黛

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99-0 (平裝) 普遍級  

我不懂如何談戀愛/まちお郁作; 黛

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25-6 (EPUB) 普遍級  

我今天也被那個男人吃掉了/さんろ

く丸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242-5 (平裝) NT$270 限制級  

我在某一天,突然變成了『TL 體質』。

/真野ゆかり原作; 星乃みなみ漫畫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07-5 (EPUB) 限制

級  

我作著明天的夢/不破慎理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42-

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和你的親暱關係/腰乃漫畫; 耐勒

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67-0 (EPUB) 限制級  

我所不知道的你的另一面/藤作; 風

花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99-0 (平裝) 限制級  

*我所看見的未來/竜樹諒作; 高彩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107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8-63-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我所看見的未來/竜樹諒作; 高彩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8-70-2 (EPUB) 普遍級  

我的多管閒事 DARLING/ほむらじ

いこ作; 謝旻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00-7 (EPUB) 限制級  

我的兒子似乎轉生去了異世界/かね

もと原作; シバタヒカリ漫畫; 謝子

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34-

4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我 的 幸 運 , 因 你 而 起 : 星 之 日 常

/HAHA 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70-4 (EPUB) 普遍級  

我 的 幸 運 , 因 你 而 起 : 星 之 日 常

/HAHA 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71-1 (PDF) 普遍級  

我的跟蹤狂才貌雙全/芥作; LYT 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865-

3 (平裝) 限制級  

我的飼主/Yuki Nikaw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63-1 (EPUB) 限制級  

我的鄰居既自我中心又撒嬌得要命

/Nanako Sakura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39-6 (EPUB) 限制級  

我怎麼可能會愛上你. 心動篇/須坂

紫那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44-3 (平裝) .-- ISBN 978-

626-340-045-0 (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我怎麼可能會愛上你. 心動篇(全一

冊)/須坂紫那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06-8 (EPUB) 限制級  

我們的最大公約數 /嘉島ちあき作; 

流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68-7 (EPUB) 限制級  

我 們 將 會 在 地 獄 裡 描 繪 愛 情

/MikaAs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61-7 

(EPUB) 限制級  

*我偷偷把兄控巨乳妹妹吃掉了 /ク

ロ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13-5 (PDF) 限制級  

*我偷偷把兄控巨乳妹妹吃掉了 /ク

ロ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14-2 (EPUB) 限制級  

我這個 AV 男神怎麼可能被成人玩

具搞到高潮!!!/小宮山こまち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189-6 (平裝) 限制級  

我會對抗命運給你看的!/Katoh Susu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60-0 (EPUB) 

限制級  

我與尼特女忍者的莫名同居生活/小

龍原作.漫畫; 飛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98-3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我與尼特女忍者的莫名同居生活. 1/

小龍原作.漫畫; 飛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26-3 (EPUB) 普遍

級  

我與你的契合度 /ほむらじいこ作; 

謝旻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01-4 (EPUB) 限制級  

我與城隍的 49 天/蝦米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63-9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抖 S 的裏帳號男子/すめし作; ch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198-3 (平裝) 限制級  

抖 S 偶像超合我胃口/ほっかむり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810-

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把我當成性伴侶不好嗎?/あこ助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46-3 (平裝) 

NT$200 限制級  

求妳快走吧,阿久津!/長岡太一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1-691-

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

692-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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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妳快走吧,阿久津!. 2/長岡太一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27-0 (EPUB) 普遍級  

求妳快走吧,阿久津!. 3/長岡太一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28-7 (EPUB) 普遍級  

沒察覺的視線/かみしまあきら原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86-4 (EPUB) 限制級  

男公關的紳士鄰人/桃季さえ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10-

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言之罪= In these words/咎 Q 漫畫; 鬼

畜貓編劇 .-- 臺北市 : 伯樂巷, 11107 .-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9711-3-4 (第 4 冊:平裝) 限制級  

那年,我們的夏天: 喜歡的初夏/韓景

察著; 李娜恩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8 .-- 冊 .-- ISBN 978-

986-506-464-8 (上冊 :平裝 ) .-- ISBN 

978-986-506-465-5 ( 下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06-466-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那我就不客氣地享用啦!!/倉橋トモ

漫畫;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97-0 (EPUB) 限制級  

那些關於我忍不住想騎到同期同事

之上的事情/貓野まりこ原作; 小春

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91-8 (EPUB) 限制級  

亞爾斯蘭戰記/荒川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46-7 (第 1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亞爾斯蘭戰記. 16/田中芳樹原作; 荒

川弘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26-6 (EPUB) 普遍級  

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2/

望月麻衣原作; 秋月壱葉作畫; 翁蛉

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27-3 (EPUB) 

普遍級  

兔醫生和虎流氓. 4/本間アキラ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28-0 

(EPUB) 限制級  

兩人爸爸/Mitsunami 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59-4 (EPUB) 限制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8/星森雪最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877-6 (PDF) 普遍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8/星森雪最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878-3 (EPUB) 普遍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9/星森雪最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879-0 (EPUB) 普遍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9/星森雪最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880-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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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69-4 (EPUB) 限制級  

咒術迴戰 . 16/芥見下々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704-7 (EPUB) 

普遍級  

咒術迴戰 . 17/芥見下々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703-0 (EPUB) 

普遍級  

咒術迴戰 . 18/芥見下々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702-3 (EPUB) 

普遍級  

咒術迴戰 . 19/芥見下々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29-7 (EPUB) 

普遍級  

和老師 ,在那之後 /らくたしょうこ

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35-1 (平裝) .-- ISBN 978-

626-340-036-8 (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和老師,在那之後(全一冊)/らくたし

ょうこ作; 和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05-1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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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89-9 (PDF)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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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94-3 (EPUB) 限制級  

和童伴開始了愛人契約/示路々井さ

に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874-5 (平裝) 限制級  

*和辣妹結菜醬一起 H. 3/konomi 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29-6 (PDF) 限制

級  

*和辣妹結菜醬一起 H. 3/konomi 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30-2 (EPUB) 限

制級  

妻子提升了愛愛技巧: 妻子與表妹之

姊妹丼/鳳まひろ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08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45-6 (平裝) NT$270 限

制級  

妳是不是該為我這被激起的性欲負

責?: 被中年大叔用 SEX 教做人/伏夜

俄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58-7 (EPUB) 

限制級  

屈居閣樓的公爵夫人/もり原作; 林

マキ漫畫; 穗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321-701-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702-7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屈居閣樓的公爵夫人. 1/もり原作; 

林マキ漫畫; 穗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52-2 (EPUB) 普遍

級  

屈居閣樓的公爵夫人. 2/もり原作; 

林マキ漫畫; 穗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53-9 (EPUB) 普遍

級  

帕秋莉.諾蕾姬快感紀錄. II/てち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28 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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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1-239-5 (平裝) 

NT$210 限制級  

帕諾拉馬島綺譚/江戶川亂步, 丸尾

末廣著; 黃鴻硯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5-165-9 (EPUB) 普遍級  

帕諾拉馬島綺譚= パノラマ島綺譚/

江戶川亂步 , 丸尾末廣著 ; 黃鴻硯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8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5-

161-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底 層 戰 士 , 轉 職 成 外 掛 魔 導

師!/kimimaro 原作; タシロタクヤ漫

畫; 志野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8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62-7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弦月與甜甜圈/雨水汐作; 蔡妃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48-8 (第 3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怪獸 8 號. 6/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23-0 

(EPUB) 普遍級  

怪獸 8 號. 6/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24-7 (PDF) 

普遍級  

*抵達了隨心所欲的場所 /真白しろ

い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15-9 (PDF) 限制級  

*抵達了隨心所欲的場所 /真白しろ

い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16-6 (EPUB) 限制級  

放棄忍耐...在電梯動起來之前一臉

淫蕩地持續陰道高潮.../きなぎれあ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91-7 (EPUB) 

限制級  

明天可能會愛你/山下街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85-6 (EPUB) 限制級  

明里與他戀愛糾結中 /鶴亀まよ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88-8 (EPUB) 限制級  

明治從屬 W/たつもとみお作; 都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0-187-7 (下冊:

平裝) .-- ISBN 978-626-340-186-0 (上

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189-1 

(下冊:平裝限定版) .-- ISBN 978-626-

340-188-4 (上冊: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明華園戲劇總團 冥戰錄: 演出筆記

= The apocalypse of darkness warfare/韋

宗成作 .-- 初版二刷 .-- 桃園市 : 未來

數位, 11106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114-4-0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 11/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30-3 (EPUB) 

普遍級  

炎炎消防隊. 31/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31-0 (EPUB) 

普遍級  

物之古物奇譚/オニグンソウ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713-9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9714-6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社神降德/鬼野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917-1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3/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13-1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3/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14-8 (PDF) 

普遍級  

空母伊吹. 4/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15-5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4/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16-2 (PDF) 

普遍級  

空母伊吹. 5/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17-9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5/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18-6 (PDF) 

普遍級  

空母伊吹. 6/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19-3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6/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20-9 (PDF) 

普遍級  

空母伊吹. 7/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21-6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7/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22-3 (PDF) 

普遍級  

芭蕉的芽/左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83-9 (EPUB) 普遍級  

花與兔子/嘉島ちあき作; 流川昂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70-0 

(EPUB) 限制級  

虎男會長,一決勝負吧!!/夕倉亞希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04-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51-1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

事件簿/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 佐藤

文也原作 ; 船津紳平漫畫 ;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748-1 (第

1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阿斯莫德是不會放棄的. 1/勇人作; 

蔡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04-5 (EPUB) 限制級  

青年夢想進行曲 /もふもふ枝子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89-5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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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箱/三浦糀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57-26-9728-3 (第 5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非洲的動物上班族/ガム作; 芙菈格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15-7 (EPUB) 普遍級  

便利商店店員與上班族先生/おまゆ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51-1 (平裝) 限制級  

便利商店店員與上班族先生 (全一

冊)/おまゆ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92-4 (EPUB) 限制級  

便利貼男孩的春天/加藤スス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44-

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勇者鬥惡龍: 達伊的大冒險: 勇者阿

邦與獄炎魔王/三条陸原作; 芝田優

作漫畫;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066-5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勇者鬥惡龍: 達伊的大冒險: 勇者阿

邦與獄炎魔王. 1/三条陸原作; 芝田

優作漫畫; 蘇奕軒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93-1 (EPUB) 普遍級  

垣根與境内(全一冊)/おまる作; 游若

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94-8 (EPUB) 

限制級  

垣根與境內/おまる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58-

0 (平裝) 限制級  

屍人莊殺人事件/今村昌弘原作; ミ

ヨカワ将漫畫;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84-9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屍人莊殺人事件. 2/今村昌弘原作; 

ミヨカワ将漫畫; 何立心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95-5 (EPUB) 普遍級  

拜託請穿上,鷹峰同學/柊裕一作;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54-

2 (第 6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故事說不停. 下/五十嵐大介著; 黃鴻

硯 譯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臉 譜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158-1 (PDF) 普遍級  

故事說不停. 上/五十嵐大介著; 黃鴻

硯 譯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臉 譜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157-4 (PDF) 普遍級  

星座使瑟蕾娜 /LEN(A-7)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37-9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 17/吉永史作 ; 蔡雅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00-1 

(PDF)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 17/吉永史作 ; 蔡雅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01-8 

(EPUB) 普遍級  

流浪神差/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747-4 (第 25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流浪神差 . 24/安達渡嘉作 ;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52-5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我到現在還無法說出喜歡你/

黒木めぐみ; kreuz+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98-7 (EPUB) 限制

級  

為左手而彈的二重奏 /松岡健太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35-8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盾之勇者的某天日常. 1/アネコ ユサ

ギ原作; 赤樫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860-0 (EPUB) 普遍級  

科多.馬提斯 CORTOMALTESE: 威尼

斯傳說 /雨果 .帕特(Hugo Pratt)漫畫; 

江灝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

化, 111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9-422-1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穿越時空回到高二的我,對當時喜歡

的老師告白後的結果/ケンノジ原作; 

松元こみかん作畫; 蘇奕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83-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紅日之櫻: 捉鬼專門店/邱瑞新漫畫 .-

- 新北市 : 天虹, 11107 .-- 1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6-3-5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紅繩子/高秉涵原著; JULAI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9-52-4 

(EPUB) 普遍級  

美味佳餚 Ω 吱吱叫/はなさわ浪雄

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873-8 (平裝) 限制級  

若我和其他男人結婚的話你仍然會

和我愛愛嗎?/江戸川浪漫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8 .-- 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36-4 ( 平 裝 ) 

NT$280 限制級  

要聽爸爸的話!遵命,美羽大人!. 1/松

智洋原作; 加藤友緒漫畫; NAO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89-4 (EPUB) 限制

級  

風 暴 中 的 花 / 佐 藤 ア キ ヒ ト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25-4 (EPUB) 限制級  

風 暴 中 的 花 / 佐 藤 ア キ ヒ ト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26-1 (PDF) 限制級  

飛翔的魔女/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745-0 (第 1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香格里拉.開拓異境: 糞作獵手挑戰

神作. 3/硬梨菜原作; 不二涼介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61-7 

(EPUB) 普遍級  

凌辱!潛入搜查官. II/柊柾葵作; 蘇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08-7 (平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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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屈原、關公、媽祖,都不是中

國人: 別再誤會中國!/邱顯洵著; 文魯

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7-0-1 (PDF) 普遍級  

家庭調教師/いつきまこと作; 流川

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96-3 (EPUB) 限制級  

時間停止勇者. 2/光永康則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32-7 (EPUB) 

限制級  

書蟲公主. 3/由唯原作; 喜久田ゆい

漫 畫 ; 季 夏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62-4 (EPUB) 普遍級  

海倫娜與大野狼先生/布里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1-709-6 (上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1-710-2 (下

冊:平裝) 普遍級  

海倫娜與大野狼先生. 下/布里斯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56-0 

(EPUB) 普遍級  

海倫娜與大野狼先生. 上/布里斯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55-3 

(EPUB) 普遍級  

烘焙王: 超現實. 1/入江謙三原作; 橋

口たかし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00-3 (EPUB) 普遍級  

特殊傳說(漫畫). 學院篇. 6/護玄原著

腳本; 紅麟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9-50-0 (EPUB) 普遍級  

狼與鴉/よこざわ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07-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3/かろちー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17-3 

(PDF) 限制級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3/かろちー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18-0 

(EPUB) 限制級  

真相雜音: 收訊偵探事件簿/合同会

社 DMM GAMES 原作; 伊東フミ作

畫 ; 謝 子 庭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23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851-8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真假茱莉葉. II. 11/絵夢羅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53-0 

(EPUB) 普遍級  

真假茱莉葉. II. 11/絵夢羅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54-7 

(PDF) 普遍級  

祕密啾/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61-7 (EPUB) 

普遍級  

祕密啾/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62-4 (PDF) 

普遍級  

神之雫 最終章: Mariage. 26/亞樹直, 

沖本秀作; 涂翠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24-7 (PDF) 普遍級  

神之雫 最終章: Mariage. 26/亞樹直, 

沖本秀作; 涂翠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25-4 (EPUB) 普遍級  

神之子們的懺悔. 1/千歲四季作; 花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31-8 (PDF) 普遍級  

神之子們的懺悔. 1/千歲四季作; 花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32-5 (EPUB) 普遍級  

神啊、我已經察覺到了/岩城裕明原

作; ウエマツ七司漫畫;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35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733-7 (平裝) 

NT$180 普遍級  

神劍闖江湖: 明治劍客浪漫傳奇. 北

海道篇/和月伸宏作; 林佳祥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176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57-26-9940-9 (第 7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秘密/アボガド 6 著; 蔡承歡譯 .-- 臺

北市 : 平裝本,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2-4-1 (PDF) 普遍級  

笑話.開始.室友/くらのね吉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56-6 (平裝) 限制級  

笑話.開始.室友(全一冊)/くらのね吉

作 ; 魏 嫚 秀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96-2 (EPUB) 限制級  

純真之人/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208-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迷幻情人/湯煎温子作; 李芸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804-4 ( 平 裝 ) 

NT$150 限制級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神毛物由宇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33-3 (第 8 冊:

平裝) NT$240 限制級  

迷戀上我吧?雀君: 被完美情人的他

玩弄於掌心/巴町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097-9 (EPUB) 限制級  

追你追你愛上你 /ほむらじいこ作; 

謝旻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99-4 (EPUB) 限制級  

釘 錘 俠 的 釘 錘 戰 車 ( 黑 白 版 )= 

Hammer man's hammer 

tank(B&W)/Ahpa 故事.作畫 .-- 初版 .-

- 臺北市 : AHPA Comics, 11107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11-1-

6 (第 2 卷:平裝) 普遍級  

高校星歌劇: 星塵之夢. 2/ひなた凜

原作; 冰堂れん作畫; 尤靜慧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63-1 (EPUB) 普遍級  

唯有那殘酷的溫柔男才能觸碰我的

身體/INECO INAMOT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98-6 (EPUB) 限制級  

*寄生蟲 諾亞. 2/慧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19-7 (PDF)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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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蟲 諾亞. 2/慧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20-3 (EPUB) 限制級  

從女高中生時代重新打造退休藍圖/

林達永原作; 李惠成漫畫; 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82-5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從女高中生時代重新打造退休藍圖. 

1/林達永原作; 李惠成漫畫; 伶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99-3 (EPUB) 限制

級  

從 唇 中 散 發 出 的 甜 蜜 滋 味 /matsuo 

isam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62-4 

(EPUB) 限制級  

探索者的盡頭/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

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340-3 (平裝珍藏版) 限制級  

接下來是倫理課. 3/雨瀬栞作; 游非

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64-8 (EPUB) 

普遍級  

教到讓你哭泣為止/やごとき智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86-3 (EPUB) 限制

級  

晚安與擁抱/Haida Nanako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57-0 (EPUB) 限制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209-1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86-8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38-4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2/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87-5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2/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88-2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3/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89-9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3/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90-5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4/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91-2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4/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92-9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5/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93-6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5/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94-3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6/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95-0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6/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096-7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7/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04-9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7/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05-6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8/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02-5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8/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03-2 

(EPUB) 普遍級  

淫蕩受: 敬語紳士 x 抖 M/yoshizuka 

mayak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56-3 

(EPUB) 限制級  

深夜時分的侵略者/関谷あさ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44-9 (平裝) 

NT$230 限制級  

深海的兩人/冬乃郁也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55-4 (EPUB) 

限制級  

深海的兩人/冬乃郁也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56-1 (PDF) 

限制級  

猜 猜 我 們 誰 是 攻 / 柊 の ぞ む 原 作 ; 

Dolphi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71-7 (EPUB) 限制級  

猜猜我們誰是攻!!!: 求婚的覺悟/柊

のぞむ原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72-4 (EPUB) 

限制級  

猜猜我們誰是攻!!!: 第三位型男/柊

のぞむ原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73-1 (EPUB) 

限制級  

猜猜我們誰是攻!!!: 麻煩的型男/柊

のぞむ原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74-8 (EPUB) 

限制級  

現在,正在談戀愛。/八田鮎子作; 瓜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37-7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蘇我捨恥

原作; 氷樹一世漫畫; 夏德爾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687-

7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 8/蘇我捨

恥原作; 氷樹一世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3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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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世界賢者的轉生無雙: 用遊戲知識

成為異世界最強/進行諸島原作; 三

十三十作畫; 梁勝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081-8 (第 1 冊:平

裝) 普遍級  

異刻見聞錄/るん太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8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38-6 (第 1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笨拙的我們間的盲點/もふもふ枝子

作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284-0 

(EPUB) 限制級  

終末的女武神. 6/アジチカ作畫; 梅

村真也原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865-5 (EPUB) 普遍級  

被已經不需要育成技能的勇者隊伍

辭退,便試著把代替退休金拿到的領

土變強/黒おーじ原作; たかはし慶

行作; 倚風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80-1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被無節操的傢伙用 xxx 克服心理陰

影/ゆずしを作; 陳家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97-6 (平裝) 

限制級  

被善於說謊的他給騙了/峰島なわこ

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868-4 (平裝) 限制級  

貪婪上司的二度襲擊: 保險套一個還

不夠...濃厚的賓館研修/Ruki Ichikaw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01-3 (EPUB) 

限制級  

這個阿宅,以前是個殺手。/Ko-dai 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44-0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這裡的 M 是 MAJIME 的 M/音海ちさ

作; 魚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70-7 (平裝) 限制級  

通往王國之路 從奴隸劍士崛起的英

雄譚/伊藤壽規作; shaunten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79-5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通往王國之路 從奴隸劍士崛起的英

雄譚. 2/伊藤壽規作; shaunten 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02-0 (EPUB) 限制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16/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66-2 

(EPUB) 普遍級  

通靈童子: 法斯特 8 世 永遠的愛麗莎

/武井宏之原作; 田中文漫畫; 許任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738-2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9739-9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

26-9931-7 (第 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130 普遍級  

通靈童子 THE SUPER STAR. 5/武井

宏之作; 陳楷錞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867-9 (EPUB) 普遍級  

連命運都屏住呼吸/滝端作; 都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48-

1 (平裝) 限制級  

連命運都屏住呼吸(全一冊)/滝端作; 

都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03-7 

(EPUB) 限制級  

部下止不住對我的色色妄想/背筋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69-3 

(EPUB) 限制級  

野獸想用愛與你連繫/楽田トリノ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06-3 (平裝) 限制級  

陰陽眼見子/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

689-1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陰陽眼見子. 6/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34-8 

(EPUB) 普遍級  

最後的配餐就決定享用妳了 我被溺

愛屬性的常客猛烈求愛/吹田まふゆ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6-1 (EPUB) 限制

級  

最喜歡老師的大雞雞了/ちる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41-8 (平裝) 

NT$240 限制級  

最遊記 RELOAD(典藏版)/峰倉かず

や作; 陳少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冊 .-- ISBN 978-626-00-

6875-2 (全套:平裝) NT$2000 普遍級  

喜歡我好嗎?/ほむらじいこ作; 澤野

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40-

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喜歡的偶像居然變成了公認的跟蹤

狂/瀬尾みいのすけ作;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1-694-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1-695-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喜歡的偶像居然變成了公認的跟蹤

狂. 2/瀬尾みいのすけ作; 霖之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35-5 

(EPUB) 普遍級  

喜歡的偶像居然變成了公認的跟蹤

狂. 3/瀬尾みいのすけ作; 霖之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36-2 

(EPUB) 普遍級  

堤亞穆帝國物語: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漫畫版). 3/

杜乃ミズ作; 張凱鈞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04-4 (EPUB) 普遍級  

堤亞穆帝國物語: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漫畫版)/杜乃

ミズ作; 張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69-6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惡役千金的目標是成為夜鶯/さと原

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花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902-5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惡辣耽溺教育/里西立樺作; 何硯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055-9 (平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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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癖 . 1/イイモ作; 魏嫚秀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29-5 (PDF) 

限制級  

惡癖 . 1/イイモ作; 魏嫚秀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30-1 (EPUB) 

限制級  

惡癖 . 2/イイモ作; 魏嫚秀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35-6 (EPUB) 

限制級  

惡癖 . 2/イイモ作; 魏嫚秀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836-3 (PDF) 

限制級  

惡魔的深夜之旅/日野晶作; 林玟伶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21-4 (平

裝) NT$150 限制級  

惠與亞實. 3/S 井ミツル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70-9 (EPUB) 

限制級  

晴天後的四季社/ひのた作; 鍾佳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16-4 (EPUB) 普遍級  

森林裡的熊先生,冬眠中。/ハルチカ

作; Galassia, 都雪, 李亞妮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59-7 (第 2 冊:

平裝) 限制級  

森林裡的熊先生,冬眠中。. 2/ハルチ

カ作; Galassia, 都雪, 李亞妮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18-1 (EPUB) 普遍級  

棒球大聯盟 2nd/滿田拓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

078-8 (第 23 冊:平裝) 普遍級  

棒 球 大 聯 盟 2nd. 23/ 滿 田 拓 也 作 ; 

yoshik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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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10-6 (EPUB) 限制級  

湛藍色的愛戀. 2/市川けい原作; 小

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11-3 (EPUB) 限制級  

湛藍色的愛戀. 3/市川けい原作; 小

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12-0 (EPUB) 限制級  

湛藍色的愛戀. 4/市川けい原作; 小

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13-7 (EPUB) 限制級  

渴望復仇的最強勇者憑藉黑暗之力

展開殲滅無雙/斧名田マニマニ原作; 

坂本あきら漫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6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47-1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渴望愛的貓. 1/アッチあい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71-6 (EPUB) 

普遍級  

* 無 人 島 JK! 太 好 上 啦 吉 村 同 學 !. 

volume. 3, 大家一起 NTR 篇/トイレ

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21-0 (PDF) 限制級  

* 無 人 島 JK! 太 好 上 啦 吉 村 同 學 !. 

volume. 3, 大家一起 NTR 篇/トイレ

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22-7 (EPUB) 限制級  

* 無 人 島 JK! 太 好 上 啦 吉 村 同 學 !. 

volume. 4/トイレ籠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23-4 (PDF) 限制級  

* 無 人 島 JK! 太 好 上 啦 吉 村 同 學 !. 

volume. 4/トイレ籠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24-1 (EPUB) 限制級  

無法對你溫柔/茶渋たむ作;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13-1 

(EPUB) 限制級  

無法對你溫柔/茶渋たむ作;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14-8 

(PDF) 限制級  

短跑女神. 5/原田重光作; Karoti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33-4 

(EPUB) 限制級  

童年玩伴忍不住. 1/百瀬あん作; 翁

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72-3 

(EPUB) 限制級  

等待黎明的扭曲愛意/三ツ矢凡人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925-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結緣甘神神社/内藤マーシー作; 加

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812-

9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華與樂/阿部あかね作; ky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05-2 

(EPUB) 限制級  

虛假八卦/bov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54-2 (平裝) 

限制級  

虛假八卦(全一冊)/bov 作; midori 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19-8 (EPUB) 普遍

級  

視訊會議中真的不可以色色啦...!!但

鏡頭外卻已直接插入!/霜也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647-9 (EPUB) 限制級  

越可愛的狗越會叫/MEGUM 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087-0 (EPUB) 限制級  

越是想要逃越是逃不掉: 要說幾百遍、

我絕對不結婚!/星乃みなみ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643-1 (EPUB) 限制級  

越線兄弟/魚ともみ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75-4 (EPUB) 限制

級  

週一九點的戀人/ヤマヲミ作; 星野

兔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8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69-1 (平裝) 限制級  

間諜教室/竹町原作; せうかなめ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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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77-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間諜教室. 2/せうかなめ作; 竹町原

作 ; 蘇 奕 軒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20-4 (EPUB) 普遍級  

黑毛豬與戀之奴隸/SHOOWA 原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75-5 (EPUB) 限制級  

黑毛豬與戀之奴隸. 2/SHOOWA 原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76-2 (EPUB) 限制級  

黑色嘉年華. 26/御巫桃也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95-0 

(EPUB) 普遍級  

黑色嘉年華. 26/御巫桃也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96-7 

(PDF) 普遍級  

黑色嘉年華. 27/御巫桃也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97-4 

(EPUB) 普遍級  

黑色嘉年華. 27/御巫桃也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98-1 

(PDF) 普遍級  

黑道 Ω 的伴侶/黒井よだか作; 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811-2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黑貓的甜蜜輕咬. 1/華谷艷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27-8 (EPUB) 普遍級  

黑貓的甜蜜輕咬. 1/華谷艷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28-5 (PDF) 普遍級  

黑貓的甜蜜輕咬. 2/華谷艷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29-2 (EPUB) 普遍級  

黑貓的甜蜜輕咬. 2/華谷艷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30-8 (PDF) 普遍級  

微光的召喚師/Gene 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8 .-- 15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00-6864-6 (第 3 冊:平

裝) 普遍級  

想吃掉我的非人少女/苗川采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8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76-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想吃掉我的非人少女. 1/苗川采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21-1 

(EPUB) 普遍級  

想把可愛的妳弄得亂七八糟、占為

己有: 童年玩伴長大後變得超難纏/

灰田ヨリ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46-2 (EPUB) 

限制級  

想看妳露出羞恥的模樣/甜米らくれ

作 ; 林 志 昌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735-

1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9736-8 (第 2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想要一飲而盡你的淚. 1/廣瀬アユム

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931-5 (EPUB) 普遍級  

想要一飲而盡你的淚. 1/廣瀬アユム

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932-2 (PDF) 普遍級  

愛生氣的達令 櫻庭老師難得陷入煩

惱/秋雨るい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877-8 (EPUB) 限制級  

愛哭鬼對壞心眼惡魔言聽計從/乃々

うたこ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55-6 

(EPUB) 限制級  

*愛情傳教士. 番外篇. 1, 相撞的話就

能盡情射射!幸運愛愛的世界/赤月み

ゅう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25-8 (PDF) 限制級  

*愛情傳教士. 番外篇. 1, 相撞的話就

能盡情射射!幸運愛愛的世界/赤月み

ゅう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26-5 (EPUB) 限制級  

惹人愛憐的蠢蛋/DONDON 作; 夜原

優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66-0 (平裝) 限制級  

搭檔 DOUBLE/野田彩子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03-4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搜查瑠公圳/瑠公圳文創事業企劃製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動 力 , 

11107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49-4 (上冊:平裝) NT$220 普

遍級  

新手巨乳妻. 12/大井昌和作; 鄭世彬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81-3 

(EPUB) 普遍級  

新手巨乳妻. 12/大井昌和作; 鄭世彬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82-0 

(PDF) 普遍級  

新手巨乳妻. 13/大井昌和作; 鄭世彬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83-7 

(EPUB) 普遍級  

新手巨乳妻. 13/大井昌和作; 鄭世彬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84-4 

(PDF) 普遍級  

新手爸爸在共生公寓找到愛情/中見

トモ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

9801-3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9802-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新世界狂歡遊戲設定集 /PINKCOR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8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1-684-6 (平裝) 限制級  

新本格魔法少女莉絲佳/西尾維新原

作; 絵本奈央漫畫; 許任駒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

957-26-9926-3 (第 1 冊:平裝) NT$130 .-

- ISBN 978-957-26-9927-0 (第 2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暗號是雪茄味/Shirogane Jelly 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2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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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品淫魔/矼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27-2 (PDF) 限制級  

*極品淫魔/矼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28-9 (EPUB) 限制級  

極道男子是萌寵/Hana Watase 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54-9 (EPUB) 普遍級  

極樂達令 Heaven's darling/紺色ルナ

作; 陳律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194-5 (平裝) 限制級  

煙淡雨初晴/綺霏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862-2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葬送的芙莉蓮/山田鐘人原作; アベ 

ツカサ漫畫; 里歐貝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752-8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葬送的芙莉蓮. 6/山田鐘人原作; 阿

部司作畫; 里歐貝萊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859-4 (EPUB) 普遍級  

詩歌川百景. 1/吉田秋生作;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78-5 (EPUB) 

普遍級  

境界觸發者. 23/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80-8 (EPUB) 

普遍級  

夢之雫、黃金鳥籠. 15/篠原千絵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81-5 

(EPUB) 普遍級  

對淫魔大人高喊哈利路亞!/八百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0-195-

2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340-

196-9 (下冊:平裝) 限制級  

徹夜之歌/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

957-26-9838-9 (第 5 冊:平裝) NT$100 .-

- ISBN 978-957-26-9839-6 (第 6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滴答滴答/板垣巴留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53-2 (EPUB) 普遍

級  

滿月珈琲店/櫻田千尋原作; 望月麻

衣作; 邱憶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11-9 (平裝) 普遍

級  

漫畫版名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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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89-2 (EPUB) 普遍

級  

漫畫版名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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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8-90-8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43-8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44-5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2/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45-2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2/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46-9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3/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47-6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3/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48-3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4/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49-0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4/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50-6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5/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52-0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5/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53-7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6/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54-4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6/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55-1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7/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56-8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7/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59-9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8/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60-5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8/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61-2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9/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62-9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9/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65-0 (PDF) 普遍級  

精靈寶可夢 SPECIAL 太陽.月亮/山本

智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075-7 (第 6 冊:平裝) 普遍

級  

與你的溫柔逃逸/波野ココロ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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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644-8 (EPUB) 限制級  

與青梅竹馬調酒師展開一場快感開

發訓練/高篠らみ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7-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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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57-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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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858-5 (PDF) 限制級  

銀河英雄傳說/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

竜漫畫;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74-0 (第 20 冊:平裝) 普

遍級  

銀河英雄傳說. 20/田中芳樹原作; 藤

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28-0 (EPUB) 普遍級  

凜子妹妹包養小白臉/七瀬八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808-

2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劍魂綺想錄. 3/尹思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28-5 (PDF) 普遍級  

劍魂綺想錄. 3/尹思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29-2 (EPUB) 普遍

級  

墜落 JK 與廢人老師. 5/sora 作; 吳美

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54-9 (EPUB) 

普遍級  

影姬的婚禮. 3/京町妃紗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33-9 

(EPUB) 普遍級  

影姬的婚禮. 3/京町妃紗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34-6 

(PDF) 普遍級  

憂國的莫里亞蒂. 11/柯南.道爾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855-6 (EPUB) 普遍級  

憂國的莫里亞蒂. 12/柯南.道爾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856-3 (EPUB) 普遍級  

憂鬱者之歌: 精神病房掙扎求生實錄

/卯月妙子著; 何姵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379-3 (平裝) 

限制級  

播種歐吉桑與人妻 NTR 性連結/木鈴

カケ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238-8 (平裝) NT$200 限制級  

模範生的制服之中 /藤田カフェコ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53-2 (EPUB) 

限制級  

模範生的制服之中/藤田カフェコ作; 

李亞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93-8 (平裝) 限制級  

樂園 NOISE. 1/杉井光作; 譚志瑋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03-4 (EPUB) 限制

級  

潮.處男: 男生宿舍內室友讓我夜夜

濕身/大林由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50-9 

(EPUB) 限制級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 Ω/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36-0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翩然心動的倒數計時. 1/語弓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68-1 (EPUB) 

普遍級  

翩然心動的倒數計時. 1/語弓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69-8 (PDF) 

普遍級  

衛 宮 家 今 天 的 餐 桌 風 景 /TYPE-

MOON 原作; TAa 漫畫; Dem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686-

0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衛 宮 家 今 天 的 餐 桌 風 景 . 7/TYPE-

MOON 原作; TAa 漫畫; Dem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38-6 

(EPUB) 普遍級  

談場普通的戀愛(全一冊)(電子特典

版)/テラシマ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90-0 (EPUB) 限制級  

請享用這朵花: 綻放的神之花/シロ

ヒト梨太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857-0 (EPUB) 普遍級  

請託之事,難以啟齒. 2/腰乃作; 紅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59-5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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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59-2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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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60-8 (PDF) 普遍級  

請讓我成為你的小綿羊!/あずみつな

作;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12-4 (平裝) 限制級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逆井卓馬原作; 

みなみ漫畫;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1-697-6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1/逆井卓馬原作; 

みなみ漫畫;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39-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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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31-3 (第 26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輝夜傳/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899-8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適性率 ZERO/U 作; 鍾明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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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41-2 (平

裝) .-- ISBN 978-626-340-042-9 (平裝

限定版) 限制級  

適性率 ZERO(全一冊)/U 作; 鍾明秀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29-7 (EPUB) 

普遍級  

學生奶爸情人. 臉紅心跳夫婦篇/御

景椿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92-5 (EPUB) 限制級  

學姊想要謀殺我/助野嘉昭&らふす

けっち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928-

7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9929-4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戰慄之牙下的大麗花/高永ひなこ原

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90-1 (EPUB) 限制級  

擅長逃跑的殿下/松井優征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4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730-

6 (第 6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機動戰士 MOON 鋼彈/虎哉孝征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8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690-7 (第 6 冊:平裝) 普遍

級  

燎原慾火求撫摸來熄滅: 肉慾女子想

和消防員男友來場激烈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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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9-661-5 (EPUB) 限制

級  

獨占我的英雄/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

名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891-

4 (第 1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90

普遍級  

糖果般的甜蜜戀情/束原さき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12-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親吻在共享公寓/西野はるお作; 曾

薏珊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8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11-7 (平裝) 限制級  

貓往西走/漆原友紀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9-343-4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9-344-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9-345-8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貓往西走/漆原友紀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9-361-8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貓眼完全版/北条司作; Shion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8-198-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38-199-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38-203-9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38-202-2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38-

201-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38-200-8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38-204-6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貓眼完全版(01-07)/北条司作; Shion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8-205-3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錯位記憶. 1/夏目維朔作;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06-9 

(EPUB) 限制級  

錯位記憶. 2 完/夏目維朔作; 可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07-6 

(EPUB) 限制級  

鋼之鍊金術師(1-27)(20 週年紀念版)/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715-

3 (全套:平裝) NT$2700 普遍級  

靛藍色花瓣/サマミヤ アカザ作; 王

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845-

7 (第 2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4/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66-7 (EPUB) 普遍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4/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67-4 (PDF) 普遍級  

龍虎愛博鬥/トビワシオ作; K.T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187-2 (平

裝) 限制級  

龍神社長不肯放開我 /倉橋蝶子作; 

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809-

9 (平裝) 限制級  

優等生想反抗命運紅線/いがりペコ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26-9722-1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應召童話之國/Home Guardian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52-5 (EPUB) 限制

級  

戲劇性超級達令美夢 /野荻あき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53-5 (平裝) 限制級  

戲劇性超級達令美夢(全一冊)/野荻

あき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30-3 (EPUB) 普遍級  

濕答答 3P 作業 成人玩具測試員. 上/

ずんだ餅粉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858-7 (EPUB) 限制級  

濕答答 4P 作業 成人玩具測試員. 下/

ずんだ餅粉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868-6 (EPUB) 限制級  

總理俱樂部/日丸屋秀和漫畫; 楊采

儒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8 .-- 1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01-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總 編 輯、 給我 快感 多一些 些 好不

好?: 小編的熱情完全就像一把火/栄

ひらく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42-4 (EPUB) 

限制級  

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

世界了/あし原作; 内々けやき漫畫; 

某 Y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73-3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

世界了. 3/あし原作; 内々けやき漫

畫; 某 Y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31-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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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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37-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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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838-7 (PDF) 限制級  

舊繁華街袋小路/ためこう作; 紅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87-1 (EPUB) 限制級  

藍 調 之 王 = Love in vain: Robert 

Johnson 1911-1938/J.M. 杜 邦 (Jean 

Michel Dupont)編劇; 梅佐(Mezzo)漫

畫; 李建興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108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780-9-2 (精裝) NT$550 普遍級  

轉生史萊姆日記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

萊姆這檔事. 5/伏瀬原作; 柴漫畫;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73-0 

(EPUB) 普遍級  

醫生,請來觸診我/U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149-

5 (平裝) 限制級  

醫 生 , 請 來 觸 診 我 ( 全 一 冊 )/U 作 ;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04-1 

(EPUB) 限制級  

雙星之陰陽師/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724-5 (第

2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雙胞胎為愛煩惱/桜野 いつき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847-

1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鬆動的環結/佐々川かのこ作; 鍾明

秀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47-4 (平裝) 限制級  

鬆動的環結(全一冊)/佐々川かのこ

作 ; 鍾 明 秀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32-7 (EPUB) 普遍級  

壞人的調教法/ダヨオ作; 志野忍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52-

8 (平裝) 限制級  

壞人的調教法/ダヨオ作; 志野忍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41-9 

(EPUB) 普遍級  

懷孕 ALPHA 偽裝 OMEGA/水壬楓子

原作; 宝井さき漫畫; 加奈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43-6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瀨田警官脫下制服之後是頭肉食野

獸。/鴫タヌ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45-5 

(EPUB) 限制級  

獸人上司誇獎我/しろいぬ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30-

0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羅德斯島戰記: 誓約之寶冠/水野良

原作; 鈴見敦漫畫;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693-

8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羅德斯島戰記: 誓約之寶冠. 3/水野

良原作; 鈴見敦漫畫;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43-0 

(EPUB) 普遍級  

藥師少女的獨語/日向夏原作; ねこ

クラゲ漫畫;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56-6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邊境的老騎士 巴爾特.羅恩. 3/支援

BIS 原作; 菊石森生漫畫; 梁勝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74-7 (EPUB) 普遍

級  

關於被欺負的他將如何報復回去的

故事/タロ名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057-3 (平裝) 

限制級  

關於被欺負的他將如何報復回去的

故事(全一冊)/タロ名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33-4 (EPUB) 普遍

級  

寶石商人理察的謎鑑定/辻村七子原

作; 雪広うたこ漫畫; 林玟伶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846-4 (第 3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霰草忍法帖/春暉作; yoshik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72-6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霰草忍法帖. 3/春輝作; yoshik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34-1 (EPUB) 普遍

級  

屬於我們的湛藍軌跡: 湛藍色的愛戀. 

番外篇 /市川けい作; 小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09-0 

(EPUB) 限制級  

櫻井同學希望我察覺/あきのそら作; 

遠鄉欣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321-703-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1-704-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櫻井同學希望我察覺. 2/あきのそら

作; 遠鄉欣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44-7 (EPUB) 普遍級  

櫻井同學希望我察覺. 3/あきのそら

作; 遠鄉欣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45-4 (EPUB) 普遍級  

蠟筆小新(愛藏版)(首刷附錄版)/臼井

儀人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764-

1 (第 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957-26-9765-8 (第 2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957-26-9766-5 (第 3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767-

2 (第 4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957-26-9768-9 (第 5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957-26-9769-6 (第 6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770-

2 (第 7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957-26-9771-9 (第 8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957-26-9772-6 (第 9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773-

3 (第 10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957-26-9774-0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57-26-9775-7 (第

1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

26-9776-4 (第 13 冊:平裝) NT$200 .-- 



153 

 

ISBN 978-957-26-9777-1 (第 14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957-26-9778-

8 (第 15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魔女之旅/白石定規原作; 七緒一綺

漫畫;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71-9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魔 法 少 女 小 圓 ( 完 全 版 )/Magica 

Quartet 原作; ハノカゲ作畫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

957-26-9939-3 (全套:平裝) NT$720 普

遍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4/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76-1 

(EPUB) 普遍級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11/石動鮎魔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15-5 (EPUB) 普遍級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11/石動鮎魔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16-2 (PDF) 普遍級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12/石動鮎魔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17-9 (EPUB) 普遍級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12/石動鮎魔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18-6 (PDF) 普遍級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13/石動鮎魔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19-3 (EPUB) 普遍級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13/石動鮎魔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20-9 (PDF) 普遍級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14/石動鮎魔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21-6 (EPUB) 普遍級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14/石動鮎魔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22-3 (PDF) 普遍級  

魔術學姐/アズ作;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070-2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魔術學姐. 7/アズ作; 霖之助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35-8 (EPUB) 普遍級  

歡迎享用/yoshi 作; 蔡夢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711-5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戀 愛 時 要 厚 臉 皮 / 中 田 ア キ ラ 作 ;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94-9 (EPUB) 限制級  

戀愛時要厚臉皮. 2/中田アキラ原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95-6 (EPUB) 限制級  

戀愛得分/LEN(A 一 7)作; 陳瑞璟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36-5 (第 2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戀愛感情論. 1/相葉キョウコ作; 張

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882-2 

(EPUB) 限制級  

戀 愛 諜 報 機 關 /丹下 道 作 ;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0-184-6 (第 8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40-185-3 (第 8

冊: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漫畫版)/

黑暗之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5-276-8 (第 1 冊:平裝) NT$70 普

遍級  

變態紳士和變裝男娼 /NETERU 作 ;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867-7 (平裝) 限制級  

讓妳濕透,讓妳高潮,徹底征服妳: 美

麗動人的他實際上是野獸/七瀬ひな

た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68-6 (EPUB) 

限制級  

靈魂的約定(漫畫版)/緒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5-277-5 (第

1 冊:平裝) NT$70 普遍級  

豔漢. 16/尚月地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883-9 (EPUB) 普遍級  

哆啦 A 夢新電影彩映版. 11, 大雄的

月球探測記/藤子.F.不二雄原作; 亞

美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060-3 (平裝) 普遍級  

哆啦 A 夢新電影彩映版. 12, 大雄的

新恐龍/藤子.F.不二雄原作; 黎維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061-0 (平裝) 普遍級  

啥啊,這位 Vtuber!?: 我是大手直播主

的性玩物 Peko-!/MASAKI 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8 .-- 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40-1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菈菈的婚禮/ためこう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

342-7 (第 4 冊:平裝) 限制級  

菈菈的婚禮. 第三卷/ためこう作; 紅

蠍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82-6 

(EPUB) 限制級  

贄殿下. 總集篇/池咲ミサ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8 .-- 1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49-4 ( 平 裝 ) 

NT$400 限制級  

Dior: 穿 迪 奧 的 女 孩 / 安 妮 . 葛 琴 歌

(Annie Goetzinger)著; 韓書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19-1 

(EPUB) 普遍級  

小說及雜文 

<Infinite Dendrogram>-無盡連鎖-. 18, 

King of Crime/海道左近作 ; 黃則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884-6 (平

裝) .-- ISBN 978-957-26-9885-3 (平裝

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修復)技能既然變成了萬能作弊招

式,乾脆開間武器店吧/星川銀河作; 

AKI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920-

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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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 Bedtime Story/Saowairampun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冊 .-- 

ISBN 978-626-00-6839-4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00-6840-0 (下

冊:平裝) NT$280 限制級  

Declaration of War/by Constance Hong .-

- 新竹市 : 洪佳伶,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273-9 (PDF) 普遍

級  

GAP 粉紅理論/Chaoplanoy 作; Bindo

繪; 烤鴨的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2-18-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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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561-3 (PDF) 

普遍級  

Real Lemon/Beck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Beck,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59-3 (EPUB) 普遍級  

Second Banana/Beck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Beck,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60-9 (EPUB)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外傳 Gun 

Gale Online. 10, Five Ordeals/時雨沢惠

一作;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19-5 (EPUB) 普遍級  

「憑妳也想討伐魔王?」被勇者小隊

逐出隊伍,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 4/キ

キ作;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148-8 (EPUB) 普遍級  

β 的我為了活下去只好裝 Ω 了/淇

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84-6-0 (EPUB) 普遍級  

一七四: 超常事件小組/吐維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26-9914-0 (第 1 冊:平

裝) 限制級  

一生所求/艾莉作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林艾莉,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70-8 (PDF) 普遍級  

*一劍破天荒. 第一部/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3-3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破天荒. 第二部/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4-0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破天荒. 第三部/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5-7 

(PDF) NT$300 普遍級  

九曲喪鐘/桃樂西.榭爾絲(Dorothy L. 

Sayers)著; 朱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5-154-3 (EPUB) 普遍級  

*九龍燈. 第一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6-4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燈. 第二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7-1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燈. 第三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8-8 (PDF) 

＿300 普遍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56-3 (第 3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57-0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58-7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59-4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860-0 (第 40 冊:平裝) 普遍級  

八墓村/橫溝正史著; 吳得智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3-69-8 

(EPUB) 普遍級  

十五少年漂流記(繁體中文全譯本首

度面世): 復刻 1888 年初版插圖(法文

直 譯 版 )/ 儒 勒 . 凡 爾 納 (Jules Gabriel 

Verne)著; 許雅雯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45-8 (PDF) 普遍級  

下課後的交易/天芹作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62-8 (EPUB) 普遍級  

*千乘萬騎一劍香. 第一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09-5 (PDF) NT$300 普遍級  

*千乘萬騎一劍香. 第二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10-1 (PDF) NT$300 普遍級  

*千乘萬騎一劍香. 第三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11-8 (PDF) NT$300 普遍級  

口罩: 關於西班牙流感與人心深淵,

菊池寬短篇小說傑作選 /菊池寬著; 

劉子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57-7 (EPUB)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782-5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51-8 (第 10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94-5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大喊一聲「好想摸女生胸部」後,我

和妹妹的朋友開始交往了。/凪木エ

コ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892-

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893-8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

遍級  

大齊仙差/海岸邊的船隻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783-2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38-9 (第 8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839-6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40-2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95-2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896-9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897-6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98-3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99-0 (第 15 冊:平

裝) 普遍級  

大聲女孩/阿比.達蕊(Abi Daré)著; 王

娟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28-5 (EPUB) 普遍級  

大魏聖主/七月未時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32-7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33-4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34-1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35-8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36-5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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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巫 瑟 西 / 瑪 德 琳 . 米 勒 (Madeline 

Miller)著; 章晉唯譯 .-- 1 版 .-- 臺北市 : 

寂寞,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938-3-5 (EPUB) 普遍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8/三嶋与夢作; 王啟華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23-5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51-5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0/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50-8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1/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9-2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2/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8-5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3/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7-8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4/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6-1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5/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5-4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6/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4-7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17/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3-0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2/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2-3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3/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1-6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4/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40-9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5/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9-3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6/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8-6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7/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7-9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8/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6-2 (EPUB) 普遍級  

女皇保衛戰. 9/妖精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5-5 (EPUB) 普遍級  

山村奇譚. 1, 徒花/千年雨作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70-9 (EPUB) 普遍

級  

山村奇譚. 2, 墮神/千年雨作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71-6 (EPUB) 普遍

級  

山村奇譚. 3, 共業/千年雨作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72-3 (EPUB) 普遍

級  

才女的侍從: 在滿是高嶺之花的貴族

學校暗中照顧(毫無生活自理能力的)

學院第一大小姐/坂石遊作作; 劉仁

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716-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57-26-9718-4 (第 2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 ISBN 978-957-

26-9717-7 (第 2 冊:平裝豪華首刷限定

版) 普遍級  

*中國遠征軍三步曲之. 1, 第二次世

界大戰被人遺忘的故事-泰國曾經入

侵中國/賈忠偉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

位文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96-1 (EPUB) 普遍級  

*中國遠征軍三步曲之. 2, 美軍第七

五遊騎兵團徽章上中華民國國徽的

故事!/賈忠偉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

文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8605-97-8 (EPUB) 普遍級  

*中國遠征軍三步曲之. 3, 泰緬異域

孤軍的故事/賈忠偉作 .-- 臺北市 : 嗨

森數位文創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57-8605-98-5 (EPUB) 普遍

級  

中醫許陽/唐甲甲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840-9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41-6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42-3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43-0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44-7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丹鳳針.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6-3 

(PDF) NT$300 普遍級  

*丹鳳針.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2-4 

(PDF) NT$300 普遍級  

*丹鳳針.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7-8 

(PDF) NT$300 普遍級  

*丹鳳針.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1-7 

(PDF) NT$300 普遍級  

*丹鳳針. 第六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4-8 

(PDF) NT$300 普遍級  

*丹鳳針.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9-2 

(PDF) NT$300 普遍級  

今志異之莫逆於心. 三/蒔舞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83-5 (PDF) 

普遍級  

六弄咖啡館/吳子雲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58-2 (EPUB) 普遍級  

六朝燕歌行. 27/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62-1 (EPUB) 普遍

級  

公子別秀/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37-2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49-5 (第 19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68-6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89-1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90-7 (第 22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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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 5, 雷狼義妹與

王國內亂/七野りく作; 偽善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26-9907-2 (平裝) 普遍

級  

反派 NPC 求攻略. 下/雷雷夥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92-5-2 

(EPUB) 普遍級  

太乙/霧外江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311-845-4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46-1 (第

4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47-8 (第 4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48-5 (第 4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49-

2 (第 5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太莽劍魁/關關公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5-784-9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85-6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86-3 (第 8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787-0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88-7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904-1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905-8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906-5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07-2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08-9 (第 15 冊:平

裝) 普遍級  

少女 A/艾比蓋兒.迪恩(Abigail Dean)

著; 蔡旻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異,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1-4-2 (EPUB) 普遍級  

方寸之戰/艾莉作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林艾莉,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39-5 (EPUB) NT$130 普

遍級  

方寸之戰外傳: 開始/艾莉作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林艾莉,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271-5 (PDF) 

普遍級  

仙域科技霸主/試劍天涯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41-9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42-6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843-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44-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仙藥大亨/寂寞我獨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54-9 (第 4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76-1 (第 4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77-8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78-5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879-2 (第 50 冊:平裝) 普遍級  

半獸人英雄物語. 3, 忖度列傳/理不

尽な孫の手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20-1 (EPUB) 

普遍級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

嗎?. 13/花間燈作; 吳天立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763-4 (EPUB) 普遍級  

失物之書(十週年紀念版)/約翰.康納

利(John Connolly)著; 謝靜雯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70-5 (EPUB) 

普遍級  

失語/劉綺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識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3-0-1 (EPUB) 普遍級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10/枯野瑛作;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22-5 (EPUB) 普遍

級  

正負之間: 影視改編小說/羽宸寰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210-7 

(EPUB) 普遍級  

正負之間: 影視改編小說/羽宸寰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11-4 (PDF) 

普遍級  

玄龍傳說/百分之七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48-8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67-9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86-0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87-7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88-4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玉鈎斜. 第一集/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1-8 

(PDF) NT$300 普遍級  

*玉鈎斜. 第二集/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77-7 

(PDF) NT$300 普遍級  

*玉鈎斜. 第三集/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87-6 

(PDF) NT$300 普遍級  

*玉鈎斜. 第四集/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9-4 

(PDF) NT$300 普遍級  

生如逆旅/酒暖春深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墨扉,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96039-6-1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626-96039-7-8 ( 下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96039-8-5 (全套:精裝) 

NT$930 普遍級  

由諸神養育的神子,將成為世界最強/

羽田遼亮作; AKI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08-9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白骨令. 下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3-1 (PDF) 

NT$300 普遍級  

*白骨令. 上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0-1 (PDF) 

NT$300 普遍級  

*白骨令. 中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2-3 (PDF) 

NT$300 普遍級  

白癡 /杜斯妥也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

ое́вский)著; 耿濟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38-4 (EPUB) 

NT$420 普遍級  

乩身: 飞天/星子著 .-- 臺北市 : 華星

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58-4 (EPUB) 

普遍級  

乩身: 红孩儿/星子著 .-- 臺北市 : 華

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56-0 (EPUB) 

普遍級  

乩身: 召魔之家/星子著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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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986-5490-57-7 

(EPUB) 普遍級  

乩身: 穿天降神的龙 /星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59-1 (EPUB) 普遍級  

乩身: 冥船/星子著 .-- 臺北市 : 華星

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55-3 (PDF) 

普遍級  

乩身: 鬼见愁/星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0-60-7 

(EPUB) 普遍級  

全知讀者視角. 4/sing N song(싱숑)著; 

林季妤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88-5-9 (EPUB) 普遍級  

全知讀者視角. 5/sing N song(싱숑)著; 

林季妤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88-6-6 (EPUB) 普遍級  

全知讀者視角 04+05(套書版)/sing N 

song(싱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星

巡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96188-4-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全 知 讀 者 視 角 04+05( 豪 華 特 裝

版)/sing N song(싱숑)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星巡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6188-3-5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全職藝術家/我最白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901-7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02-4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03-1 (第 5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04-8 (第 5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05-

5 (第 5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906-2 (第 5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劣主的新妾/莫辰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54-3 (EPUB) 普遍級  

因為女朋友被學長 NTR 了,我也要

NTR 學長的女朋友. 1/震電みひろ作;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23-2 (EPUB) 普遍級  

地獄掌門人 . vol.3, 迷重疊影 /夜懿

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58-555-0 

(EPUB) 普遍級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

世界照樣無敵: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

運/美紅作; 龔持恩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

9783-2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

26-9784-9 (第 8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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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10-8-1 (PDF) 普遍級  

成為綠土: 黃金王、拐杖與灰色狼/

みやしろちうこ作; 黃薇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84-7-7 

(EPUB) 普遍級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8, 我

被世界所厭惡/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42-6 (EPUB) 普遍級  

灰影人. 1/馬克．格雷尼著; 陳柔含

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55-7 (PDF) 普遍級  

灰影人 1/馬克．格雷尼; 陳柔含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56-4 (EPUB) 普遍級  

*血羽檄.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3-2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羽檄.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71-5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羽檄.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86-9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羽檄.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0-9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羽檄.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5-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色童話/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

(John Ajvide Lindqvist)著; 郭寶蓮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71-3-5 

(EPUB) 普遍級  

*血龍傳. 下冊/田歌晨鐘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6-5 

(PDF) NT$300 普遍級  

*血龍傳. 上冊/田歌晨鐘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36-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龍傳. 中冊/田歌晨鐘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5-8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嶽寒星. 第一冊/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5-6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嶽寒星. 第二冊/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85-2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嶽寒星. 第三冊/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79-1 

(PDF) NT$300 普遍級  

*佛功魔影. 第一冊/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7-0 

(PDF) NT$300 普遍級  

*佛功魔影. 第二冊/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8-5 

(PDF) NT$300 普遍級  

*佛功魔影. 第三冊/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5-5 

(PDF) NT$300 普遍級  

你喜歡被可愛女生攻陷嗎?/天乃聖

樹作; 黃雅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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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19-5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克蘇魯事件簿. 3, 福爾摩斯與蘇塞克

斯海怪 /詹姆斯 .洛夫葛羅夫 (James 

Lovegrove)著; 李函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53-8 (PDF) 普遍級  

克蘇魯事件簿. 3, 福爾摩斯與蘇塞克

斯海怪 /詹姆斯 .洛夫葛羅夫 (James 

Lovegrove)著; 李函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54-5 (EPUB) 普遍

級  

克蘇魯神話. IV, 恐懼/霍華.菲力普.

洛夫克萊夫特著; 姚向輝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72-3 (EPUB) 

普遍級  

妖仙鬼狐與神隱幽微: <<鬼狐傳>>、

<<紀曉嵐的怪奇物語>>/蒲松齡, 紀

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6254-6-

8 (全套:平裝) NT$720 普遍級  

*戒刀. 第一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212-5 (PDF) 

NT$300 普遍級  

*戒刀. 第三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213-2 (PDF) 

NT$300 普遍級  

我在大乾修長生/蕭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47-1 (第 2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61-7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62-4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63-1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864-8 (第 30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865-5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66-2 (第 32 冊:平裝) 普

遍級  

我在犯罪組織當編劇/林庭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71-6 

(EPUB) 普遍級  

我的網婆是超人氣偶像: 冰山美人的

她在現實世界也想當我老婆/あボー

ン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894-

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895-2 (第 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

遍級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三嶋与夢

作; 偽善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785-6 (第 5 冊:

平裝) .-- ISBN 978-957-26-9786-3 (第 5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把班上的孤單辣妹帶回家改造成清

純美女的故事/柚本悠斗作; 趙鴻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911-9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26-9912-6 (第 1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五年/李常受著; 

財團 法人 臺灣 福音 書房 編輯 部編

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166-820-8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166-821-5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22-2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23-9 (第 4 冊:精

裝) .-- ISBN 978-986-166-824-6 (全套:

精裝) 普遍級  

沒有明天的我們,在昨天相戀/星火燎

原 著 ; 徐 屹 譯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10-6 (PDF) 普遍級  

牡丹燈籠/謝宜安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燈籠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1-4-5 (EPUB) 普遍

級  

狂仙/陳風笑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325-852-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870-9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09-6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10-2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11-9 (第 9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912-6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走進酒吧的男人/勞倫.布雷克莉作; 

康學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

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482-8 (PDF) 普遍級  

身為 VTuber 的我因為忘記關台而成

了傳說 . 2/七斗七作;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29-4 

(EPUB) 普遍級  

邪主的啞妻/莫辰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57-4 (EPUB)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7/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61-4 (EPUB)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8/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60-7 (EPUB)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9/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59-1 (EPUB) 

普遍級  

*邪劍魔星. 第一部/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39-5 

(PDF) NT$300 普遍級  

*邪劍魔星. 第二部/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72-2 

(PDF) NT$300 普遍級  

*邪劍魔星. 第三部/雪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81-4 

(PDF) NT$300 普遍級  

那女孩對我說/黃山料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74-7 (EPUB) 普遍級  

刺客正傳 1~3 全系列合輯(二十五週

年 紀 念 . 典 藏 插 畫 版 )/ 羅 蘋 . 荷 布

(Robin Hobb)著; 嚴韻, 姜愛玲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77-8 

(EPUB) 普遍級  

咖啡香/謝青龍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48-8 (PDF) 普遍級  

夜的命名術/會說話的肘子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865-2 (第 14

冊 :平裝 ) NT$190 .-- ISBN 978-626-

311-866-9 (第 1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867-6 (第 16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868-

3 (第 1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11-869-0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870-6 (第

19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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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71-3 (第 20 冊: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奇蹟晚餐 /瑞貝卡 .瑟爾著 ; 胡訢諄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61-0 (PDF) 普遍級  

奇蹟晚餐 /瑞貝卡 .瑟爾著 ; 胡訢諄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62-7 (EPUB) 普遍級  

奇蹟熊先生. 下/Prapt 作; 儂若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80-4 (PDF) 

普遍級  

奇蹟熊先生. 上/Prapt 作; 儂若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81-1 (PDF) 

普遍級  

征服/千風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56-7 (EPUB) 限制級  

拉里傳奇. 1/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58-4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10/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57-7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11/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56-0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12/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72-0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13/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55-3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14/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54-6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15/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53-9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16/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52-2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2/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63-8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3/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64-5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4/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65-2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5/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66-9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6/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67-6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7/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68-3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8/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69-0 (EPUB) 普遍級  

拉里傳奇. 9/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070-6 (EPUB) 普遍級  

拔劍就是真理/乘風御劍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18-1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19-8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20-4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21-1 (第 25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822-8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823-5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24-2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25-9 (第 29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26-6 (第 30

冊:平裝) 普遍級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三河ごーすと

作 ; 呂 郁 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921-

8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922-5 (第 8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

遍級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6/三河ごーす

と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62-7 (EPUB) 普遍級  

*武林牢. 第一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14-9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牢. 第二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15-6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牢. 第三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16-3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蕩寇誌. 下冊/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18-7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蕩寇誌. 上冊/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17-0 

(PDF) NT$300 普遍級  

*武道.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8-7 (PDF) 

NT$300 普遍級  

*武道.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83-8 (PDF) 

NT$300 普遍級  

*武道.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82-1 (PDF) 

NT$300 普遍級  

*武道.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80-7 (PDF) 

NT$300 普遍級  

*武道. 第六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73-9 (PDF) 

NT$300 普遍級  

*武道.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7-9 (PDF) 

NT$300 普遍級  

沼 澤 女 孩 / 迪 莉 婭 . 歐 文 斯 (Delia 

Owens)作; 葉佳怡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14-8 (EPUB) 

普遍級  

波間弦話/柳丹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50-4 (PDF) 普遍級  

波間弦話/柳丹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63-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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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三定律. 11, 血視逐獵/笑獅拔劍

著.繪 .-- 1 版 .-- 臺北市 : 笑獅拔劍,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69-2 (EPUB) 普遍級  

牧神令/李穆梅作 .-- 新北市 : 李偉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29-6 (EPUB) NT$250 普遍級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789-4 (第 59 冊:平裝) 普

遍級  

玩家凶猛/黑燈夏火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11-860-7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61-4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62-1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63-8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64-

5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912-3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13-0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14-7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15-4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16-

1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927-7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28-4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29-1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30-7 (第 2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31-

4 (第 2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932-1 (第 2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金獅吼. 第一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19-4 (PDF) 

NT$300 普遍級  

*金獅吼. 第二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20-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獅吼. 第三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21-7 (PDF) 

NT$300 普遍級  

附件!結案報告/功夫包子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915-7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8/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30-0 (EPUB) 普遍

級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9/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124-2 

(EPUB) 普遍級  

削鉛筆/郭宗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49-3 (EPUB) 普遍級  

春江潮水連海平: 別選唐詩三百首

(賞析版)/羅宗濤選注 .-- 新北市 : 人

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61-297-0 (EPUB) NT$500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792-4 (第 4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93-1 (第 4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94-8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95-5 

(第 4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796-2 (第 45 冊:平裝) 普遍級  

津輕/太宰治著; 吳季倫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10-0 

(EPUB) NT$238 普遍級  

為何你要遇見我/祿緣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1-38-9 (PDF) 

普遍級  

省立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六十週

年專刊: 笑談往事/何堯軒總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高中十三屆同

學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236-1-7 (HTML) NT$1000 普遍

級  

*英雄路. 下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223-1 (PDF) 

NT$300 普遍級  

*英雄路. 上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222-4 (PDF) 

NT$300 普遍級  

風葛雪羅/白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15-3 (PDF) 普遍級  

風葛雪羅/白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16-0 (EPUB) 普遍級  

凌天聖尊/青燈孤影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872-0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73-7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74-4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75-1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76-

8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 哥 本 哈 根 三 部 曲 = 

Kobenhavnertrilogi/托芙 .狄特萊芙森

(Tove Ditlevsen)著; 吳岫穎譯 .-- 新北

市 : 潮浪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5748-7-2 ( 全 套 : 平 裝 ) 

NT$1040 普遍級  

差點在迷宮深處被信任的夥伴殺掉,

但靠著天賜技能「無限扭蛋」獲得

等級 9999 的夥伴,我要向前隊友和世

界展開復仇&「給他們好看!」/明鏡

シスイ作; 黃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904-

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905-8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

遍級  

師父心塞/九鷺非香作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88-9 (PDF) 普遍級  

師父心塞 EPUB/九鷺非香作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81-0 (EPUB) 普遍級  

捉妖後補充陽氣的正確姿勢 /季堤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913-3 (平

裝) 限制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27-3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28-0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29-7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30-3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31-0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海妖. １/萬俟萱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58-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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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調初戀 晴天咖啡館/佐緒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6841-7 (平

裝) NT$270 普遍級  

破魔少女. 下: 制咒師/夏莉.荷柏格

(Charlie N. Holmberg)著; 清揚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84-6 

(EPUB) 普遍級  

破魔少女. 上: 破咒師/夏莉.荷柏格

(Charlie N. Holmberg)著; 清揚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83-9 

(EPUB) 普遍級  

神凰天醫/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311-917-8 (第 6 冊:平裝) NT$190 .-

- ISBN 978-626-311-918-5 (第 7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19-

2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11-920-8 (第 9 冊:平裝) NT$190 .-

- ISBN 978-626-311-921-5 (第 10 冊:平

裝) NT$190 普遍級  

神術鍊金士. 10/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4-8 (EPUB) 普遍級  

神術鍊金士. 9/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3-1 (EPUB) 普遍級  

神醫凰后/蘇小暖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882-9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311-883-6 (第

6 冊:平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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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5-777-1 (第 76 冊:平

裝) 普遍級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325-845-7 (第 7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75-4 (第 78 冊:平裝) 普

遍級  

納爾曼年代記. 1, 青之王/廣嶋玲子

作; 王華懋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75-4 (EPUB) 普遍級  

納爾曼年代記. 2, 白之王/廣嶋玲子

作; 王華懋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76-1 (EPUB) 普遍級  

納爾曼年代記. 3, 赤之王/廣嶋玲子

作; 王華懋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77-8 (EPUB) 普遍級  

荒島七年. 下/鹿潮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原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92-4-5 (EPUB) 普遍

級  

荒島七年. 上/鹿潮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原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92-3-8 (EPUB) 普遍

級  

衰神太子/慕秋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59-8 (EPUB) 普遍級  

送書人/卡斯騰.赫恩著; 黃慧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12-0 (PDF) 

普遍級  

*迷俠. 下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225-5 (PDF) 

NT$300 普遍級  

*迷俠. 上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224-8 (PDF) 

NT$300 普遍級  

迷蛇記: 湯姆.希德斯頓主演影集<<

艾塞克斯之蛇>>原著小說/莎拉.派瑞

(Sarah Perry)作; 聞若婷譯; 林涵柔, 葉

文豪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6 .-- 約 8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68-4 (線上有聲書(MP3)) 

NT$520 普遍級  

除了我之外,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

喜劇. 3/羽場楽人作; K.K.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31-7 (EPUB) 

普遍級  

鬼拍手/姜泰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05-5 (EPUB) 普遍級  

*鬼宮十三日. 下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8-9 

(PDF) NT$300 普遍級  

*鬼宮十三日. 上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7-2 

(PDF) NT$300 普遍級  

*鬼宮十三日. 中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9-6 

(PDF) NT$300 普遍級  

鬼滅之刃. 遭到攻擊的刀匠村篇/吾

峠呼世晴原作; 松田朱夏作; 黃健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782-5 (平

裝) 普遍級  

偵探已經,死了。. 5/二語十作; 陳梵

帆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099-8 (EPUB) 普遍級  

偵探已經,死了。. 5/二語十作; 陳梵

帆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12-4 (PDF) 普遍級  

偵探不在之處即樂園/斜線堂有紀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39-1 (PDF) 普遍級  

偵探不在之處即樂園/斜線堂有紀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40-7 (EPUB) 普遍級  

問心仙緣/蒙面怪客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781-8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12-9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13-6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14-3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15-0 (第 30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816-7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817-4 (第 32 冊:平裝) 普遍級  

唯一的相戀機率/紫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92-6-9 (EPUB) 

普遍級  

國中理化課. 11/小平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71-3 (EPUB) 普遍級  

婦 好 傳 奇 篇 : 女 王 之 死 / 李 白 白

Angelina M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43-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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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一年/李柏青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23-0 (EPUB) 普遍級  

婚前一年/李柏青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51-3 (PDF) 普遍級  

崔小萍獄中記/崔小萍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巴爾幹洋行, 11107 .-- 6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412-6-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冬原

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896-

9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899-0 (第 26 冊:平裝廣播劇限定版

附光碟片) 普遍級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熊本少年一個人

的東京修業旅行/喜多川泰作; 陳嫺

若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53-3 (PDF) 普遍級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熊本少年一個人

的東京修業旅行/喜多川泰作; 陳嫺

若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54-0 (EPUB) 普遍級  

御天狂帝/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907-9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08-6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09-3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10-9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11-6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780-1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02-0 (第 3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03-7 (第 3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04-4 

(第 3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05-1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806-8 (第 38 冊:平裝) 普遍級  

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

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4/謙之字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30-8 

(PDF) 普遍級  

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

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4/謙之字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31-5 

(EPUB) 普遍級  

教場 /長岡弘樹著; 劉子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5-633-7 (全套: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教場 /長岡弘樹著; 劉子倩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48-1 (PDF) 

普遍級  

教場 /長岡弘樹著; 劉子倩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649-8 

(EPUB) 普遍級  

教場. 0: 刑事指導官.風間公親/長岡

弘樹著; 劉子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46-7 (PDF) 普遍級  

教場. 0: 刑事指導官.風間公親/長岡

弘樹著; 劉子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47-4 (EPUB) 普遍級  

教場. 2/長岡弘樹著; 劉子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66-5 (PDF) 

普遍級  

教場. 2/長岡弘樹著; 劉子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667-2 

(EPUB) 普遍級  

棄宇宙/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896-6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897-3 (第

4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898-0 (第 4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899-7 (第 49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00-

0 (第 50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梟霸. 第一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4-9 (PDF) 

NT$300 普遍級  

*梟霸. 第二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8-6 (PDF) 

NT$300 普遍級  

*梟霸. 第三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75-3 (PDF) 

NT$300 普遍級  

*梟霸. 第五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84-5 (PDF) 

NT$300 普遍級  

*梟霸. 第六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6-2 (PDF) 

NT$300 普遍級  

*梟霸. 第四冊/柳殘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0-0 (PDF) 

NT$300 普遍級  

毫無來由的那日= Un giorno, senza un 

perché/大衛.卡利著; 莫尼卡.巴倫可

繪; 楊馥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108 .-- 32 面; 21X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18-79-5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清秀佳人. 3, 島嶼上的安(經典新裝

版)/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

著; 賴怡毓譯 .-- 四版 .-- 臺中市 : 好

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10-0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來襲. 1, PROJECT.REVERSE/

丈月城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61-0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賢者的轉生無雙: 用遊戲知識

成為異世界最強. 3/進行諸島作; 王

啟華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125-9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藥局/高山理図作; 呂郁青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06-5 (第 6 冊:

平裝) 普遍級  

紳士偷腥/韋昕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63-5 (EPUB) 普遍級  

終將墜入愛河的 Vivi Lane. 7/犬村小

六作; 陳柏安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26-6 (EPUB) 普遍級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

界的聖戰. 11/細音啟作;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33-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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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小散仙. 25/迷男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73-7 (EPUB) 普遍級  

逢一雅少/丹菁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64-2 (EPUB) 普遍級  

逢妖誌/季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陌

上商行, 11106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07-8-8 (第 1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逢妖誌. 一/季堤著 .-- 初版 .-- 嘉義市 : 

季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66-1 (EPUB) 普遍級  

都市偷香賊. 33/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2-4 (EPUB) 普遍級  

都市偷香賊. 34/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1-7 (EPUB) 普遍級  

都市偷香賊. 35/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30-0 (EPUB) 普遍級  

都市無雙醫神/九頭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855-3 (第 4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56-

0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857-7 ( 第 4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58-4 (第

4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59-1 (第 4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陰陽師與天狗眼: 巴市公所妖怪事故

專責小組/歌峰由子著;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2-16-4 

(EPUB) 普遍級  

*傀儡俠. 第一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26-2 (PDF) 

NT$300 普遍級  

*傀儡俠. 第二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27-9 (PDF) 

NT$300 普遍級  

*傀儡俠. 第三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28-6 (PDF) 

NT$300 普遍級  

最強不敗的神劍使. 2, 劍爛武鬥祭篇

/羽田遼亮作; 趙鴻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909-6 (平裝) 普遍級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889-8 (第 7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90-

4 (第 7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891-1 ( 第 7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92-8 (第

7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喜遇良辰/雲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信昌,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7107-39-3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40-9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41-6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

7107-42-3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43-0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44-7 (第

6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

7107-45-4 (第 7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46-1 (第 8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47-8 (第

9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

7107-48-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惡役千金走花路/貞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96-4 (EPUB) 

普遍級  

惡役千金走花路/貞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97-1 (PDF) 

普遍級  

期間限定女友/可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794-0 (EPUB) 普遍

級  

期間限定女友/可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795-7 (PDF) 普遍級  

*殘人傳. 第一冊/陳青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42-5 

(PDF) NT$300 普遍級  

*殘人傳. 第二冊/陳青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6-1 

(PDF) NT$300 普遍級  

*殘人傳. 第三冊/陳青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74-6 

(PDF) NT$300 普遍級  

*殘人傳. 第四冊/陳青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1-6 

(PDF) NT$300 普遍級  

殘六鬼少/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60-4 (EPUB) 普遍級  

無 限 人 生 / 布 萊 恩 . 弗 利 曼 (Brian 

Freeman)作; 甘鎮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57-5 (EPUB) 普遍級  

無 限 人 生 / 布 萊 恩 . 弗 利 曼 (Brian 

Freeman)作; 甘鎮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58-2 (PDF) 普遍級  

*無雙劍. 第一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29-3 (PDF) 

NT$300 普遍級  

*無雙劍. 第二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0-9 (PDF) 

NT$300 普遍級  

*無雙劍. 第三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1-6 (PDF) 

NT$300 普遍級  

*無雙劍. 第四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2-3 (PDF) 

NT$300 普遍級  

皓玉真仙/小道不講武德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50-1 (第 1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69-3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91-4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92-1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893-8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797-9 (第 4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98-6 (第 4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799-3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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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01-3 (第 45 冊:平裝) 普遍級  

窗內燈籠/瀟湘神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燈籠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1-5-2 (EPUB) 普遍

級  

等薰的晴綻/安譏酸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2-9-5 (EPUB) 普遍

級  

等薰的晴綻/安譏酸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30-0-6 (PDF) 普遍級  

絕世家族/傲無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07-5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08-2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09-9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10-5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11-2 (第 30 冊:平裝) 普遍級  

*絕代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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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137-1 

(PDF) NT$300 普遍級  

*絕代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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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170-8 

(PDF) NT$300 普遍級  

*絕代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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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176-0 

(PDF) NT$300 普遍級  

*絕代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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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164-7 

(PDF) NT$300 普遍級  

菊與梅/小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30-3-7 (PDF) 普遍級  

菊與梅/小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30-4-4 (EPUB) 普遍級  

越級申訴/太宰治作; 湯家琪譯 .-- 二

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86-6-8 

(EPUB) 普遍級  

超武醫神/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778-8 (第 5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90-0 (第 53 冊:平

裝) 普遍級  

鄉野傻醫/輕舞隨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1-877-5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878-2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879-9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80-5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881-2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飲馬黃河.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98-2 

(PDF) NT$300 普遍級  

*飲馬黃河.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0-2 

(PDF) NT$300 普遍級  

*飲馬黃河.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1-9 

(PDF) NT$300 普遍級  

*飲馬黃河.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99-9 

(PDF) NT$300 普遍級  

*飲馬黃河.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02-6 

(PDF) NT$300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779-5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791-7 (第 4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46-4 (第 4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55-6 

(第 4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80-8 (第 47 冊:平裝) 普遍級  

黑之召喚士. 5, 魔王甦醒/迷井豆腐

作 ; 王 昱 婷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10-2 (平裝) 普遍級  

黑暗之刺 /勞倫斯 .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陳佳伶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臉譜,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66-6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一/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77-6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七/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78-3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九/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79-0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二/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80-6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八/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81-3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十/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82-0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三/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83-7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五/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84-4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六/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85-1 

(EPUB) 普遍級  

煉陣天才修仙記. 卷四/冰飛雲寒著 .-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86-8 

(EPUB) 普遍級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853-2 (第 11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71-6 (第 11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72-3 

(第 1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873-0 (第 114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874-7 (第 115 冊:平裝) 普遍

級  

遇人不淑/米雅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61-1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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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關刀. 第一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1-5 (PDF) 

NT$300 普遍級  

*過關刀. 第二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0-8 (PDF) 

NT$300 普遍級  

*過關刀. 第三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9-2 (PDF) 

NT$300 普遍級  

滿月珈琲店/櫻田千尋原作; 望月麻

衣作; 邱憶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57-7 (EPUB) 普遍級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 4/お

けまる作; 趙鴻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760-3 (EPUB) 普遍級  

瘋狂亞當三部曲(劍羚與秧雞、洪水

之年、瘋狂亞當)/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著; 韋清琦, 袁霞, 

呂玉嬋, 何曼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9-676-9 (EPUB) 普遍

級  

瘋狂亞當三部曲= The MaddAddam 

trilogy/ 瑪 格 麗 特 . 愛 特 伍 (Margaret 

Atwood)著; 韋清琦, 袁霞, 呂玉嬋, 何

曼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 11107 .-- 冊 .-- ISBN 978-986-489-

665-3 (全套:平裝) NT$1500 普遍級  

綾羅歌(全四冊)/鄭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70-9 (EPUB) 普遍

級  

與其喜歡他,不如選我吧?/アサクラ

ネル作;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37-9 (EPUB) 普遍級  

與青梅竹馬的未婚妻成為戀人的故

事/緋月薙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

9897-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

26-9898-3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遍級  

語意錯誤. 1/J.Soori 作; Racie 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79-8 (PDF) 

普遍級  

語意錯誤. 2/J.Soori 作; Racie 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78-1 (PDF) 

普遍級  

銀來運轉/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53-6 (EPUB) 普遍級  

嬌寵上位/不游泳的小魚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信昌,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07-49-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7107-50-8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

7107-51-5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52-2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53-9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

7107-54-6 (第 6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55-3 (第 7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56-0 (全

套:平裝) 普遍級  

廢都/賈平凹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79-8 (EPUB) 普遍級  

慾望遊戲/凡白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65-9 (EPUB) 普遍級  

暴虎之牙/柚月裕子著; 王蘊潔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59-1 

(EPUB) 普遍級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5/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40-9 (EPUB) 普遍級  

餘命 10 年/小坂流加著;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45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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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60-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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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61-9 (EPUB) 普遍級  

盧克警探系列: 完美殘骸、完美獵物、

完美死亡 /海倫 .菲爾德(Helen Sarah 

Fields)作; 楊沐希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17-9 (EPUB) 

普遍級  

謀 殺 與 創 造 之 時 / 勞 倫 斯 . 卜 洛 克

(Lawrence Block)著; 呂中莉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67-3 (EPUB) 

普遍級  

*蹄印天下. 第一部/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8-5 

(PDF) NT$300 普遍級  

*蹄印天下. 第二部/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7-8 

(PDF) NT$300 普遍級  

*蹄印天下. 第三部/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6-1 

(PDF) NT$300 普遍級  

錯肩. 下/沂默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半夜城,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76-1-5 (EPUB) 普遍級  

錯肩. 上/沂默作 .-- 高雄市 : 半夜城,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6-0-8 (EPUB) 普遍級  

龍之國幻想. 1, 欺騙神明的皇子/三

川みり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10-0 (PDF) 普遍級  

龍之國幻想. 1, 欺騙神明的皇子/三

川みり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11-7 (EPUB) 普遍級  

*龍驤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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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130-2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驤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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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131-9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驤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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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134-0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驤騎士. 第四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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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32-6 

(PDF) NT$300 普遍級  

孺子帝. 卷一, 皇座上的囚徒/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51-4 (PDF) 普遍級  

孺子帝. 卷一, 皇座上的囚徒/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52-1 (EPUB) 普遍級  

總裁的開胃菜/馮君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52-9 (EPUB) 普遍級  

隱形人/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陳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69-6 (EPUB) 普遍級  

隱形人/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陳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70-2 (PDF) 普遍級  

點滿農民相關技能後,不知為何就變

強了。/しょぼんぬ作; 陳柏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18-8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斷刀會. 第一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5-4 (PDF) 

NT$300 普遍級  

*斷刀會. 第二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4-7 (PDF) 

NT$300 普遍級  

*斷刀會. 第三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33-0 (PDF) 

NT$300 普遍級  

*斷天烈火劍. 下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4-1 

(PDF) NT$300 普遍級  

*斷天烈火劍. 上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3-4 

(PDF) NT$300 普遍級  

*斷天烈火劍. 中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2-7 

(PDF) NT$300 普遍級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19/春日み

かげ作; shaunte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127-3 (EPUB) 普遍級  

*藏龍鼎. 第一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38-8 (PDF) 

NT$300 普遍級  

*藏龍鼎. 第二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59-3 (PDF) 

NT$300 普遍級  

*藏龍鼎. 第三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63-0 (PDF) 

NT$300 普遍級  

*藏龍鼎. 第四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78-4 (PDF) 

NT$300 普遍級  

轉生就是劍. 5/棚架ユウ作; 可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41-6 

(EPUB) 普遍級  

轉生賢者的異世界生活. 3: 取得第二

職業,成為世界最強/進行諸島作; 曾

柏穎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759-7 

(EPUB) 普遍級  

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竟是

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 3/雲雀湯

作;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42-3 (EPUB) 普遍級  

鵠奔亭: 交州盜墓案/史杰鵬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67-1 

(EPUB) 普遍級  

繭/雨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雨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08-1 (EPUB) 普遍級  

鏡界/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

文創,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311-893-5 (第 2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894-2 (第 29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895-

9 (第 30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

廢柴這件事/佐伯さん作; 林佳祥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冊 .-- ISBN 

978-957-26-9886-0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9887-7 (第 6 冊:平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 ISBN 978-957-26-

9888-4 (第 6 冊:平裝豪華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88-3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七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93-7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九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96-8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89-0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八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95-1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十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97-5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90-6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92-0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六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94-4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洛風雲錄.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191-3 (PDF) NT$300 普遍級  

續.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魔法人聯

社. 3/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46-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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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海風雲. 第七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17-3 

(PDF) NT$300 普遍級  

*霸海風雲. 第九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15-9 

(PDF) NT$300 普遍級  

*霸海風雲. 第八冊/雲中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14-2 

(PDF) NT$300 普遍級  

*霸海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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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118-0 

(PDF) NT$300 普遍級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

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8/秋

作;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47-8 (EPUB) 普遍級  

*魔船. 下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135-7 (PDF) 

NT$300 普遍級  

*魔船. 上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111-1 (PDF) 

NT$300 普遍級  

*魔船. 中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133-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窟情鎖.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12-8 

(PDF) NT$300 普遍級  

*魔窟情鎖.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0-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窟情鎖.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21-0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影琴聲. 下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16-6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影琴聲. 上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13-5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影琴聲. 中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119-7 (PDF) 

NT$300 普遍級  

驕主的假妻/莫辰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66-6 (EPUB) 普遍級  

驟雨之島/顧德莎作; 蕭辰倢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6 .-- 約

41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

14-1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

級  

天地万物结. 七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5-6 (EPUB) 普遍級  

天地万物结. 二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2-5 (EPUB) 普遍級  

天地万物结. 八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92-9-1 (EPUB) 普遍級  

天地万物结. 三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3-2 (EPUB) 普遍級  

天地万物结. 五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4-9 (EPUB) 普遍級  

天地万物结. 六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0-1 (EPUB) 普遍級  

天地万物结. 四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1-8 (EPUB) 普遍級  

天地万物结. 首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6-3 (EPUB) 普遍級  

神魔天地合. 二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8-7 (EPUB) 普遍級  

神魔天地合. 首部曲/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59-7-0 (EPUB) 普遍級  

神魔天地劫/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9-9-4 

(EPUB) 普遍級  

其他 

*<<不藥而癒 3>>有聲書. 第 4 輯/王

怡仁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

化, 11107 .-- 約 56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70-0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天鵝湖>>經典選曲四手聯彈/陳學

元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7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2-453-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天鵝湖>>經典選曲四手聯彈/陳學

元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06-7 (PDF) 普遍級  

<<卡門>>經典選曲四手聯彈/陳學元

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32-454-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回憶>>別冊: 政治案件人物一覽

表/戴寶村主編 .-- 再版 .-- 臺北市 : 吳

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1105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11-2-5 (平

裝) 普遍級  

<<輕如鴻毛.卻很重要>>故事小誌/

陳芷儀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耳草

人內容工作室, 11108 .-- 40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626-96310-0-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全彩圖解)失智症患者進食照護全

指南: 從認知障礙到吞嚥障礙,到人

生終點都能安全由口進食的照護指

引/野原幹司著; 陳光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5-41-1 (EPUB) 

普遍級  

(新譯)樋口一葉的東京下町浮世繪/

樋口一葉作; 杜素真朗讀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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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儀數位學習, 11106 .-- 約 28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07-3 (線上

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新譯)永井荷風江戶藝術論/永井荷

風作; 程孝倫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

位學習, 11106 .-- 約 402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55-05-9 (線上有聲

書(MP3)) NT$380 普遍級  

(新譯)帝國旅人佐藤春夫行腳台灣/

佐藤春夫作; 袁光麟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6 .-- 約 17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06-6 (線上

有聲書(MP3)) NT$260 普遍級  

100 位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工程大師/

保 羅 . 維 爾 (Paul Virr), 威 廉 . 波 特

(William Potter), 伊克.伊傑(Ike Ijeh)著; 

彭臨桂, 蘇威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7074-15-2 (全套:平裝) NT$1200 普遍

級  

110 年學校午餐跨部會全國會議論文

集: 學校午餐創新與展望/彭富源總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06-63-1 (PDF) 普遍級  

1 天 5 分鐘居家斷捨離: 山下英子的

極簡住家實踐法則 x68 個場景收納

(全圖解)/山下英子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廣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0-550-9 (EPUB) 普遍

級  

2021 北美館年報/廖春鈴, 余思穎總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27-5 (PDF) 普遍級  

2022 年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化創

意產業系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

雄科大文創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31-0-5 (PDF) 普遍級  

*2022 年第 11 回村上春樹国際シン

ポ ジ ウム 村上 春樹 文学に お ける

「紐帶」(Solidarity)会議予稿集 /曾

秋桂編集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11106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14-0-8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2022 你所不知的世/王鈺聖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67-9 (PDF) 

普遍級  

2022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

系主編 .-- 1 版 .-- 臺北市 : 中國科大

企管系,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226-50-2 (PDF) 普遍級  

21.GB: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第

21 屆畢業製作/徐毓翎總編輯 .-- 臺南

市 : 崑山科大空間設計系, 11106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00-

14-7 (平裝) 普遍級  

369 排毒食譜/安東尼.威廉(Anthony 

William)著; 郭珍琪, 吳念容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98-9 (EPUB) 

普遍級  

3 小時「元素週期表」速成班!/左卷

健男, 元素学たん作; 蔡婷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94-6 

(EPUB) 普遍級  

3 小時「元素週期表」速成班!/左卷

健男, 元素学たん作; 蔡婷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95-3 

(PDF) 普遍級  

3 小時搞懂日常生活中的科學!(圖解

版)/左卷健男著; 陳嫻若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8-607-0 (EPUB) 普遍

級  

432,10/林諭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林諭志, 11106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01-0193-0 ( 平 裝 ) 

NT$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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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卉昂、陳映華、

陳映 汝、 賴思 穎、 詹舒 伃採 訪撰

文 .-- 臺北市 : 長河顧問,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1403-6-2 

(EPUB) NT$420 普遍級  

5 分鐘理解新聞關鍵字/Kids Trivia 俱

樂部編; TORIBATAKE HARUNOBU

繪; 李沛栩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60-8-1 (PDF) 普遍級  

5 分鐘理解新聞關鍵字/Kids Trivia 俱

樂部編; TORIBATAKE HARUNOBU

繪; 李沛栩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60-9-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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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71-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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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72-0 (PDF) 普遍級  

认识圣经的八堂课/斯托得(John R. W. 

Stott)著; 刘良淑, 臧玉芝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58-7 (EPUB) 普遍級  

AI 無所不在的未來: 當人工智慧成為

電力般的存在,人類如何控管風險、

發 展應用 與保住 工作 ?/馬丁 .福特

(Martin Ford)著; 曾琳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73-0 (EPUB) 

普遍級  

AI 製造商沒說的祕密: 谷歌、臉書等

巨頭的人工智慧,是失控的威脅或人

類的福音?/凱德.梅茲(Cade Metz)著; 

王曉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91-0 (PDF) 普遍級  

AI 製造商沒說的祕密: 谷歌、臉書等

巨頭的人工智慧,是失控的威脅或人

類的福音?/凱德.梅茲(Cade Metz)著; 

王曉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92-7 (EPUB) 普遍級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secret record 

of xiangqi with graphic pieces= 棋谱秘

录/by Fu Wanzhong 傅万中; translated 

with explanations by Jim Png Hau 

Cheng .-- 新北市 : 方浩鑒, 11106 .-- 

2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12-8 (平裝) 普遍級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secret record 

of xiangqi= 棋谱秘录/by Fu Wanzhong

傅万中; translated with explanations by 

Jim Png Hau Cheng .-- 新北市 : 方浩鑒, 

11106 .-- 2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11-1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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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LE OF TOKYO. 1/月島總記著; 

林冠汾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750-8 (EPUB) 普遍級  

Bloom in the garden where he has 

planted: 70 years of inspiration about the 

Camillians in Taiwan/author Joseph Kuo, 

editorial board of Light of the 

Camillians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啟

示, 11106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83-5-9 (精裝) NT$480 普

遍級  

Bloom in the garden where he has 

planted: 70 years of inspiration about the 

Camillians in Taiwan/Joseph Kuo, 

editorial board of Light of the 

Camillians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啟

示,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3-6-6 (EPUB) 普遍級  

Cinderella/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19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74-2 (精裝) 普遍級  

CSEPT 必考關鍵解密=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authors Hui-Jing 

Hsiao, Kai-Ru Cheng, I-Ju Chen, Jing-

Yun Chang,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6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41-664-6 (平裝) 普遍級  

C 型观点: 基督徒改变社会的行动力

/斯托得(John Stott)著; 刘良淑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56-3 

(EPUB) 普遍級  

C 最強入門邁向頂尖高手之路王者

歸來/洪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20-0 (PDF) 普遍級  

Dear 小壯丁: 手牽手一起走/朱國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7-590-1 (EPUB) 普遍級  

Dracula: matter/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06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78-0 (平裝) 普遍級  

DraftSight 電腦輔助繪圖培訓教材/許

中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57-0 (PDF) 普遍級  

DraftSight 電腦輔助繪圖培訓教材/許

中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58-7 (EPUB) 普遍級  

English on the job: a hands-on course 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student's book)/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1107 .-- 11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41-669-1 (平裝) 普遍

級  

English on the job: a hands-on course 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teacher's guide)/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1107 .-- 144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41-673-8 (平裝) 普遍

級  

English plus/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希伯崙

公司, 11106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663-9 (平裝) 普遍級  

Essential concepts in learning 

calculus/Yung-Hui Shih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6 .-- 32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29-9 (平裝) 

普遍級  

Essential concepts in learning 

engineering mathematics/Yung-Hui Shih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6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

330-5 (平裝) 普遍級  

Essential concepts of modern physics and 

semiconductor devices/Yung-Hui Shih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6 .-- 

3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

331-2 (平裝) 普遍級  

*Excel 2021 嚴選教材!核心觀念 x 範

例 應 用 x 操 作 技 巧 ( 適 用

Excel2021~2016)/楊世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22-7 (PDF) 

普遍級  

FBI 教你辦公室讀心術: 精通非言語

行為,成為升職加薪的熱門人選/喬.

納瓦羅(Joe Navarro), 東妮.斯艾拉.波

茵特(Toni Sciarra Poynter)著; 閻蕙群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86-7 (PDF) 普遍級  

FBI 教你辦公室讀心術: 精通非言語

行為,成為升職加薪的熱門人選/喬.

納瓦羅(Joe Navarro), 東妮.斯艾拉.波

茵特(Toni Sciarra Poynter)著; 閻蕙群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87-4 (EPUB) 普遍級  

FBI 談判協商術: 生活是一連串的談

判,跟著首席談判專家創造成功協商/

克里斯.佛斯(Chris Voss), 塔爾.拉茲

(Tahl Raz)著; 許恬寧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69-6 (EPUB) 普遍

級  

FoodCat: 您 的 餐 點 已 在 路 上 / 光 卿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43-3-2 (EPUB) 普遍級  

FoodCat: 您的餐點已在路上(第二十

屆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作品集)/

青奈, 馬丹尼, 鍾岳, 光卿, 唐墨合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3-4-9 

(EPUB) 普遍級  

I like. book 4/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08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1-4-9 (平裝) 普遍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Tourism and leisur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22= 餐旅觀

光 休 閒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22/editor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Shih Chien University, Taiwan .-- 臺北

市 :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 11106 .-- 9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29-434-

1 (平裝) 普遍級  

Judicial review in the pandemic: the role 

of courts in the SARS-COV-2 pandemic 

in Asia and the Pacific/author Jiajia Jiang, 

Madan B. Lokur, Shruti Narayan, 

Ritwick Dutta, Linda Yanti Sulistiawati, 

Dato' Mah Weng Kwai, Roger Chan 

Weng Keng, Geoff McLay, Dean R 

Knight, Rose-Liza Eisma-Osorio, 

Ikhyeon Rhee, Anton Ming-Zhi Gao, 

Chen Yen Chia, Nguyen Linh Giang, 

Dinh The Hung; editors Anton Ming-Zhi 

Gao, Stefan Samse .-- 臺北市 : 元照, 

11106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6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Julius Caesar: poisonous plants/ .-- 高雄

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79-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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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red riding hood/ .-- 高雄市 : 美樂

蒂文教, 11106 .-- 36 面; 19X20 公分 .-

- ISBN 978-986-5494-71-1 (精裝) 普遍

級  

MATLAB 在化工上之應用習題解答

自學手冊/陳奇中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陳奇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49-4 (PDF) 普遍級  

Mosby 護理診斷手冊/Gail B. Ladwig, 

Betty J. Ackley 原著; 邱文心翻譯 .-- 6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3-30-6 

(PDF) 普遍級  

My abc's: Bobb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06 .-- 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4-70-4 (平裝) 普遍

級  

My abc's: Fann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06 .-- 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4-69-8 (平裝) 普遍

級  

My abc's: Rock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06 .-- 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4-68-1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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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52-6-6 (PDF) 普遍級  

O2O 保險銷售: 遠距成交女王一次公

開線上線下 SOP 銷售與經營大法/黃

明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

周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99-64-3 (PDF) 普遍級  

O2O 保險銷售: 遠距成交女王一次公

開線上線下 SOP 銷售與經營大法/黃

明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

周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99-65-0 (EPUB) 普遍級  

Pasta: 義大利料理教父傳授廚師生涯

五十年最經典的義大利麵料理全書/

安東尼奧.卡路奇歐(Antonio Carluccio)

作; 陳思因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6-19-3 (EPUB) 普遍

級  

Peek a boo. 1, home sweet home= 主题

式英语单词画册. 1, 甜蜜的家/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新北市 : 元將文

化, 11107 .-- 1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252-652-1 (平裝) 普遍級  

Peek a boo. 2, let' s go!= 主题式英语单

词画册. 2, 出发吧!/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107 .-- 

1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252-

653-8 (平裝) 普遍級  

Peek a boo. 3, myself= 主题式英语单

词画册. 3, 我自己/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107 .-- 

1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252-

654-5 (平裝) 普遍級  

Peek a boo. 4, wonderful world= 主题式

英语单词画册. 4, 美妙的世界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新北市 : 元將文

化, 11107 .-- 1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252-655-2 (平裝) 普遍級  

Peek a boo. 5, my fun life= 主题式英语

单词画册. 5, 生活趣味多/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 

11107 .-- 1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

986-252-656-9 (平裝) 普遍級  

Peek a boo. 6, friends in nature= 主题式

英语单词画册. 6, 自然好朋友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新北市 : 元將文

化, 11107 .-- 1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252-657-6 (平裝) 普遍級  

Peritoneal dialysis at a glance/台灣腎臟

醫學會作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

思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3-27-6 (PDF) 普遍級  

Pith teachings on the path of liberation: 

scenes and thoughts/by Sheng-yen Lu; 

translated by Henry Wolf .-- 臺北市 : 一

福文化, 11106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21-0-8 (平裝) 普遍

級  

Python 從初學到生活應用超實務(電

腦視覺與 AI 加強版): 讓 Python 幫你

處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繁瑣和重複

的工作/陳會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59-4 (PDF) 普遍級  

Python 從初學到生活應用超實務(電

腦視覺與 AI 加強版): 讓 Python 幫你

處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繁瑣和重複

的工作/陳會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60-0 (EPUB) 普遍級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written by Andre Louw .-- 臺北市 : 

敦煌, 11107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80-2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Reading adventure/希伯崙編輯團隊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6 .-- 冊 .-- ISBN 978-986-441-661-

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441-

662-2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Reinvention by necessity: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n Taiwan/edited by Mab 

Huang, Vivianne Yen-Ching Weng .-- 臺

北市 : 臺灣民主基金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31-2-8 (PDF) 

普遍級  

SDGs 系列講堂跨越國境的塑膠與環

境問題: 為下一代打造去塑化地球我

們需要做的事!/InfoVisual 研究所著;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29-8 (EPUB) 普遍級  

SHOW 22: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2022 年度專刊= Shih Chi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issue. 

2022/劉育嘉, 胡耕忻平面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所, 11107 .-- 2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629-435-8 (精裝) 普遍級  

Snow White/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19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73-5 (精裝) 普遍級  

*Software Architecture in Practice 中文

版 /Len Bass, Paul Clements, Rick 

Kazman 著; 賴屹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24-1 (PDF) 普遍級  

SOZO: 救恩、医治与释放: 与圣父、

圣子、圣灵一同走进自由的旅程/唐

娜.缔司尔法(Dawna De Silva), 泰瑞莎.

力普哲(Teresa Liebscher)着 ; 傅子萱

译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教台北真

道教會出版中心,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97465-5-7 (EPUB) 普

遍級  

Spotlight plus listening with 

speaking/written by Jessie Liao .-- 臺北

市 : 敦煌, 11107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78-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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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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8-3-2 (PDF) 普遍級  

SUZA painting album. 2022/SUZA, 

ISAYTEC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羽翼

實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230-1-3 (PDF) 普遍級  

SUZA painting album. 2022/SUZA, 

ISAYTEC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羽翼

實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230-2-0 (EPUB) 普遍級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annual report. 

2021/chief editor Tsun-Ling Liao, 

Sharleen Yu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44-31-2 (PDF) 普遍級  

The appearance of the Saint/author 

Disciples of the Creation Fa .-- 桃園市 : 

微塵國際, 11106 .-- 27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092-6-4 (平裝) 

普遍級  

The jungle book: tree ring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94-77-3 (平裝) 普遍

級  

The king's fancy new clothe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19X20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75-9 (精裝) 

普遍級  

The light in the story= 故事裡的光/尊

彩藝術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尊彩國際, 11106 .-- 192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7200-9-0 (精裝) 

普遍級  

*The little book of writing advice/written 

by Adam Hatch .-- 臺北市 : 菁英美語, 

11106 .-- 38 面; 14 公分 .-- ISBN 978-

986-99277-2-7 (平裝) 普遍級  

The sword of the yogi: dharma teachings 

on precepts/by Sheng-yen Lu; translated 

by Nora Wang, Woon Ket Wong, 

Shizhong Duan, Belinda Liu, Gillian 

Yu .-- 臺北市 : 一福文化, 11106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21-1-

5 (平裝) 普遍級  

The tragedy of 228: historical truth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authors 

Chen Yi-Shen, Hsueh Hua-Yuan, Ho I-

Lin, Lin Cheng-Hui, Ou Su-Ying, Shiu 

Wen-Tang, Su Yao-Tsung, Wu Chun-

Yi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二二八

基金會, 11106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678-2-9 (精裝) 普遍

級  

Three little pig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06 .-- 36 面; 19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72-8 (精裝) 普遍

級  

TikTok 社群經營致富術: 低成本 x 零

風險 x 無須基礎,廣告專家教你搶攻

漲粉變現的短影音商機/中野友加里

著;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17-5 (EPUB) 普遍級  

Trace= 溯本/by 李岳凌, 蔡宙旻, 湯成

之 , 陳劭彥 .-- 宜蘭縣 : 耳東設計 , 

11106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79-0-5 (精裝) 普遍級  

TRUE: 人態好全見寫真/人態好 NICE 

PEOPLE PHOTOGRAPHY 攝影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1-712-

6 (平裝) 限制級  

TRUE: 人態好全見寫真/人態好 NICE 

PEOPLE PHOTOGRAPHY 攝影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48-5 

(EPUB) 限制級  

UBA 大專甲一級籃球預賽各項攻防

技術評量分析之探討(以宏國德霖科

技大學男子隊為例)/陳昭元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6 .-- 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334-3 (平

裝) 普遍級  

Windows11 制霸攻略: 用圖解帶你速

讀微軟最新功能/吳燦銘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61-7 (PDF) 

普遍級  

Windows11 制霸攻略: 用圖解帶你速

讀微軟最新功能/吳燦銘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6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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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63-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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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64-8 (EPUB) 

普遍級  

Wizard of Oz/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6 .-- 36 面; 19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76-6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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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65-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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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66-2 (PDF) 普遍級  

一看就會!日本男子天天上菜: 60 道

日本家常味,零基礎也會做,平價超市

採買就能煮出道地日本風味 !/Kazu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24-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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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58-5 

(EPUB) 普遍級  

一個背包露營去: 讓音樂、營火、美

食,解放疲憊的日常/CABHEY 著; 涂

紋凰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80-8 

(EPUB) 普遍級  

一個詩人的誕生: 對他者的生命敘事

/何日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05-2 (EPUB) 普遍級  

一個詩人的誕生: 對他者的生命敘事

/何日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06-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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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004-7-5 (PDF) 普遍級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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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004-8-2 (EPUB) 普遍級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96-5 (EPUB) 普遍

級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97-2 (PDF) 普遍級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十編/

李點等著;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18-958-7 ( 全 套 : 精 裝 ) 

NT$43000 普遍級  

人生無極限, 孫子兵法打造你的全勝

思維/吳順令作; 袁光麟朗讀 .-- 臺北

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721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15-8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與邏輯/林信華

作  .-- 初 版  .-- 宜 蘭 縣  : 林 信 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72-2 (EPUB) 普遍級  

八曲仙人之歌/八曲仙人作; 鍾七條, 

顧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32-3-7 (PDF) 普遍級  

十八世紀前半葉英國美學史: 美學起

源 X 各派名家 X 詳盡析論,從文藝復

興的遺緒到美的確立,研究西方美學

必讀之作/董志剛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60-2 (EPUB) 普遍

級  

十五少年漂流記(繁體中文全譯本首

度面世): 復刻 1888 年初版插圖(法文

直 譯 版 )/ 儒 勒 . 凡 爾 納 (Jules Gabriel 

Verne)著; 許雅雯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46-5 (EPUB) 普遍

級  

*卜茲: 飛驚圖寫/陳維駿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異雲書屋, 11106 .-- 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238-0-

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下水道學/社團法人台灣水環境再生

協會編著; 歐陽嶠暉主編 .-- 臺北市 :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 11107 .-- 58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92-0-6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凡尼亞舅舅/契訶夫著; 游孟儒譯 .-- 

初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486-5-1 (EPUB) 普遍級  

凡事往好處想的遊戲/林達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46-2 (PDF) 

普遍級  

土系魔法 /朵荻 .葛蘭姆 .麥凱(Dodie 

Graham McKay)著; 非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5-35-6 (EPUB) 

普遍級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龍應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67-5 (PDF) 

普遍級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龍應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68-2 

(EPUB) 普遍級  

大乘起信論義記別記研究 /藍傳盛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44-0 (PDF) 普遍級  

大密瑜伽宗師別傳: 偉大聖者巴巴事

蹟/吳春華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大

謙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75-1-6 (EPUB) 普遍級  

大學國文/向鴻全, 吳碩禹, 李姿儀, 李

宜涯, 林淑瑩, 周文鵬, 柳玉芬, 梁竣

瓘, 陳正婷, 陳康芬, 曾陽晴, 戴子平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11-0 (PDF) 普遍級  

女人芬芳/楚婉苓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75-2 (EPUB) 普遍級  

女演員/連俞涵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凱特文化創意,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48-8-7 (EPUB) 普遍

級  

小墨曆: 2023 書法水墨學習日曆/龔

祐吟, 邱韋如, 張珮愉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鬧事設計, 11109 .-- 38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6-0-5 (精裝) 

NT$980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2, 如何從低潮重新振

作?/小玉正博監修; Kiriko 漫畫; 吳嘉

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32-1 (PDF)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2, 如何從低潮重新振

作?/小玉正博監修; Kiriko 漫畫; 吳嘉

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33-8 (EPUB) 普遍級  

山、雲與蕃人: 臺灣高山紀行/鹿野

忠雄作; 楊南郡譯; 張心哲朗讀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106 .-- 約 6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72-7 (線上

有聲書(MP3)) 普遍級  

工業管理與危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22/裴文, 馬恆等編 .-- 新竹市 : 中華

大學管理學院, 11106 .-- 47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422-36-2 (平裝) 

普遍級  

不可不知的攝影必修課: 技巧課+主

題課,學會成熟的表現方法,拍出打動

人心的瞬間藝術/高振杰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07-4 

(EPUB) 普遍級  

不要相信保羅的話/唐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43-5-6 (EPUB) 

普遍級  

不能預知未來 ,那就把握現在 /蘭喬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90-5 

(EPUB) 普遍級  

不能輸的比賽: 重新站上生命打擊區

的潘忠韋/潘忠韋口述; 王啟恩撰寫 .-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38-2 

(EPUB) 普遍級  

不能輸的比賽: 重新站上生命打擊區

的潘忠韋/潘忠韋口述; 王啟恩撰寫 .-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39-9 

(PDF) 普遍級  

不被投資綁住的樂享生活理財族/賈

斯汀.唐納德(Justin Donald)著; 簡瑋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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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17-8 (PDF) 普遍級  

不被投資綁住的樂享生活理財族/賈

斯汀.唐納德(Justin Donald)著; 簡瑋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18-5 (EPUB) 普遍級  

中山伴遊郎: 一隻狗勾的伴遊交易實

錄/李翰文字.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4-3-5 (PDF) 普遍級  

中山伴遊郎: 一隻狗勾的伴遊交易實

錄/李翰文字.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4-4-2 (EPUB) 普遍級  

中西封神榜,先有神還是先有人?: 自

我奉獻的中國神、比人類還像人的

希臘神,從神話洞悉東西宇宙觀/姚建

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83-1 (EPUB) 普遍級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永 續 報 告 書 . 2021= China 

Petrochemic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21 sustainability report/余建松總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中 石 化 , 

11106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69-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可能之路/李賢

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23-2 (EPUB) 普遍級  

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可能之路/李賢

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24-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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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70-1 (EPUB) 普遍級  

中國設計美學史: 宋元明清時期: 觀

物以理 X 東西交流 X 崇古追新,從文

化復古運動到設計審美中的權力運

作/彭聖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84-8 (EPUB) 普遍級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三編/李

國正等著; 許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4-043-2 (全套:精裝) 

NT$96000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六編/李

欣霖等著; 林慶彰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4-074-6 (全套:精裝) 

NT$83000 普遍級  

中國歷史研究法. 補編: <中國考古學

之過去及將來><歷史統計學>合刊/

梁啟超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78-3 (PDF) 普遍級  

中國歷史研究法: <研究文化史的幾

個重要問題><新史學>合刊/梁啟超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77-6 

(PDF) 普遍級  

中國藝術哲學與美學的新設計思維= 

A visual approach to design thinking: 

integrating Chinese art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in graphic design practice and 

education/王怡璇 Cindy Wang 作 .-- 臺

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1108 .-- 2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5273-6-6 (平

裝) NT$1800 普遍級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年鑑. 2021/中華信

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信用評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01-3-5 (PDF) 

普遍級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年鑑. 2022/中華信

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信用評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01-2-8 (PDF) 

普遍級  

五十嵐與中原的青春交叉口/イサム

作; 竹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1-751-5 (EPUB) 普遍級  

五次圍剿: 國軍五次圍剿紅軍戰役始

末/王逸之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金剛

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7216-8-4 (PDF) 普遍級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 .-- 二版 .-

- 臺中市 : 瑞成, 11106 .-- 2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5-908-2 (經摺裝) 

NT$300 普遍級  

元元 吳婕安寫真書/吳婕安(元元)作; 

黃天仁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07-7 (精裝特裝版) 普遍級  

內心全方位觀察中,臉上在微笑,心裡

在尖叫: 從瞳孔到腳尖,你全身上下

都是破綻!一本書破解對方每個瞬間

的心理密碼/佳樂, 許奕廷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61-9 

(EPUB) 普遍級  

內在提問: 瓶頸不斷,只想躺平?那就

和自己聊聊吧!送給正在為人生煩惱

的你的自我對話解憂書/佐佐木常夫

著;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39-8 (PDF) 普遍級  

內在提問: 瓶頸不斷,只想躺平?那就

和自己聊聊吧!送給正在為人生煩惱

的你的自我對話解憂書/佐佐木常夫

著;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40-4 (EPUB) 普遍級  

內聖外王: 大學證釋演義/木本編著 .-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 

11106 .-- 冊 .-- ISBN 978-626-96298-2-

4 (全套:平裝) NT$1200 普遍級  

內臟疲勞修復全書: 你聽見身體求救

的聲音嗎?從大腦、腸胃、肝臟全面

緩解你的不適/松尾伊津香著; 蔡麗

蓉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58-4 (EPUB) 普遍級  

六藝華語 /王贊育 , 林素菁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6-222-8 (EPUB) 

普遍級  

公主走進黑森林: 榮格取向的童話分

析/呂旭亞作; 鄧瑋德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6 .-- 約 47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08-0 (線上

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 二/郭大維, 陳

連順, 洪秀芬, 陳建佑, 賴文智, 劉承

愚, 林麗琦, 周翰萱, 陳志愷, 謝一震, 

鄭婷嫻, 陳正和, 陳塘偉, 倪子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6 .-- 1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78-

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化城/劉梓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3-3911-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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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課外課: 改變你的人生,從晚餐

開始!/邦妮.嘉姆斯(Bonnie Garmus)著; 

白水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72-1 (EPUB) 普遍級  

天御祖神的降臨: 記載在古代文獻<<

秀真政傳紀>>中的創造神/大川隆法

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35-2-5 (EPUB) 普遍級  

天然藥物治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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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5-2-3 (EPUB) 普遍級  

*太上元始天尊說 北帝伏魔神咒妙

經/林東瑨編校 .-- 初版 .-- 彰化縣 : 逸

群圖書,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0-37-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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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91-1-5 (EPUB) 普遍級  

巴哈小前奏曲與賦格/陶誠, 傅遠明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32-481-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心中有鬼/琳子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76-9 (EPUB) 普遍級  

心情之書: 偶爾糟心不要緊,但別把

生活賠進去/蘿倫.馬汀(Lauren Martin)

著; 駱香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

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23-0-6 (PDF) 普遍級  

心情之書: 偶爾糟心不要緊,但別把

生活賠進去/蘿倫.馬汀(Lauren Martin)

著; 駱香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

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23-1-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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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8-337-7 (EPUB) 普遍級  

方舟博物館= The Ark Museum/涂維

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耿畫

廊, 11107 .-- 2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46-8-8 (精裝) 普遍級  

日日台中款: 蔡其昌的故鄉再發現/

蔡其昌, 瞿欣怡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64-7 (EPUB) 

普遍級  

日日台中款: 蔡其昌的故鄉再發現/

蔡其昌, 瞿欣怡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65-4 (PDF) 

普遍級  

日本公私協力理論與實務 II/林淑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72-6 

(PDF) 普遍級  

日本史. 下: 現代/李雄揮著 .-- 臺南

市 : 李雄揮, 11106 .-- 376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01-0236-4 (平裝) 普遍

級  

日本史 . 上: 江戶幕府以前 /李雄揮

著 .-- 臺南市 : 李雄揮, 11106 .-- 23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234-

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日本史. 中: 幕末到二戰/李雄揮著 .-- 

臺南市 : 李雄揮, 11106 .-- 27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235-7 (平裝) 

普遍級  

日本料理= Japanese cuisine/王森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6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04-5 (精裝) NT$450 普遍級  

日本麵包師的經典配方= Tradition 

and reform of Japanese bread/王森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6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05-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日光傾城/張塵舞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83-7 (EPUB) 普遍級  

日安,淺島成人禮/藍碎碎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82-0 (EPUB) 

普遍級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吳文

星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12-7 (PDF) 普遍級  

日臺災害防救之公私協力 /林淑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74-0 

(PDF) 普遍級  

月 の 創造 者と 人類 の起源 の 伝説

/The Creator Dafa team(Hung Ming Chen)

著; TAKEHANA SAKURA 翻訳 .-- 桃

園市 : 微塵國際, 11106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092-7-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月の創造者と人類の起源の伝説(ポ

ケ ッ ト ブ ッ ク )/The Creator Dafa 

team(Hung Ming Chen); TAKEHANA 

SAKURA 翻訳 .-- 桃園市 : 微塵國際, 

11106 .-- 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06092-8-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比較憲法/曾繁康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696-9 (EPUB) 普遍

級  

水生生物學實驗/韓玉山, 陳立涵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11-9 (PDF) 普遍級  

水生生物學實驗/韓玉山, 陳立涵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12-6 (EPUB) 普遍級  

水墨遊心: 2022 金門縣水墨畫協會會

員展/林世英主編 .-- 金門縣 : 金縣文

化局, 11106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70-5 (平裝) 普遍

級  

火鍋奇幻物語: 國中自然科一日特訓

/曾明騰文; 米巡, 步烏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10-0-2 (PDF) 

普遍級  

火鍋奇幻物語: 國中自然科一日特訓

/曾明騰文; 米巡, 步烏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10-1-9 (EPUB) 

普遍級  

父輩的罪惡: 德國如何面對歷史,走

向未來?/蘇珊.奈門(Susan Neiman)著; 

張葳譯 .-- 一版 .-- 新北市  : 衛城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2-43-3 (EPUB) 普遍級  

父輩的罪惡: 德國如何面對歷史,走

向未來?/蘇珊.奈門(Susan Neiman)著; 

張葳譯 .-- 一版 .-- 新北市  : 衛城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2-44-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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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診斷細胞學與血液學 /Amy C. 

Valenciano, Rick L. Cowell 作; 林嫥嫥

等譯 .-- 第四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

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93-20-7 (PDF) 普遍級  

世界名廚學院/王森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42-009-0 (全套:精裝) 

NT$2110 普遍級  

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 2022 新光三越

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Globa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2022 Shin Kong 

Mitsukoshi children's art competition/陳

兆祥, 張巧玥責任編輯 .-- 臺北市 : 新

光三越文教基金會, 11106 .-- 96 面; 

27X21 公分 .-- ISBN 978-986-83424-9-

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世界的蒸汽火車: 200 年火車分類學

300 輛蒸汽機車全圖鑑/蘇昭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14-5 

(EPUB) 普遍級  

世界的蒸汽火車: 200 年火車分類學

300 輛蒸汽機車全圖鑑/蘇昭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15-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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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昭旭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08-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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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昭旭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11-4 (EPUB) 普遍級  

世界最神奇的 24 堂课/查尔斯.哈奈

尔(Charles Haanel)著 李津编译 .-- 新

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55-9 (平

裝) 普遍級  

世界織品印花配色手帖: 從布料找靈

感,傳統織品到流行品牌的 955 種配

色 方 案 , 打 造 最 強 設 計 美 感 /The 

Halations 著;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41-6 (EPUB) 普遍級  

主管這樣帶人就對了: 向海豹部隊學

習管理之道,讓部屬願意跟著團隊方

向前進 /喬可 .威林克(Jocko Willink), 

萊夫 .巴賓(Leif Babin)合著; 徐源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久石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288-2-0 (EPUB) NT$420 普遍級  

以自由之名/謎卡 Mika Lin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89-7 (PDF) 

普遍級  

以自由之名/謎卡 Mika Lin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90-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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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32-2 (EPUB) 普遍級  

令人歎為觀止的昆蟲蛻皮圖鑑: 透過

288 種美麗「蟲蛻」來探索昆蟲世界

的奧祕 /安田守作; 何姵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18-2 

(EPUB) 普遍級  

出發。首爾: 沒有行程的八天七夜,

行走出自由想像的旅程。/換日線作.

攝影 .-- 高雄市 : 線在創作設計工作

室,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60-0-7 (EPUB) 普遍級  

*功能性材料研討會暨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022/南臺

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編

輯 ] .-- 臺南市  : 南臺科大化材系 , 

111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627-76-8 (平裝) 普遍級  

北韓日常生活: 與眾不同,住在世界

上 最 神 祕 國 家 的 兩 年 / 美 珠 林

(Lindsey Miller)作 ; 甘鎮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08-7 (PDF) 

普遍級  

北韓日常生活: 與眾不同,住在世界

上 最 神 祕 國 家 的 兩 年 / 美 珠 林

(Lindsey Miller)作 ; 甘鎮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09-4 (EPUB) 

普遍級  

卡 內 基 說 話 術 / 戴 爾 . 卡 內 基 (Dale 

Carnegie)著; 賴汶姍譯 .-- 臺中市 : 晨

星,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06-1 (EPUB) 普遍級  

古人房市怪現狀: 小至房間配置大至

都市設計、從西周到民國,古人房市

也瘋狂/李開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65-1 (EPUB) 普遍級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八編/裴

安平等著; 王明蓀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4-102-6 (全套:精裝) 

NT$80000 普遍級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六編/王明強

等著; 曾永義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44-014-2 (全套:精裝) NT$62000

普遍級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五編/董晨等

著; 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4-142-2 (全套:精裝) 

NT$98000 普遍級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二輯/黃素

卿等著; 龔鵬程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18-919-8 ( 全 套 : 精 裝 ) 

NT$22000 普遍級  

台中藝術博覽會. 2022= Art Taichung 

2022/游文玫, 賀嘉潔, 曾晟愿, 林慧美, 

謝丞凱, 陳怡文, 洪千雅, 莊世豪, 李

國梅, 施建伍, 陳妍蓓, 王薇雅, 張瑄

方, 陳亭邑, 張芝毓, 楊子寬, 郭憶玟, 

鄭守淳, 康鴻志編輯 .-- 臺北市 : 畫廊

協會, 11107 .-- 19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7974-7-4 (精裝) 普遍級  

*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畫冊 . 2022= 

2022 Taiwanese and Japanese 

Contemporary Art Exchange Exhibition 

portfolio/黃金福, 蔡伊婷, 翁琤筑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活石藝術空間 , 

11106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770-2-1 (平裝) 普遍級  

台日經貿交流: 日本與明朝之商貿交

易/張永昇, 拾已宇編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拾已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53-1 (PDF) 普遍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漫畫系年鑑. 第二

屆: 有畫漫說= 2nd department of comic 

art annual,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peaking in comic ways/陳

定凱總編輯 .-- 臺南市 : 台南應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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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漫畫系, 11106 .-- 18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615-67-3 (精裝) 普遍

級  

台馬客家帶的族群關係: 和諧、區隔、

緊張與衝突/蕭新煌, 張翰璧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36-2 (EPUB) 

普遍級  

台語發音拼音基礎(台羅版)/李勤岸, 

黃勁連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開朗

雜誌, 11107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0-37-7 (平裝) 普遍級  

台灣人工膝及髖關節置換手術發展

史 暨 人 工 關 節 廠 牌 辨 識 3.0= The 

developing history and prosthesis 

reference of knee and hip joint 

replacement in Taiwan 3.0/蔡尚聞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關節重建醫學

會, 11108 .-- 10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83819-1-9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台灣大型企業排名 TOP5000. 2022/中

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作 .-- 

第 52 版 .-- 臺北市 : 中華徵信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05-6-1 (PDF) 普遍級  

台灣文明進程的落實: 試論台灣文學

如何成為文明/公民性的轉渡者/葛尹

風, 許綺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37-9 (EPUB) 普遍級  

台灣地區大型店舖總覽. 2022/楊子逸

採訪編輯 .-- 臺北市 : 流通快訊雜誌, 

11106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301-0-3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台灣俗語諺語辭典/許晉彰, 盧玉雯

編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13-4 (PDF) 普遍級  

台灣特有鳥類手繪圖鑑/蔡錦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64-4 

(EPUB) 普遍級  

台灣高球世紀之星名人錄 /翁崇家 , 

鄭君仲, 賴震宇, 翁明璽合著 .-- 台北

市 : 你好傳媒,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04-0-1 (PDF) 普遍級  

台灣蘭科植物圖譜: 探索野生蘭的演

化、歷史與種類鑑定/林讚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13-3 

(EPUB) 普遍級  

台灣蘭科植物圖譜: 探索野生蘭的演

化、歷史與種類鑑定/林讚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14-0 

(PDF) 普遍級  

台灣體育史/黃秀政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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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918-9 (PDF) 

普遍級  

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英文試題完全解

析/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

藤有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09-2-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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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08-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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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62-6 (PDF) 普遍級  

幼兒科學教育: 邁向 STEM 新趨勢/周

淑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4-97-2 (EPUB) 普遍級  

幼兒科學教育: 邁向 STEM 新趨勢/周

淑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4-9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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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4-99-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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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00-3 (PDF) 

普遍級  

幼兒學習環境規劃理論與實務: 生命

生態系統觀/戴文青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心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8-01-0 (EPUB) 普遍級  

幼兒學習環境規劃理論與實務: 生命

生態系統觀/戴文青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心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8-02-7 (PDF) 普遍級  

幼兒聽覺藝術教材教法: 玩出關鍵素

養/廖美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8-03-4 (EPUB) 普遍級  

幼兒聽覺藝術教材教法: 玩出關鍵素

養/廖美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8-04-1 (PDF) 普遍級  

弘 文 學 報 . 第 七 期 = Hong Wen 

academic journal/林志偉, 李興華, 張經

昌, 黃耀慶, 蔡建文, 張瀞予, 洪月芬, 

柯子信, 陳文清, 柯品吉, 陳冠甫, 吳

佳彥合著 .-- 臺中市 : 中市弘文高中, 

11106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000-5-0 (平裝) 普遍級  

打造元宇宙中的另一個你: 虛擬偶像

AI 實作/馬健健, 張翔著; 胡嘉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35-4 

(PDF) 普遍級  

打造防疫共同體: 解析 COVID-19 醫

藥、人權、大數據與前瞻政策/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防疫科學暨健康一體

研究中心作 .-- 新竹市 : 陽明交通大

學出版社,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0-40-1 (EPUB) 普遍級  

正負之間: 影視寫真書/大方影像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214-5 

(EPUB) 普遍級  

正負之間: 影視寫真書/大方影像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15-2 (PDF) 

普遍級  

正面思考的假象: 樂觀偏誤如何讓我

們過得更好,卻又自取滅亡?/塔莉.沙

羅特(Tali Sharot)作;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14-63-9 (PDF) 

普遍級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五編/

陳國恩等著;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18-980-8 (全套:精裝) 

NT$55000 普遍級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五編/金欣

等著; 杜潔祥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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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18-934-1 ( 全 套 : 精 裝 ) 

NT$42000 普遍級  

永續海運/華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79-0 (PDF) 普遍級  

玄門開光科儀全集/陳柏勳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碧洞山房, 11108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07-0-

8 (線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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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版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67-5 (EPUB) 普遍級  

生命的奧祕 脈輪科學觀/雪莉.雪莉.

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

著; 吳春華, 陳怡靜, 邱奕嘉, 陳懷塵

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5-3-0 (EPUB) 普遍級  

生於奮鬥: 亞洲球王盧彥勳的 20 年

網球之路/盧彥勳, 盧威儒著 .-- 1 版 .-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28-3 (EPUB) 

普遍級  

生病一定要吃藥嗎?: 逆轉慢性病,不

藥而癒/江守山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75-7-9 (PDF) 普遍級  

用手指點一點會說話有聲書: 親子英

語/趙筱文作; Jason Chen 插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2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19-6 (精

裝) 普遍級  

用考試翻轉命運的莊稼囝 /許平和 , 

陳麗真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2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52-6 (平裝) 普遍級  

用幽默代替沉默的應對智慧/塞德娜

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3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白居易詩人品味研究/陳家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701-2 (PDF) 

普遍級  

皮膚照護教科書: 健康肌膚的新常識

/高瀬聰子, 細川桃著; 盧宛瑜譯 .-- 二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82-8 (EPUB) 

普遍級  

伊 索寓 言 ( 古希 臘文 全譯本 )/伊索

(Αἴσωπος)著 ; 王煥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75-0 (EPUB) 

普遍級  

*企業管理/畢斯尼斯編 .-- 七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45-8 (PDF) 普遍級  

全英語教室 (雙語教學版 )= The all 

English classroom/Sunny Lee 編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4-15-

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全球最先進 8 企業未來大策略: 用

「數位 x 環保 x 公平」與消費者共

鳴的新時代/田中道昭著; 張嘉芬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41-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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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0-97-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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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54-4 (EPUB) 普遍

級  

再戰江湖/風中一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88-2 (EPUB) 普遍

級  

冰室/馬丹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識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3-6-3 (EPUB) 普遍級  

冰涼的殺意/青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識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3-7-0 (EPUB) 普遍

級  

冰晶奇緣/葉天愛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81-3 (EPUB) 普遍級  

印心與悟道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

(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邱奕嘉

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5-4-7 (EPUB) 普遍級  

印海博藝: 廖德良印鈕藝術與篆刻名

家選粹/崔仁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8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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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71-2 (EPUB) 普遍

級  

向心公轉/花清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80-6 (EPUB) 普遍級  

名 廚 西 餐 = Western cuisine/ 王 森 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6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06-9 (精裝) NT$450 普遍級  

合奏音動 療癒啟動: 大家一起玩合

奏= Electric piano ensemble/柯嘉惠, 林

禹慈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柯嘉惠, 

11106 .-- 2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44-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因為痛,所以叫婚姻/張塵舞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79-0 (EPUB) 

普遍級  

因為愛情太感性,所以需要戀愛心理

學: 愛情三角形 x 演化心理學 x 依附

理論,戀愛其實是一種理性的衝動/張

曉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78-7 (EPUB) 普遍級  

因為愛著你的愛/肖大慶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78-3 (EPUB) 

普遍級  

回憶/陳英泰作 .-- 再版 .-- 臺北市 : 吳

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6211-3-2 (全套:平裝) 

NT$1200 普遍級  

回憶. 2: 由小牢改坐大牢/陳英泰作 .-

- 再版 .-- 臺北市 :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

金會, 11105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531-9-0 (平裝) 普遍級  

回憶. 3: 開啟白色恐怖平反之門/陳

英泰作 .-- 再版 .-- 臺北市 : 吳三連臺

灣史料基金會, 11105 .-- 340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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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96211-0-1 (平裝) 

普遍級  

回憶. 4: 到達不了的平反之路/陳英

泰作 .-- 再版 .-- 臺北市 : 吳三連臺灣

史料基金會, 11105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211-1-8 (平裝) 

普遍級  

地形學/林俊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15-7 (PDF) 普遍級  

地形學/林俊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16-4 (EPUB) 普遍

級  

地圖力: 掌握權力和財富的祕密/金

伊財著; 賴姵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8-355-1 (EPUB) 普遍級  

地獄事典/草野巧作; 林祥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74-7 

(EPUB) 普遍級  

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 活出依納爵靈

修 /布萊恩 .格羅根(Brian Grogan)著; 

盧玫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46-981-8 (EPUB) 普遍級  

多少蓬萊舊事/楊儒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07-6 (EPUB) 普遍

級  

多少蓬萊舊事/楊儒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08-3 (PDF) 普遍級  

好人緣的送禮社交術: 選對禮物 X 抓

準時機 X 看場合說話,讓你送禮不踩

雷!/周成功, 恩茜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16-6 (EPUB) 普遍

級  

如 何 成 為 一 個 基 督 徒 =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柯希能(Nicholas G. 

Krushnisky) 編 ; 以 琳 書 房 編 譯 小 組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以琳, 11107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36-

30-0 (平裝) 普遍級  

如 何 寫 一 首 歌 / 傑 夫 . 特 維 迪 (Jeff 

Tweedy)著; 沈台訓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啟明,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10-9-8 (EPUB) 普遍級  

如果可以早知道,你的人生就不會跌

倒!/申榮俊, 朱彥奎著; 金鐘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26-9 

(EPUB) 普遍級  

如果島嶼會作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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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57-1-1 (PDF) NT$420 普遍

級  

如果島嶼會作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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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57-2-8 (EPUB) 普遍級  

如果時光聽得見/黃興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77-6 (EPUB) 

普遍級  

如若有你,一世歡喜/錦竹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89-9 (EPUB) 

普遍級  

如若有你,一生何求/錦竹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74-5 (EPUB) 

普遍級  

安妮絲公主/胡偉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73-8 (EPUB) 普遍

級  

安 倍 晉 三 的 大 戰 略 / 邁 克 爾 . 葛 林

(Michael J. Green)著; 譚天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55-5 (EPUB) 

普遍級  

安 倍 晉 三 的 大 戰 略 / 邁 克 爾 . 葛 林

(Michael J. Green)著; 譚天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56-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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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18-2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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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19-9 (PDF) 普遍級  

成 本 管 理 實 務 = Cost management 

practice/林純珠 , 張順南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康怡國際, 11106 .-- 4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89-6-

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成年日記: 許竹敬小說作品集/許竹

敬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93-0 (EPUB) 普遍級  

成長印跡/舒亦欣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72-1 (EPUB) 普遍級  

成長勢能: 做擅長的事,擴大影響力

與能力變現/任康磊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5-1-0 (PDF) 普遍級  

成長勢能: 做擅長的事,擴大影響力

與能力變現/任康磊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5-2-7 (EPUB) 普遍級  

成長與蛻變/林昌雄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69-3 (PDF) 普遍級  

成為自己的執行長: 跟彼得杜拉克學

職涯規劃與自我管理/詹文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644-3 

(EPUB) 普遍級  

成為自己的執行長: 跟彼得杜拉克學

職涯規劃與自我管理/詹文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45-0 (PDF) 

普遍級  

成為自己喜歡的大人/茱莉.李斯寇特

-漢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著; 韓絜

光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58-6 (PDF) 普遍級  

成為自己喜歡的大人/茱莉.李斯寇特

-漢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著; 韓絜

光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59-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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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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1-62-4 (PDF) 

普遍級  

成為怪物以前/蕭瑋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94-9 

(EPUB) 普遍級  

成為讓別人快樂的人: 母親留給我唯

一重要的東西/永松茂久著; 黃詩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835-4 

(EPUB) 普遍級  

成熟大人的父母相處指南/張國洋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識博管理顧問,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31-2-8 (PDF) 普遍級  

托特塔羅的多重宇宙. 下/天空為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42-9 (PDF) 普遍級  

托特塔羅的多重宇宙. 下/天空為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43-6 (EPUB) 普遍級  

托特塔羅的多重宇宙. 上/天空為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40-5 (PDF) 普遍級  

托特塔羅的多重宇宙. 上/天空為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41-2 (EPUB) 普遍級  

*早安,親愛的世界: 7 個泛視神經脊

髓炎的生活故事= Good morning dear 

world/黃郁庭, 李欣薇, 陳乃維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神經免疫

疾病協會, 11105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98-0-1 (精裝) 普遍

級  

早期課. 8/Jane Roberts 著; 梁瑞安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69-4 

(PDF) 普遍級  

有蛋就好吃/Claire 克萊兒的廚房日

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43-4 (EPUB) 普遍級  

有蛋就好吃/Claire 克萊兒的廚房日

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44-1 (PDF) 普遍級  

有愛無愛,都刻骨銘心/目非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05-0 (EPUB) 

普遍級  

有種英文模仿術,一旦學過英文馬上

用出來/凱茜女孩 Cathy Girl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史丹佛女孩,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24-0-5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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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56-7 (EPUB) 

普遍級  

江山不能留與後人愁: 財富傳承與家

族憲法/陳明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56-6 (PDF) 普遍級  

江山不能留與後人愁: 財富傳承與家

族憲法/陳明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57-3 (EPUB) 普遍級  

羽葤的小宇宙: 宋羽葤數位寫真/宋

羽葤作; 許凱文攝影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78-0 (EPUB) 限制級  

羽葤的小宇宙: 宋羽葤數位寫真/宋

羽葤作; 許凱文攝影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179-7 (PDF) 限制級  

老人與海/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作; 傅凱羚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24-4 (PDF) 普遍級  

老人與海/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作; 傅凱羚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25-1 (EPUB) 普遍級  

老派工作是潮的: 紐約社會學家與年

輕職人的告白/理查.歐塞霍(Richard E. 

Ocejo)著; 馮奕達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二十張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93-8-8 (PDF) 普遍級  

老派工作是潮的: 紐約社會學家與年

輕職人的告白/理查.歐塞霍(Richard E. 

Ocejo)著; 馮奕達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二十張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93-9-5 (EPUB) 普遍

級  

*老葉的科普文集 /葉綠舒著  .-- 初

版 .-- 花蓮縣 : 葉綠舒, 11107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192-3 (第

1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自己動手做虛擬機器: 解析程式語言

的設計與實現 /蒼時弦也 (邱政憲 )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67-9 (PDF) 普遍級  

自己動手做虛擬機器: 解析程式語言

的設計與實現 /蒼時弦也 (邱政憲 )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68-6 (EPUB) 普遍級  

自由集/白家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61-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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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63-3 (EPUB) 

普遍級  

自殺數據判讀指引/李明濱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26-0 (PDF) 

普遍級  

自殺關懷訪視員教育手冊/李明濱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衛 福 部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7-27-7 (PDF) 普遍級  

艾未未: 千年悲歡 /艾未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83-5 (PDF) 

普遍級  

艾未未: 千年悲歡 /艾未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584-2 

(EPUB) 普遍級  

艾略特詩選. 2(1925-1962): <<四重奏

四首>>及其他詩作/托馬斯.斯特恩斯.

艾略特著; 黃國彬譯註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64-0 (PDF) 普遍級  

艾略特詩選. 2(1925-1962): <<四重奏

四首>>及其他詩作/托馬斯.斯特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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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著; 黃國彬譯註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65-7 (EPUB) 普遍級  

血月蓮花殤/莫默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22-7 (EPUB) 普遍級  

血咒謎葬/李孟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92-3 (EPUB) 普遍級  

血戰沙漠核鼠/楊永漢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23-4 (EPUB) 普遍

級  

行吟/林平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39-99-8 (EPUB) 普遍級  

行動行銷的 12 堂關鍵必修課 : 社

群 .APP.LINE. 大 數 據 . 抖 音 . 元 宇

宙 .Mobile SEO.GA 到 GA4/胡昭民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71-6 (PDF) 普遍級  

行動行銷的 12 堂關鍵必修課 : 社

群 .APP.LINE. 大 數 據 . 抖 音 . 元 宇

宙 .Mobile SEO.GA 到 GA4/胡昭民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72-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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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58-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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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59-3 (PDF) 普遍級  

西方的自殺: 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

文明/喬納.戈德堡(Jonah Goldberg)著; 

劉維人, 廖珮杏, 盧靜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46-3 (PDF) 普遍級  

西方的自殺: 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

文明/喬納.戈德堡(Jonah Goldberg)著; 

劉維人, 廖珮杏, 盧靜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47-0 (EPUB) 普遍

級  

西洋占星自學指南/Rene Van Dale 研

究所作; 陳書萍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46-1 (EPUB) 普遍

級  

西洋占星自學指南/Rene Van Dale 研

究所作; 陳書萍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47-8 (PDF) 普遍級  

西域之戀/純懿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98-1 (EPUB) 普遍級  

佛法三百問/藍傳盛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45-7 (PDF) 普遍級  

佛說療痔病經/(大唐)三藏義淨奉制

譯 .-- 一版二刷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

文化, 11107 .-- 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2-05-9 (經 摺裝 ) NT$190

普遍級  

你今年加薪了嗎?: 謀職、加薪、升

遷、轉職 ,職場菁英全攻略 /李大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87-3 (PDF) 普遍級  

你今年加薪了嗎?: 謀職、加薪、升

遷、轉職 ,職場菁英全攻略 /李大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88-0 (EPUB) 普遍級  

你以為是兩情相悅,殊不知只是自己

的一廂情願: 傾盡一生溫柔,到頭來

卻是一場空,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糟蹋

自己?/子陽, 憶雲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08-1 (EPUB) 普遍

級  

你所不知道的自戀狂: 認識你身邊的

極端自戀者,保護自己不再受傷/約瑟

夫 .布爾戈(Joseph Burgo)著; 蔡文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5-39-8 (EPUB) 普遍級  

你的善良必須更有力量/休士頓.克拉

夫特(Houston Kraft)著; 林師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80-1 

(PDF) 普遍級  

你的善良必須更有力量/休士頓.克拉

夫特(Houston Kraft)著; 林師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81-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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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64-2 

(EPUB) 普遍級  

你是我最倔強的決定/天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97-4 (EPUB) 

普遍級  

你若安好/靜悠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96-7 (EPUB) 普遍級  

你就是覺性: <<八曲仙人之歌>>講

記/三不叟著; 智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紅桌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2-2-0 (PDF) 普遍級  

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放棄: 哇賽

療⼼室,19 道練習陪你解鎖⼈⽣難題

/蔡佳璇, 葉品希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60-4 (EPUB) 普遍

級  

克服倦怠: 30 種突破,心不累的生活

進階法/彭孟嫻(Jessica Peng)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12-2 (PDF) 

NT$420 普遍級  

克服倦怠: 30 種突破,心不累的生活

進階法/彭孟嫻(Jessica Peng)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613-9 

(EPUB) NT$420 普遍級  

別急著挑戰人性: 20 個經典心理實驗,

帶你認識自己 ,人生不踩雷/潘楷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79-9 

(EPUB) 普遍級  

別惹女生/潘亮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24-1 (EPUB) 普遍級  

妖怪們: 怪奇玄幻的百妖物語/盛文

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64-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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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們: 怪奇玄幻的百妖物語/盛文

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65-8 (EPUB) 普遍級  

孝子/大師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

瓶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09-3 (EPUB) 普遍級  

完全推理智力遊戲/羅波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3-169-1 (PDF) 

普遍級  

完美生命的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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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5-8-5 (EPUB) 普遍級  

完美死亡/海倫.菲爾德(Helen Fields)

作; 楊沐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6-09-4 (EPUB) 普遍

級  

宋耀偉師生壬寅書法展輯/宋耀偉總

編輯 .-- 高雄市 : 宋耀偉老師書法研

究室, 111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23-1-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希望煉金術/張潔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3-8-0 (EPUB) 普遍級  

床前明月光,美男睡得香/錦竹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25-8 

(EPUB) 普遍級  

快樂鍵盤和聲/陳宏心作 .-- 初版 .-- 

新竹市 : 萌音文化, 11106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55-6-4 (第

5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快樂鍵盤和聲. 練習篇/陳宏心作 .-- 

初版 .-- 新竹市 : 萌音文化, 11106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55-

7-1 (第 5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我只害怕我愛你/沈南喬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26-5 (EPUB) 

普遍級  

我未來的另一半,你好: 從我到我們

的幸福練習題/延玲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77-348-2 (EPUB) 普遍

級  

我有能力知道真相嗎?/楊治國撰文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69-0 

(PDF) 普遍級  

我把時光郵寄給你/余言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27-2 (EPUB) 

普遍級  

我把陽光寄給你/黃興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28-9 (EPUB) 

普遍級  

*我的第四堂西語課/游皓雲, 洛飛南

(Fernando López)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0-76-8 (PDF) 普遍級  

我城存歿: 強權之下思索自由/張燦

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95-9-8 (PDF) 普遍級  

我城存歿: 強權之下思索自由/張燦

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46-0-7 (EPUB) 普遍級  

我是照顧者: 成為照顧者篇/米奧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06-3 (PDF) 

普遍級  

我是照顧者: 成為照顧者篇/米奧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07-0 

(EPUB) 普遍級  

我是誰 : 尋回失落形象 /泰瑞 .詹森

(Terry L. Johnson)著; 思慕翻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迦南翻譯出版社 , 

11106 .-- 1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137-0-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我是誰 : 尋回失落形象 /泰瑞 .詹森

(Terry L. Johnson)著; 思慕翻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迦南翻譯出版社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137-1-0 (PDF) NT$250 普遍級  

我們的婚事/狐小妹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29-6 (EPUB) 普遍

級  

我們的鄰居: 鳥類與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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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75-0-9 (EPUB) 普遍

級  

我們起來建造吧!: 尼希米記靈修信

息/劉群茂作 .-- 1 版 .-- 臺北市 : 以琳,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6-28-7 (PDF) 普遍級  

我們都是這樣玩!/茱莉.弗雷特(Julie 

Flett)文.圖; 陳嬿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54-6 (EPUB) 普遍級  

我們都被忘了/書故夢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30-2 (EPUB) 普遍

級  

我們都曾虧欠愛情/目非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31-9 (EPUB) 

普遍級  

我們愛著愛情的什麼/余閒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32-6 (EPUB) 

普遍級  

我家貓咪要好好到老!貓咪的高品質

樂活養生事典/臼杵新作; 黃筱涵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0-442-3 (EPUB) 普遍級  

我家貓咪要好好到老!貓咪的高品質

樂活養生事典/臼杵新作; 黃筱涵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0-443-0 (PDF) 普遍級  

我創業,我獨角. no.2: #精實創業全紀

錄,商業模式全攻略/羅芷羚 Bella Luo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獨角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756-4-3 (EPUB) 普遍級  

我創業,我獨角. no.3: #精實創業全紀

錄 , 商 業 模 式 全 攻 略 = UNIKORN 

startup. 3/羅芷羚(Bella Luo)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獨角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756-5-0 

(EPUB) 普遍級  

我創業,我獨角. no.4: #精實創業全紀

錄 , 商 業 模 式 全 攻 略 = UNIKORN 

startup. 4/羅芷羚(Bella Luo)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獨角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756-6-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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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被迫從這裡離去 /壹捌零參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遊讀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81-6-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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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59-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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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60-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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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28-9 (EPUB) 普遍級  

找回阿茲海默的嗅覺記憶: 以芳療精

油、蔬果等天然物質,重啟患者的多

重認知與情緒力,法國自然派醫師從

神經生物、心理學與腦科學等面向,

揭開阿茲海默的嗅覺之謎/尚-皮耶.

威廉 (Jean-Pierre Willem)著 ; 莫居凡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20-7 (EPUB) 普遍級  

找回聲音的美人魚/胡慧嫚作; 吳佳

樺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6 .-- 約 44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09-7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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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年紀念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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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64-6 (PDF) 普遍級  

投資組合簡單學/王朝仕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2-46-5 (PDF) 

普遍級  

改變自己: 每天精進一點點/齊光偉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75-2 

(EPUB) 普遍級  

改變你人生的想法整理術: 韓國首席

想法整理諮詢師幫你將想法視覺化,

釐清思緒,人生從此不迷茫/福柱煥著; 

陳聖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45-4 (EPUB) 普遍級  

改變看錢心態,最快積累千萬資產的

財務自由實踐版: 學會運用收益護盾

+緩衝基金+股市投資的黃金配比,縮

短辦公室社畜人生,提早過自己想要

的生活/克莉絲蒂.沈(Kristy Shen), 布

萊斯.梁(Bryce Leung)作; 林士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01-5 

(EPUB) 普遍級  

改變想法,就會改變你的做法/黎亦薰

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32-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每一次因果 ,都是人生最好的練習 : 

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 /詹姆斯 .艾倫

(James Allen)著; 杮子文化朗讀 .-- 臺

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6 .-- 約 5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91-3 (線上

有聲書(MP3)) NT$260 普遍級  

每個孩子都能好好吃飯(跨世代長銷

經典版)/安妮特.卡斯特尚, 哈特穆.摩

根洛特作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5-273-4 (EPUB) 普遍級  

每個孩子都能好好睡覺(跨世代長銷

經典版)/安妮特.卡斯特尚, 哈特穆.摩

根洛特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76-5 (EPUB) 普遍級  

每粒塵埃都有光/黃興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95-0 (EPUB) 

普遍級  

沒人能躲過的第 10 年職場難關/河野

英太郎作; 黃怡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77-5 (EPUB) 普遍

級  

沒人能躲過的第 10 年職場難關/河野

英太郎作; 黃怡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78-2 (PDF) 普遍級  

沒有資優班: 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

育/陳之華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18-3 (EPUB) 普遍級  

沒有資優班: 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

育/陳之華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20-6 (PDF) 普遍級  

狂言賽博格/野村萬齋作; 沈亮慧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這邊出版,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3-2-8 

(EPUB) NT$450 普遍級  

狂言賽博格/野村萬齋作; 沈亮慧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這邊出版,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3-3-5 

(PDF) 普遍級  

狂喜與節制: 張肇康的建築藝術/徐

明松, 黃瑋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09-1 (PDF) 普遍級  

狂喜與節制: 張肇康的建築藝術/徐

明松, 黃瑋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10-7 (EPUB) 普遍級  

走进游戏治疗: 游戏治疗父母手册/

郑如安, 王素文, 李志峰, 周洁, 郑婷

方, 唐缨, 崔冰冰, 彭羽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鄭如安, 11107 .-- 48 面; 33 公

分 .-- ISBN 978-626-01-0232-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走吧!旅途中或許能找到不同的答案: 

我在徒步環島中,遇見那些別人眼中

的自己/Joyc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19-9 (EPUB) 普遍級  

辛丑臺灣書法年展作品集/柯有澤執

行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書學會 , 

11106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6816-3-6 (平裝) 普遍級  

那些成功者都有一套自己的筆記規

則(復刻版): 活用 64 張圖,讓手帳一目

了然的歸納整理術!/佐久間英彰作; 

黃立萍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8-07-5 (PDF) 普遍級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Nahum 

Habakkuk Zephaniah/黃麗蘭著 .-- 臺北

市 : 臺北靈糧堂, 11106 .-- 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89-58-4 (平裝) 

普遍級  

防彈肌肉強效鍛鍊法: 明星教練肌肉

地獄使者的 100 種超強健身法/楊治

承著; 牟仁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71-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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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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10-2 

(EPUB) 普遍級  

京都老舖傳承奧祕: 七位京老舖社長

家業人生物語/郭枝蓁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長京國際文創行銷,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88-1-0 

(EPUB) NT$480 普遍級  

來福: 張玉堂小說自選/張玉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94-3 

(EPUB) 普遍級  

兒童美語圖點= Children's illustrated 

dictionary/小牛津編輯團隊圖.文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化 , 

11107 .-- 5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5886-1-9 (精裝) 普遍級  

兩個人好好愛/林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93-6 (EPUB) 普遍

級  

呼求者的讚美/真耶穌教會教牧處聖

樂科著 .-- 臺中市 : 腓利門, 111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36-

5-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和自己對話: Q&A 三年日記本= Q&A 

a day: 3 year journal/品味生活編輯小

組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7 .-- 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25-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命中注定誰是你: 甲木薩與雲遊僧傳

奇/鍾文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34-3 (PDF) 普遍級  

命中注定誰是你: 甲木薩與雲遊僧傳

奇/鍾文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35-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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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蕭寶森譯 .-- 臺北

市 : 柿子文化, 11106 .-- 約 12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89-0 (線上

有聲書(MP3))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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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43-0 (EPUB) 普遍級  

孟克的吶喊: <病童>、<吸血鬼>、<

分離>、<吻>,帶來一首關於生命、

愛情和死亡的詩篇/仝十一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09-8 

(EPUB) 普遍級  

孟孟的好好用安心皂方: 活用中藥、

食材、香氛入皂,45 款呵護肌膚的溫

柔提案/孟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12-1 (PDF) 普遍級  

孟孟的好好用安心皂方: 活用中藥、

食材、香氛入皂,45 款呵護肌膚的溫

柔提案/孟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13-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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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94-322-9 (EPUB) 普遍級  

孤島的來訪者/方丈貴惠著; 李彥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71-1 (EPUB) 普遍級  

宗教是怎麼改變世界的?: 從五大宗

教發展看懂全球局勢變化與重大國

際議題/島田裕巳監修;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20-5 

(EPUB) 普遍級  

定義大師/藍慕沙作; 丁香心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覺醒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77-5-1 (PDF) 

普遍級  

幸福馬拉松: 關於愛與婚姻的練習曲

/何戎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59-9 (EPUB) 普遍級  

怪奇京都: 神佛-魑魅魍魎同行的異

類古都巡訪/三線作; 馬國堯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6 .-- 約

26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

10-3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

級  

怪物大全/健部伸明作; 蘇竑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73-0 

(EPUB) 普遍級  

性命出售/三島由紀夫作; 吳季倫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85-5 (PDF) 

普遍級  

性命出售/三島由紀夫作; 吳季倫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86-2 

(EPUB) 普遍級  

放下紫袍: 如何在階級文化中從事僕

人 領 導 / 朱 利 安 . 立 德 司 通 (Julyan 

Lidstone)著; 黃從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77-354-3 (EPUB) 普遍級  

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李惠儀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17-1 (EPUB) 普遍級  

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李惠儀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18-8 (PDF) 普遍級  

東方民歌 西方視角: 德國鋼琴家改

編 的 中 國 民 歌 / 亞 歷 山 大 . 碧 樂 島

(Alexander Bildau)改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1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2-455-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東洋惡女十二名錄: 殺人者的鮮紅掌

心/劍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91-7-3 (EPUB) 普遍級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 

2022= 2022 THU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dependent design 

research/東海建築系 106 級畢業生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東海建築系, 

111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48-115-5 (平裝) 普遍級  

武器事典/市川定春作; 林哲逸, 高胤

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4-78-5 (EPUB) 普遍級  

武器屋/Truth in Fantasy 編輯部作; 趙

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4-87-7 (EPUB) 普遍級  

氛圍的感染: 感官經驗與宗教的邊界

/林瑋嬪, 黃克先, 齊偉先, 楊秀娟, 魏

斌, 蔡怡佳作; 林瑋嬪, 黃克先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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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19-5 (EPUB) 普遍級  

氛圍的感染: 感官經驗與宗教的邊界

/林瑋嬪, 黃克先, 齊偉先, 楊秀娟, 魏

斌, 蔡怡佳作; 林瑋嬪, 黃克先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20-1 (PDF) 普遍級  

波蘭之子蕭邦: 敘事曲、奏鳴曲、波

蘭舞曲、夜曲......優美旋律穿越近兩

世紀的巨變時代,至今仍在夜空中閃

耀/劉新華, 音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86-2 (EPUB) 普遍

級  

法式甜點= French desserts/王森主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6 .-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2-

007-6 (精裝) NT$380 普遍級  

法蘭西簡史,浪漫背後的殘酷: 優雅

而冷漠,美麗又血腥,那些不容忽視的

法國史/歸海逸舟, 艾仲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85-5 

(EPUB) 普遍級  

物語與日本哲學: 哲學的民俗學轉向

/張政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07-3 (PDF) 普遍級  

物聯網資訊安全入門基礎 /徐偉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30-9 (PDF) 普遍級  

狗狗抗癌飲食全圖解: 選用當令食材,

自製日常食療及點心料理,每天 1 碗

有效排毒,吃出最強抗病力!/俵森朋

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74-7-9 (EPUB) 普遍級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余英時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98-9 (EPUB) 普遍級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余英時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14-6 (PDF) NT$420 普遍級  

知識寫作與思考課程成果集. 2022/鄭

芳祥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鄭芳祥, 

11107 .-- 1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22-7 (平裝) 普遍級  

社交天性 /馬修 .利伯曼 (Matthew D. 

Lieberman)著; 林奕伶譯 .-- 三版 .-- 新

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88-6 (PDF) 普遍級  

社交天性 /馬修 .利伯曼 (Matthew D. 

Lieberman)著; 林奕伶譯 .-- 三版 .-- 新

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89-3 (EPUB) 普遍級  

股神思維: 韓國雙股神教你運用常識、

從基本面出發,打造老人小孩都懂的

投資獲利原則/姜芳千, John Lee 著; 

陳思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36-2 (EPUB) 普遍級  

芳療藥師的對症精油處方: 125 種常

備精油與 100 種天然精油處方,照護

你和孩子的健康/石明立著 .-- 新北

市 : 大樹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12-6-4 (EPUB) 普遍級  

花朵的祕密生命: 解剖一朵花的美、

自然與科學/蘿賽(Sharman Apt Russell)

著; 鍾友珊譯 .-- 第五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66-8 (EPUB) 普遍級  

虎嘯古風: 古風書藝學會壬寅年展作

品專輯/王美美總編輯 .-- 臺南市 : 古

風書藝學會, 11106 .-- 9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248-0-5 (平裝) 普遍

級  

金玉其外: 大學英檢畢業門檻的反思

/何萬順, 蔣侃學, 林俊儒, 何姵萱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6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47-983-

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金剛經: 人生經歷無數,喜樂一如當

初/章成, M.FAN 傳訊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39-1 (EPUB) 普遍級  

長期照顧者自殺防治/李明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28-4 (PDF) 

普遍級  

長溝流月/李之漢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71-4 (EPUB) 普遍級  

門薩學會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

訓練: 英國門薩官方唯一授權. 進階

篇第一級/Mensa 門薩學會編; 汪若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47-8 

(EPUB) 普遍級  

門薩學會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

訓練: 英國門薩官方唯一授權. 進階

篇第二級/Mensa 門薩學會編; 劉允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48-5 

(EPUB) 普遍級  

門薩學會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

訓練: 英國門薩官方唯一授權. 進階

篇第三級/Mensa 門薩學會編; 劉允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49-2 

(EPUB) 普遍級  

門薩學會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

訓練: 英國門薩官方唯一授權. 進階

篇第五級/Mensa 門薩學會編; 汪若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50-8 

(EPUB) 普遍級  

門薩學會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

訓練: 英國門薩官方唯一授權. 進階

篇第六級/Mensa 門薩學會編; 江惟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51-5 

(EPUB) 普遍級  

門薩學會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

訓練: 英國門薩官方唯一授權. 進階

篇第四級/Mensa 門薩學會編; 屠建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52-2 

(EPUB) 普遍級  

阿 南 達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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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5-9-2 (EPUB) 普遍級  

阿南達經大義闡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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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5-5-4 (EPUB) 普遍級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那些勵志書不

會告訴你的人生真相/劉仲敬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42-5 (PDF) 

普遍級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那些勵志書不

會告訴你的人生真相/劉仲敬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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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7129-43-2 

(EPUB) 普遍級  

阿鎧老師 10 天就看到成效的感統遊

戲/張旭鎧著 .-- 3 版 .-- 臺北市 : 新手

父母,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08-22-5 (EPUB) 普遍級  

雨夫人/路邊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54-6 (EPUB) 普遍級  

青年行動+: 桃青綻放 破繭飛翔/陳逸

庭, 王裕惠, 林宗翰, 黃筠珊採訪撰文; 

陳逸庭執行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青年事務局,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12-5 (PDF) 普遍

級  

青果/顧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92-9 (EPUB) 普遍級  

青春半熟.記憶微溫/秋蘆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1-57-0 (PDF) 

普遍級  

非三國/林錚顗作; 許皇家朗讀 .-- 臺

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6 .-- 約 40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11-0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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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寶國際,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468-6 

(PDF) 普遍級  

保罗生平和书信. 第 1 册, 早期生活

与第一次宣教旅行(组长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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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01-3-5 (平裝) 普遍

級  

保罗生平和书信. 第 2 册, 第二次宣

教旅行(组长手册)/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李古芝华译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中 華 天 牧 差 傳 門 訓 協 會 , 

11106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01-4-2 (平裝) 普遍級  

保罗生平和书信. 第 3 册, 第三次宣

教 旅 行 : 监 禁 与 受 死 ( 组 长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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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01-5-9 (平裝) 

普遍級  

保密吏/李穆梅著 .-- 新北市 : 李偉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37-1 (EPUB) 普遍級  

保護服務與自殺防治/李明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29-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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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45-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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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07-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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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66-2 (EPUB) 普遍級  

勇闖好萊塢!台灣動畫師的夢幻職涯

開拓攻略/古家郁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識博管理顧問,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31-3-5 (PDF) 

普遍級  

南島語言/白樂思著; 李王癸, 張永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慧娟, 鄧芳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冊 .-- 

ISBN 978-957-08-6393-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南島語言. I/白樂思著; 李王癸, 張永

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慧娟, 鄧芳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20-5 

(EPUB) 普遍級  

南島語言. I/白樂思著; 李王癸, 張永

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慧娟, 鄧芳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21-2 

(PDF) 普遍級  

南島語言. II/白樂思著; 李王癸, 張永

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慧娟, 鄧芳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22-9 

(EPUB) 普遍級  

南島語言. II/白樂思著; 李王癸, 張永

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慧娟, 鄧芳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23-6 

(PDF) 普遍級  

南島語言. III/白樂思著; 李王癸, 張永

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慧娟, 鄧芳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24-3 

(EPUB) 普遍級  

南島語言. III/白樂思著; 李王癸, 張永

利, 李佩容, 葉美利, 黃慧娟, 鄧芳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25-0 

(PDF) 普遍級  

哇!這是怎麼蓋出來的?: 怎麼蓋得高、

不會倒,跨領域誕生的偉大工程,建立

STEAM 素養,認識世界建築的科學與

歷史/羅瑪.艾葛拉瓦(Roma Agrawal)

著; 凱蒂.希基(Katie Hickey)繪; 王翎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麥 田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0-68-7 (EPUB) 普遍級  

哈佛商業評論最有影響力的 30 篇文

章/<<哈佛商業評論>>編著; <<哈佛

商業評論>>中文版特約翻譯群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72-2 (EPUB) 普遍級  

哈佛商業評論最有影響力的 30 篇文

章/<<哈佛商業評論>>編著; <<哈佛

商業評論>>中文版特約翻譯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73-9 (EPUB) 普遍級  

城邦與帝國: 兩種文明的選擇/韓非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3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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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18-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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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19-8 (PDF) 

普遍級  

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必學. 1: 證照必勝

法規篇/陳鎔, 郭珮汝作 .-- 二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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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麥浩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33-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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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40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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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410-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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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52-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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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64-0 (EPUB) 普遍級  

後來我學會了愛自己/張小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02-1 (PDF) 

普遍級  

後窗/梁炳青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70-7 (EPUB) 普遍級  

後趙明主-石勒: 逐鹿中原,歲月如夢

(暮年卷)/毋福珠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42-8 (EPUB) 普遍

級  

思考圖譜: 職場商場致勝祕笈/宣明

智, 燕珍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74-6 (PDF) 普遍級  

思考圖譜: 職場商場致勝祕笈/宣明

智, 燕珍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75-3 (EPUB) 普遍

級  

政府數位轉型: 一本必讀的入門書/

陳敦源, 朱斌妤, 蕭乃沂, 黃東益, 廖

洲棚, 曾憲立主編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81-3 (PDF) 普遍級  

政治學「強」力出擊 by 強納森/強納

森(黃偉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

提斯出版, 11108 .-- 5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5756-2-6 (平裝) 普遍

級  

故事力決定溝通力: 演講簡報.廣告

創意.品牌行銷.設計思考的說故事技

巧 完 全 指 南 / 紀 雍 . 拉 瑪 (Guillaume 

Lamarre)著; 馬向陽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奇光,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9-2-2 (PDF) 普遍級  

故事力決定溝通力: 演講簡報.廣告

創意.品牌行銷.設計思考的說故事技

巧 完 全 指 南 / 紀 雍 . 拉 瑪 (Guillaume 

Lamarre)著; 馬向陽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奇光,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9-3-9 (EPUB) 普遍級  

星塵落埃: 一位當代重要公共社會學

家真摯的生與死 /艾瑞克 .萊特(Erik 

Olin Wright)作; 陳婉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73-6 (EPUB) 普遍

級  

柔韌設計: 跨越制約的教育創新法則

/陳蕙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82-0 (PDF) 普遍級  

某種認可: 五部劇作(2017-2020)/紀蔚

然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7-591-8 (EPUB) 普遍級  

柯 P 管理學: 價值,領導,創新/柯文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40-7 

(EPUB) 普遍級  

毒藥/托芙.狄特萊芙森(Tove Ditlevsen)

著; 吳岫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潮

浪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8-8-9 (PDF) 普遍級  

毒藥/托芙.狄特萊芙森(Tove Ditlevsen)

著; 吳岫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潮

浪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8-9-6 (EPUB) 普遍級  

洪水之年/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呂玉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73-8 (EPUB) 普遍

級  

活得漂亮,是姊的本事: 8 位古代女傳

奇的逆襲!用才華粉碎偏見與束縛,為

自己的人生做主/季無雲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57-0 (EPUB) 

普遍級  

活著是為了說故事: 馬奎斯與他的百

年孤寂/楊照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本

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4-17-6 (EPUB) 普遍級  

活學活用三國厚黑學 /公孫先生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34-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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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治鉉著; 王品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2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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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治鉉著; 王品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23-5 (PDF) 

普遍級  

為什麼事情做不完 ,你還在滑手機?

心理諮商師教你,改善拖延,先從照顧

情緒開始/舒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85-9 (PDF) 普遍級  

為什麼事情做不完 ,你還在滑手機?

心理諮商師教你,改善拖延,先從照顧

情緒開始/舒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86-6 (EPUB) 普遍級  

為國中生上的愛情課/蕭定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63-1 (PDF) 

普遍級  

為衝突立界線: 有效溝通,創造改變/

克 勞 德 (Henry Cloud), 湯 森 德 (John 

Townsend)著; 黃懿翎譯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62-4 (EPUB) 普遍級  

省立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六十週

年專刊: 笑談往事/何堯軒總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高中十三屆同

學會, 11106 .-- 695 面; 30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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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6236-0-0 (精裝) NT$3000 普

遍級  

相濡以墨: 魯彥豪水墨創作/林瑩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鷺 安平美術館, 

11107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864-1-8 (精裝) NT$360 普遍級  

看穿對方心思超強說話術/易千秋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33-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看圖學巧克力: 調溫.塑形.裝飾,圖解

巧 克 力 技 巧 全 書 / 梅 蘭 妮 . 杜 普

(Mélanie Dupuis)作; 韓書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38-6 (EPUB) 

普遍級  

研究怪物的人: 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

權日勇的七大類罪案剖析/權日勇作; 

黃莞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463-1 (EPUB) 普遍級  

紅手鐲.白項鍊/袁微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90-5 (EPUB) 普遍

級  

紅毛探親記: 1870 年代福爾摩沙縱走

探險行/陳政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83-7 (PDF) 普遍級  

紅房子: 圓山大飯店的當時與此刻/

李桐豪作; 吳奕倫, 鄭佳如, 郭時棣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6 .-- 約 5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71-0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紅線: 我的性紀錄/洪承喜著; 施沛

譯 .-- 初版 .-- 台北市 : 游擊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30-5-9 (EPUB) 普遍級  

約好了春天開花/孫道榮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91-2 (EPUB) 

普遍級  

約拿書/喬美倫著 .-- 臺北市 : 臺北靈

糧堂, 11106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9-57-7 (平裝) 普遍級  

美食也吹牛: 羅馬人的魔法藥水是魚

醬?以前喝咖啡加鹽不加糖?鮭魚壽

司不是日本傳統料理?原來餐桌上的

食 物 很 有 事 !/ 尼 可 拉 . 凱 瑟 - 布 利

(Nicolas Kayser-Bril)著; 陳文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6-18-6 (EPUB) 普遍級  

英語小聊天 出人生大交集/Catherine, 

空中英語教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英語,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5285-4-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英 語 遊 學 玉 光 : 西 瓜 之 旅 = A 

watermelon tour/潘怡靜, 潘怡君, 陳美

貞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定易 , 

11107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948-4-5 (平裝) 普遍級  

英語遊學塭子/潘怡靜, 潘怡君, 陳美

貞, 鐘敏翠, 戴玉蘭編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定易, 11107 .-- 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948-5-2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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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69-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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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70-9 (EPUB) 普遍

級  

迪士尼心情日記/迪士尼作 .-- 一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40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38-182-7 (精裝)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阿里山林業鐵路及

文化資產管理處,第 664 次車,本線

70K 處出軌事故/國家運輸安全調查

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44-0 (PDF)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 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第 408 次車,清水隧道重大鐵道事

故/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

委員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9-43-3 (PDF) 普遍級  

面紗之下: 二十一位女性的伊斯蘭世

界史/胡塞因.卡瑪利(Hossein Kamaly)

著; 苑默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60-9 (PDF) 普遍級  

面紗之下: 二十一位女性的伊斯蘭世

界史/胡塞因.卡瑪利(Hossein Kamaly)

著; 苑默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61-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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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4-6-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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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4-7-0 (PDF) 

普遍級  

*飛星紫微斗數全書(增訂本); 無字天

書(根據易數觀察天下國家之治亂興

衰)合集/顧祥弘編著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40-3 (PDF) 普遍級  

飛踢,醜哭,白鼻毛: 第一次開出版社

就大賣(騙你的)/陳夏民作 .-- 二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86-7-5 

(EPUB) 普遍級  

香料香草風味全書: 日本首席香料師

親授!完整掌握香料香草的調配知識

與料理祕訣 !/日沼紀子著 ; 許郁文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6-15-5 (EPUB) NT$406 普遍級  

乘着花兒的翅膀: 萬年曆靈修手冊/

楊仁愛畫; 水月書法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06 .-- 42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88-5-

0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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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51-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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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52-2 (PDF) 普遍級  

個別勞工法: 理論與實務/楊通軒著 .-

- 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46-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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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安.住: 證嚴法師五大長老弟子/

葉文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

雜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37-70-6 (EPUB) 普遍級  

修.行.安.住: 證嚴法師五大長老弟子/

葉文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

雜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37-71-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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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7-7-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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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7-6-2 (PDF) 普遍級  

原民式教養: 席捲歐美,衝破百萬點

擊!跟狩獵、採集人學習如何教出高

情商、自信自主、抗壓性強的孩子/

麥克蓮.杜克萊夫(Michaeleen Doucleff)

著; 連婉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35-3 (EPUB) 普遍級  

原發性三叉神經痛的針術與臉部靜

脈按摩治療方式: 長期個案研究/黃

裕祁作 .-- 初版 .-- 屏東縣 : 黃裕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24-1 (PDF) 普遍級  

唐拔博士長銷三十年狗狗訓練經典

(唐拔博士的養狗必修九堂課+唐拔

博士的狗狗訓練完全指南)/唐拔博士

著; 黃薇菁, 聞若婷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貓頭鷹,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67-5 (EPUB) 普遍

級  

埃及眾神的冥界巡禮. 後篇/松本彌

作;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59-8 (EPUB) 普遍級  

埃及眾神的冥界巡禮. 後篇/松本彌

作;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60-4 (PDF) 普遍級  

效率經濟學,讓你不窮忙: 理性選擇 X

效率薪資 X 商業賽局,勇於創新搶先

機,先占優勢創業績/胡松華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79-4 

(EPUB) 普遍級  

料理王國: 將日本料理美學推上極致

的一代巨著/北大路魯山人著; 王文

萱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0-1-5 (PDF) 普遍級  

料理王國: 將日本料理美學推上極致

的一代巨著/北大路魯山人著; 王文

萱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0-2-2 (EPUB) 普遍級  

旁觀他人之痛苦/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 陳耀成譯 .-- 四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74-3 (EPUB) 普遍級  

時光匣子/木子小魚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33-3 (EPUB) 普遍

級  

時光會記得/獨木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34-0 (EPUB) 普遍

級  

時光滿春深/餘音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94-7 (EPUB) 普遍級  

時間活用術/吳惠璘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99-6 (EPUB) 普遍

級  

根治身病、心苦與死亡的無上醫學: 

癌症的最終解答/張金鐘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張金鐘, 111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265-4 (PDF) 

NT$1200 普遍級  

浪子回頭= Lost son turns back/李承勳

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李 承 勳 , 

105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04-3 (平裝) 普遍級  

消防安全工程設計/吳玉祥, 呂憶婷, 

高士峯, 張庭熙作 .-- 六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64-6 (PDF) 普遍級  

海岸山脈的瑞士人(暢銷經典版)/范

毅舜(Nicholas Fan)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21-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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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43-5 (EPUB) 普遍

級  

特種部隊專用的心智鍛鍊課: 英國皇

室 、 英 格 蘭 銀 行 、 特 種 部 隊

(SAS&SBS)、戰鬥機飛行員、奧運

冠軍的心理教練,與他的大師班鍛鍊

課/查理.恩文(Charlie Unwin)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4-4-4 

(EPUB) 普遍級  

病人自主與器官捐贈/黃鳳岐, 謝宛

婷, 林欣柔, 張濱璿, 陳閔翔, 黃啟禎, 

許澤天, 何建志, 林萍章, 韓政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7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82-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破除電子煙迷思與拒絕電子煙技巧

教師手冊: 國中學生電子煙防制教材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33-8 (PDF) 

普遍級  

神所投擲的石子/樊鴻台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天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77-349-9 (EPUB) 普遍

級  

神明怎麼那麼可愛: 寶島諸神降落,

有看有保庇!/海豚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何,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32-6 (EPUB)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信息合輯/李常受著; 

財團 法人 臺灣 福音 書房 編輯 部編

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166-829-1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166-830-7 (第 16 冊:平裝) 普遍級  

純真年代(百年經典紀念版)/伊迪絲.

華頓(Edith Wharton)著; 賈士蘅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31-3 

(EPUB) 普遍級  

純露芳療全書: 涵養植物靈魂的能量

之水,療癒身心的生命之泉/綠蒂亞.

波松(Lydia Bosson)著; 田淑婷, 陳素

麗, 楊幸蘋, 歐陽瑞聰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39-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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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露芳療全書: 涵養植物靈魂的能量

之水,療癒身心的生命之泉/綠蒂亞.

波松(Lydia Bosson)著; 田淑婷, 陳素

麗, 楊幸蘋, 歐陽瑞聰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40-3 (PDF) 普遍級  

能量的悖論: 失去幹勁時該怎麼辦?/

史提芬.岡德里(Steven R. Gundry), 艾

蜜莉.格里文(Amely Greeven)著; 林潔

盈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63-809-1 (PDF) 普遍級  

虔誠瑜伽的真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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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5-6-1 (EPUB) 普遍級  

記憶。喝采(中英對照)= Clap for glap/

謝顥音總編輯 .-- 宜蘭縣 : 淡江大學

蘭陽校園, 11106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2-0 (平裝) 普遍

級  

*財務管理/錢富生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46-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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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94-1 

(PDF) 普遍級  

逆風前行: 變動年代的職場新能力/

丁菱娟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70-5 (PDF) 普遍級  

逆風前行: 變動年代的職場新能力/

丁菱娟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71-2 (EPUB) 普遍級  

逆時偵查. 4, 錯位時空的終結/張小

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59-2 (EPUB) 普遍級  

逆境中更易尋快樂: 達賴喇嘛的生活

智慧/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 傑佛

瑞.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英文編

譯; 翁仕杰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84-0 (EPUB) 普遍級  

逆境中的擁抱: 絕處逢神單親路(附

教師&學 員本 )(三 合一版 )/黃麗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77-353-6 

(EPUB) 普遍級  

追隨馬斯洛超越人性需求的頂端: 錘

子理論 X 愛與歸屬 XT 團體 X 需求

理論,從滿足本能到自我實現/劉燁, 

謝蘭舟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80-0 (EPUB) 普遍級  

高 二 文 法 俱 樂 部 : 假 設 語 氣 = 

Grammar club: subjunctive mood/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

文創, 11106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65-5-8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高二翻譯與寫作句型訓練手冊. 一= 

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 

composition. 1/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6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65-6-

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高手叫我不要教的-H模型: 兩個指標,

百倍獲利/黃正傳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21-7 (PDF) 普遍級  

高效內化知識、輕鬆學以致用的神

速圖解法/日高由美子著; 鍾嘉惠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19-2 

(PDF) 普遍級  

高效內化知識、輕鬆學以致用的神

速圖解法/日高由美子著; 鍾嘉惠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20-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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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80-98-1 (EPUB) 

普遍級  

高產出讀書法: 這樣選書、讀書、用

書最高效/羽田康祐 k_bird 作; 張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59-9 (PDF) 普遍級  

高產出讀書法: 這樣選書、讀書、用

書最高效/羽田康祐 k_bird 作; 張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60-5 (EPUB) 普遍級  

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丛书. 四編

/丁洁琼等著; 陈学飞主编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18-940-2 (全套:精裝) 

NT$10000 普遍級  

高等教育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

會論文集. 2022/蘇淑品, Timothy M. 

Nall, 金慶平, 薛勝斌, 洪裕勝, 巫南萱, 

白雲霞, 陳湘媛, 蔡宜穎, 鄧肖琳, 陳

建方, 魏玉萍, 胡宗鳳, 郭珮翎, 吳建

宏, 陳棟樑, 林育立, 陳淑莉, 鄭思翔, 

簡曉花, 張欽智, 黃素惠, 陳俐文, 謝

玲芬, 黃啟光, 顏名慶, 林國斌, 林子

軒, 徐聖訓, 蔡博章作; 林育立總編

輯 .-- 新竹市 : 中華大學, 11107 .-- 19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422-35-

5 (精裝) 普遍級  

高階覺察: 幫助思考與學習的後設認

知,更加理解自己與他人,且能解釋未

來 的 複 雜 決 策 / 史 蒂 芬 . 弗 萊 明

(Stephen M. Fleming)著; 李偉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46-1 (EPUB) 

普遍級  

高績效主管帶人術: 上司滿意 X 下屬

服氣 X 團隊獲利的 8 大實戰秘訣/張

力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39-3 (EPUB) 普遍級  

偽裝的改革者: 破解鄧小平和蔣經國

神話/余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29-51-7 (PDF) 普遍級  

偽裝的改革者: 破解鄧小平和蔣經國

神話/余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29-52-4 (EPUB) 普遍級  

做人多用心 ,做事更順心 /左逢源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30-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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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26-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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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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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羅查.艾澤曼(Hans Rocha IJzerman)

作; 洪慧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27-6 (PDF) 普遍級  

做財富的主人/李凡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87-5 (EPUB) 普遍

級  

健身毀了我的身體/宋永圭著; 林侑

毅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大 田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53-3 (EPUB) 普遍級  

健康快充卡哇醫/林于翔(阿毛醫師)

圖.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51-1 (PDF) 普遍級  

健康快充卡哇醫/林于翔(阿毛醫師)

圖.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52-8 (EPUB) 普遍級  

健康評估與鑑別診斷/Joyce E. Dains, 

Linda Ciofu Baumann, Pamela Scheibel

原著; 高上淨翻譯 .-- 第六版 .-- 臺北

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3-22-1 (PDF) 

普遍級  

偵心話大冒險: 以身偵心的身心症自

我評估手冊/林佩如, 郭育妙, 鄭采芸, 

李聖婕, 陳亮吟 編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方集,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88-2 (PDF) 普遍級  

偵訊技巧、筆錄製作與移送實務/何

招凡著 .-- 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69-1 (PDF) 普遍級  

剪映: 剪出新視野 /沈文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22-4 (PDF) 

普遍級  

動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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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6-29-3 (PDF) 

普遍級  

唯獨留下愛/羅泰柱作; 丁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04-5 (PDF) 

普遍級  

國中數學基本素養套書: 專業資優數

學教師到你家,強化新課綱會考的數

學力!/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317-999-8 (全套:平裝) NT$1400 普遍

級  

*國文(閱讀測驗)/李杰編著 .-- 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35-9 (PDF) 普遍級  

國防部作戰會報紀錄(1946-1948)/陳

佑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22-0 (EPUB) 普遍

級  

國防部作戰會報紀錄(1946-1948)/陳

佑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23-7 (PDF) 普遍級  

國防部參謀會報紀錄(1946)/陳佑慎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20-6 (EPUB) 普遍級  

國防部參謀會報紀錄(1946)/陳佑慎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21-3 (PDF) 普遍級  

國防部參謀會報紀錄(1947)/陳佑慎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18-3 (EPUB) 普遍級  

國防部參謀會報紀錄(1947)/陳佑慎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19-0 (PDF) 普遍級  

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1946-1948). 下

冊/陳佑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57-14-5 (EPUB) 普

遍級  

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1946-1948). 下

冊/陳佑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57-15-2 (PDF) 普遍

級  

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1946-1948). 上

冊/陳佑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57-16-9 (EPUB) 普

遍級  

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1946-1948). 上

冊/陳佑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57-17-6 (PDF) 普遍

級  

國際行銷學: 建構全球行銷能力/張

國雄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2-47-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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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路與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3-16-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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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2-49-6 (PDF) 普遍級  

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

文 集 . 2022 第 十 七 屆 =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Proceedings/陳財榮編 .-- 初版 .-- 彰化

縣 : 綠色能源科技協會, 11106 .-- 2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55-0-

5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婚禮主題曲 30 選/朱怡潔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1106 .-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802-2-4 (平裝) 普遍級  

寂靜的地球: 工業化、人口爆炸與氣

候變遷 ,昆蟲消失如何瓦解人類社

會?/戴夫.古爾森(Dave Goulson)著; 盧

相如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

342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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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73-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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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74-7 (EPUB) 普遍級  

專業新聞英文搭配詞/朴鐘弘著; 謝

宜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24-2 (EPUB) 普遍級  

專業新聞英文搭配詞/朴鐘弘著; 謝

宜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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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25-9 (PDF) 普遍級  

崩潰後的自由 ,黑格爾論人與瘋狂 : 

本體論 X 辯證法 X 唯心主義,19 世紀

德國哲學的代表黑格爾/劉燁, 柳映

書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87-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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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4-83-0 (PDF) 普遍級  

帶著五感 一起去散步/曹俊彥文.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9-266-4 (PDF) 

普遍級  

張愛玲: 孤獨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泥沼,

一本書讀懂華人文壇奇女子張愛玲/

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風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17-7-0 (EPUB) 普遍

級  

強協理地產教室/李逸強, 李姿穎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58-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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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11-3-9 (PDF) 普遍級  

從「交鄰」到「封貢」: 高麗與遼朝

交聘研究/陳俊達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98-5 (PDF) 普遍級  

從教門發現歷史: 天地會、天德聖教、

天人教與西天大佛教/毛帝勝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59-4 (PDF) 

普遍級  

從零到日檢 N1 滿分: 和 Tiffany 一起

在學日文的路上拔腿狂奔 !/蒂芬泥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20-4 (EPUB) 普遍級  

從零到日檢 N1 滿分: 和 Tiffany 一起

在學日文的路上拔腿狂奔 !/蒂芬泥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21-1 (PDF) 普遍級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余英時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21-4 (EPUB) 普遍級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余英時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22-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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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7-41-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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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7-42-8 (EPUB) 普遍級  

排酸療法 DIY: 找回你的自癒力/施銘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1-272-0 

(PDF) 普遍級  

救風塵/鍾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識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3-8-7 (EPUB) 普遍級  

*教室裡的理財冒險王: 在賺錢、繳

稅、創業、投資中,培養受用一生的

財商思維/玉孝珍文; 金美研圖; 賴毓

棻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87-7 (PDF) 普遍級  

*啟始點: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

學系第 16 屆畢業專刊/李梵宇編輯 .-

- 初版 .-- 嘉義縣 : 南華大學, 11106 .-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6109-85-0 (平裝) 普遍級  

敏實科技大學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

技術討會論文集. 2022/敏實科技大學

智能科技學院編著 .-- 新竹縣 : 敏實

科技大學智能科技學院, 11106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20-1-

7 (平裝) 普遍級  

斜槓作家教你翻譯與寫作. 1/林義修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64-8 (PDF) 普遍級  

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 /陳萬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25-6 (EPUB) 普遍級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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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冊 .-- ISBN 978-986-166-825-

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166-

827-7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晨讀 10 分鐘: 用成語學寫作. 下, 作

文/李宗蓓作; 蘇力卡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74-1 (EPUB) 

普遍級  

晨讀 10 分鐘: 用成語學寫作. 上, 日

記與生活週記/李宗蓓作; 蘇力卡繪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75-8 (EPUB) 普遍級  

淡江大學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實

錄. 110 學年度/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

核處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品保

處, 11106 .-- 2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3-7 (平裝) 普遍級  

淡季專家/金韓敏著; 徐小為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59-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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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99-2 (PDF) 普遍級  

清華通識人物演講系列專輯: 萊布尼

茲與牛頓/張祥光, 陳信文, 劉俊法, 賴

建誠, 劉柏宏, 王道維, 關子尹, 琅元

作; 翁曉玲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434-9-7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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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773-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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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海子平評註/徐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41-0 (PDF) 普遍級  

深呼吸後的管理學: 專注力 x 正念力

x 心流論,讓你學會好好呼吸,輕鬆擁

有好業績!/陳立偉, 魏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88-6 

(EPUB) 普遍級  

深度學習 最佳入門邁向 AI 專題實戰

/陳昭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25-5 (PDF) 普遍級  

淨宗共修課本/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乘定香精舍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007-9-3 (PDF) 普遍級  

理性的非理性: 10 個行為經濟學關鍵

字,工作、戀愛、投資、人生難題最

明智的建議/鄭毓煌, 蘇丹著 .-- 臺北

市 : 先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29-4 (EPUB) 普遍級  

現代西亞的前世今生: 國際強權與區

域勢力競爭中的邊界劃分、消逝、

再劃分/陳立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82-5 (PDF) 普遍級  

現代西亞的前世今生: 國際強權與區

域勢力競爭中的邊界劃分、消逝、

再劃分/陳立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83-2 (EPUB) 普遍級  

現代武士道/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

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35-1-8 

(EPUB) 普遍級  

現代武神的副業維生守則/瀝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84-3-9 

(EPUB) 普遍級  

現觀總義/福稱著; 佛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 11107 .-- 冊 .-- ISBN 

978-957-447-378-6 ( 全 套 : 精 裝 ) 

NT$1800 普遍級  

甜與權力/西敏司著; 李祐寧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80-0 (PDF) 

普遍級  

甜與權力/西敏司著; 李祐寧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8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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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65-7 (EPUB) 普遍級  

畢業季/宗隆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495-4 (EPUB) 普遍級  

第一次就成功的麵食料理書!: 新手

就從這本開始,麵食教母靜格格手把

手親自示範 50 道料理,照著做就能立

刻上手,變化出多種美味麵食與甜點/

靜格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99-6 (PDF) 普遍級  

第一次就成功的麵食料理書!: 新手

就從這本開始,麵食教母靜格格手把

手親自示範 50 道料理,照著做就能立

刻上手,變化出多種美味麵食與甜點/

靜格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00-9 (EPUB) 普遍級  

第四波咖啡學/韓懷宗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27-7-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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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儀霏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72-7 (EPUB) 普遍

級  

細菌群像: 50 種微小、頑強、樣貌變

化 萬 千 的 奇 特 生 物 / 魯 德 格 . 維 斯

(Ludger Weß)作 ; 法克 .諾德曼 (Falk 

Nordmann)繪; 劉于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80-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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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58-2 (EPUB) 

普遍級  

終於學會接住自己: 有些傷永遠在,

但你可練習與之共處,31 個真實故事

陪你找回自我價值/劉娜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6-16-8 (EPUB) 

普遍級  

莫忘那一年 1990 最美的雙手. 2, 慈濟

環保史/張晶玫, 陳秀雲, 胡瑞珠, 胡青

青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08-7-4 (EPUB) 普遍級  

莫忘那一年 2016 愛善同行. 1, 0206 臺

南震殤/林永昌, 莊瑞珠, 楊淑玫, 陳令

凰, 吳秀玲, 丁皎翎, 張晶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08-6-7 

(EPUB) 普遍級  

莊子正文/簡道凡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74-7 (PDF) 普遍級  

被消失的中國史. 4: 三國鼎立到混亂

分裂/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

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09-4 (EPUB) 普遍級  

被消失的中國史. 5: 隋唐盛世到安史

之亂/白逸琦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好

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08-7 (EPUB) 普遍級  

被動投資學: 巴菲特、彼得林區、愛

德華索普都推崇,真正可以賺到錢的

投資方法/理查.菲利(Richard A. Ferri)

著; 黃川誌譯 .-- 1 版 .-- 臺北市 : 樂金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79-39-3 (EPUB) 普遍級  

許自己一個尊嚴的安寧/張明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07-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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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62-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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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663-0 (PDF) 普遍級  

許鍾斗四書全集/(明)許獬原著; 許績

鑫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縣 : 金門縣

許氏宗親會,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96283-5-3 (全套 :精裝 ) NT$30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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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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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革命/徐博年, 趙建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44-2 

(EPUB) 普遍級  

這是我的,別想碰!: 「所有權」潛規

則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邁可.海勒

(Michael Heller), 詹 姆 斯 . 薩 爾 茲 曼

(James Salzman)著 ; 王瑞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98-9 (PDF) 

普遍級  

這裡沒有夢: 逆父、不肖子和踽行者

/李阿明, 李靖農文字; 李阿明攝影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93-4 

(PDF) 普遍級  

這裡沒有夢: 逆父、不肖子和踽行者

/李阿明, 李靖農文字; 李阿明攝影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94-1 

(EPUB) 普遍級  

這樣吃,癌細胞消失的最強飲食法(完

全實踐版): 打造不生病體質的超級

菜單 /濟陽高穗著; 賴惠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44-2 (PDF) 

普遍級  

這樣吃,癌細胞消失的最強飲食法(完

全實踐版): 打造不生病體質的超級

菜單 /濟陽高穗著; 賴惠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7-45-9 

(EPUB) 普遍級  

這樣說,孩子願意配合與改變: 40 年

不敗的親職專家心法,100 個家庭實

證故事,幫你掌握對孩子不暴氣的溝

通策略,有效化解哭訴、吵架、崩潰、

忤逆等最挑戰的 27 種教養難題/喬安

娜 .法伯(Joanna Faber), 茱莉.金(Julie 

King)著; 林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9-666-0 (EPUB) 普遍

級  

造型設計/吳緯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2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31-5 (平裝) 

普遍級  

雪花的日常 如冰的人生/卓志錠著 .-- 

初版 .-- 嘉義市 : 卓志錠,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206-7 

(EPUB) NT$200 普遍級  

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暢銷紀

念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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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81-9 

(EPUB) 普遍級  

*最強股市技術分析實戰: 2020~2021

短短 2 年,賺進 10 倍以上的實例分析

/趙元廷, 趙洛毅, 蔡淑麗, 陳昭綸, 何

育廣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6-1-7 

(EPUB) 普遍級  

*最新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20-3 (PDF) 

普遍級  

凱爾特神話事典/池上正太著; 王書

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4-69-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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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53-9 (EPUB) 

普遍級  

創造 CP 感滿滿的漫畫人物/陳治宏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6-834-4 (EPUB) 普遍級  

創造 CP 感滿滿的漫畫人物/陳治宏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6-835-1 (PDF) 普遍級  

創造致富祕訣,打造雙贏方程式: 到

現在還不放棄運氣和上帝?清醒吧!

正確金錢觀 x 創意創業法,讓你眼下

吃得飽,未來餓不著!/肖勝萍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89-3 

(EPUB) 普遍級  

創意非虛構寫作技藝/李.古金德(Lee 

GutKind)著; 李雅玲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臉譜,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62-8 (PDF) 普遍級  

創意插畫聖經/安德魯.路米斯著; 林

奕伶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2-82-4 (EPUB) 普遍級  

創意插畫聖經/安德魯.路米斯著; 林

奕伶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2-83-1 (PDF) 普遍級  

*創新.管理.知識社群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Community, iCIMKC/游源治主編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資管系, 11105 .-- 

4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

420-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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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42-1 (PDF) 普遍級  

創運思維/金度潤著; 游芯歆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27-6-3 

(EPUB) 普遍級  

勞工保險法: 理論與實務/楊通軒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47-9 (PDF) 

普遍級  

勞動待遇與代價: 從性別觀點分析台

灣醫護工作/張晉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21-8 (EPUB) 

普遍級  

勞動待遇與代價: 從性別觀點分析台

灣醫護工作/張晉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22-5 (PDF) 

普遍級  

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 洪堡德織起

「生命之網」,重新創造我們眼前的

世界/安德列雅.沃爾芙(Andrea Wulf )

著; 陳義仁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70-9-7 (EPUB) 普遍級  

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 通才是如何練

成的?從達文西到桑塔格 ,文藝復興

到當代最詳盡的知識人文化史/彼得.

柏克(Peter Burke)著; 賴盈滿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72-9 (EPUB)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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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5-7-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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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 ,我們可以的 !: 走過挫折與無

助,75 位單親媽媽愛與勇氣的真情告

白/瑪莉卡.林登姆(Marika Lindholm), 

雪若.杜姆斯尼(Cheryl Dumesnil), 朵

梅妮卡.魯塔(Domenica Ruta), 凱薩琳.

修恩克 (Katherine Shonk)編 ; 謝靜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26-6 (EPUB) 普遍級  

單親 ,我們可以的 !: 走過挫折與無

助,75 位單親媽媽愛與勇氣的真情告

白/瑪莉卡.林登姆(Marika Lindholm), 

雪若.杜姆斯尼(Cheryl Dumesnil), 朵

梅妮卡.魯塔(Domenica Ruta), 凱薩琳.

修恩克 (Katherine Shonk)編 ; 謝靜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27-3 (PDF) 普遍級  

尋仙不見/一葉如來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96-1 (EPUB) 普遍

級  

尋找山,珠穆朗瑪峰: 世界頂顛珠穆

朗瑪峰的發現、命名和最早的攀登

史/克雷格.史托迪(Craig Storti)作; 王

瑞徽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74-0 (EPUB) 普遍級  

尋找山,珠穆朗瑪峰: 世界頂顛珠穆

朗瑪峰的發現、命名和最早的攀登

史/克雷格.史托迪(Craig Storti)作; 王

瑞徽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75-7 (PDF) 普遍級  

尋找幸福的天堂/卿英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84-4 (EPUB) 普遍

級  

就饞你的身子/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92-6 (EPUB) 

普遍級  

就饞你的身子/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93-3 (PDF) 

普遍級  

惡鄰退散: 專業律師教你 40 個告別

壞鄰居的自保撇步/吳孟勳, 陳柏均, 

林明賢, 許仁純作; 臧孟君朗讀 .-- 臺

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6 .-- 約 32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12-7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掌握煩惱就大賣!惡魔行為經濟學: 

驅動風潮熱銷現象令消費者心動的

40 條行動法則/松本健太郎著; 劉曉

慈, 鄭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樂園,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025-3-7 (PDF) 普遍級  

掌握煩惱就大賣!惡魔行為經濟學: 

驅動風潮熱銷現象令消費者心動的

40 條行動法則/松本健太郎著; 劉曉

慈, 鄭淑慧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樂園,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025-4-4 (EPUB) 普遍級  

森林療癒力: forest,for+rest,走進森林

讓身心靈休息、讓健康永續/余家斌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11-3 

(EPUB) 普遍級  

森林療癒力: forest,for+rest,走進森林

讓身心靈休息、讓健康永續/余家斌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12-0 

(PDF) 普遍級  

湖它一把: 東海岸最詩的傳奇/周慶

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55-4-5 (PDF) 普遍級  

焦慮的投資人: 戰勝恐懼、貪婪、希

望和無知,充分利用金錢創造財富/史

考特.納遜斯(Scott Nations)作; 徐文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30-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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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52-6-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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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著; 葉廷昭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878-5 (EPUB) 普遍級  

無敵英語會話王/張瑜凌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52-7-3 (PDF) 

普遍級  

無懼迷茫是種優勢,人間清醒才是本

事/李尚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

國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6-471-6 (EPUB) 普遍級  

短線、當沖の K 線日記: 10 大戰法,

讓我靠「抓漲停」資產多五倍!/麻道

明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08-2 

(PDF) 普遍級  

*程式設計(程式語言)/周邵其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48-9 (PDF) 

普遍級  

程顥.程頤/李日章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98-3 (EPUB) 普遍級  

童年會傷人/留佩萱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19-3-4 (EPUB) 普遍

級  

童年會傷人/留佩萱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19-4-1 (PDF) 普遍級  

結晶讀經信息摘要: 列王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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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23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28-4 (平裝) 普遍級  

結晶讀經綱要附經文: 列王紀/水流

職事站編;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

輯部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福音書房, 11107 .-- 152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166-819-2 (平裝) 普遍

級  

給總是太努力的你: 與真實的自己相

遇,找回平靜喜悅的人生/帕納切.德

賽(Panache Desai)著; 王莉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59-1 (EPUB) 

普遍級  

善用幽默 ,全世界都會歡迎你 /夏天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89-9 

(EPUB) 普遍級  

善導大師: 阿彌陀佛化身/許清原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65-2 (PDF) 普遍級  

腎臟科名醫江守山教你逆轉腎: 喝對

水 .慎防毒 .控三高 /江守山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1106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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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96175-8-6 (PDF) 

普遍級  

華人本土心理學 30 年: 工商管理與

臨床療癒/鄭伯壎, 林耀盛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990-5 (PDF) 

普遍級  

華人本土心理學 30 年: 本土研究取

徑及理論/楊中芳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84-4 (PDF) 普遍級  

華人本土心理學 30 年: 自我、人際

與家庭篇/孫蒨如, 葉光輝, 李怡青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89-9 

(PDF) 普遍級  

華 德 福 經 典遊 戲 書 /金 .約翰 .培恩

(Kim John Payne)著; 姜佳妤, 李宜珊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19-0-3 (PDF) 普遍級  

華 德 福 經 典遊 戲 書 /金 .約翰 .培恩

(Kim John Payne)著; 姜佳妤, 李宜珊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19-1-0 (EPUB) 普遍級  

萊莎的鍊金工房. 2: 失落傳說與秘密

妖精官方視覺美術集 /KADOKAWA

作;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8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0-046-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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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81-7-3 (EPUB) 普遍級  

視覺傳達創意設計應用於教學實務

成果/隋馥年編著 .-- 桃園市 : 隋馥年, 

11106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23-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象棋入門. 下: 從布局到進階技藝/蓋

子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38-7 (EPUB) 普遍級  

象棋入門. 上: 從基礎、殺法到殘局/

蓋子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37-0 (EPUB) 普遍級  

*買對保險了嗎?: 保險局外人幫你挖

出埋在保單的地雷!把錢花在刀口上,

讓你買對保險真正保障未來而不浪

費一分血汗錢！ /何宗岳 (股素人 )

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06-2-4 

(EPUB) 普遍級  

超宅健身: 在家也能練出六塊肌!35

項最強徒手訓練技法/清水忍著; 曹

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21-2 (EPUB) 普遍級  

超萌兔子飼育圖鑑: 詳細解說身體構

造、心情、行為,與兔兔健康快樂地

一起生活!/三輪恭嗣監修; 森山標子

繪; 王盈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22-9 (EPUB) 普遍級  

超萌鸚鵡飼育圖鑑: 詳細解說身體構

造、心情、行為,打造健康快樂的鸚

鵡好日子!/三輪恭嗣監修; kanmiQ 繪;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23-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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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10-3 (PDF) 普遍級  

超圖解投資學/王志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42-4 (PDF) 普遍級  

超圖解系統思考/陶在樸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41-7 (PDF) 普遍級  

超譯佛經: 佛陀教你鍛鍊心靈自由的

190 個練習/小池龍之介編著; 卓惠娟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55-4 (EPUB) 普遍級  

開啟心的密意/白雲老禪師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05-6-1 

(PDF) 普遍級  

開啟多重宇宙的自動書寫法/麥可.山

德勒(Michael Sandler)著; 劉議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19-1 

(EPUB) 普遍級  

開啟多重宇宙的自動書寫法/麥可.山

德勒(Michael Sandler)著; 劉議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20-7 

(PDF) 普遍級  

開發者傳授 PyTorch 秘笈/陳昭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28-6 

(PDF) 普遍級  

階梯寫作: 微書寫時代的邏輯、思辨

與作文力/楊曉菁著 .-- 首版 .-- 臺北

市 : 悅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7-8-5 (PDF) 普遍級  

須彌幻境: 2022 蕭博駿個展/蕭博駿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丹 之 寶 , 

11107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181-1-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飲酒不傷肝的學問/栗原毅監修; 魏

俊崎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0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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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45-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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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446-6 

(EPUB) 普遍級  

傷花爛漫/雷興榮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85-1 (EPUB) 普遍級  

奧地利奶奶給妳的居家芳療小藥舖: 

初經小科普、經前症候群舒緩指南、

懷孕前中後期小百科、更年期身心

步調調適方法,女性一生荷爾蒙平衡

的溫柔陪伴。/英格麗.克蘭迪恩-用

(Ingrid Kleindienst-John) 著 ; 陳 宣 名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58-3 (PDF) 普遍級  

奧地利奶奶給妳的居家芳療小藥舖: 

初經小科普、經前症候群舒緩指南、

懷孕前中後期小百科、更年期身心

步調調適方法,女性一生荷爾蒙平衡

的溫柔陪伴。/英格麗.克蘭迪恩-用

(Ingrid Kleindienst-John) 著 ; 陳 宣 名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59-0 (EPUB) 普遍級  

微光成炬: 慈濟教師聯誼會三十周年

/王月治, 王貴美, 王齡慶, 朱妍綸,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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妍綾, 李玲惠, 吳靜怡, 周明道, 施金

魚, 陳麗英, 張素卿, 張珮鳳, 張薰方, 

許玉鳳, 許淑輝, 曹芹甄, 曾玲麗, 曾

裕真, 黃湘卉, 葉瑞芬, 蔡白球, 蔡藜

旭, 盧春安, 謝素燕, 藍明姮作; 賈俊

國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48-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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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70-4 (EPUB) 普遍級  

微笑老後: 93 歲精神科醫師 x55 歲精

神科醫師教你放下不安,優雅面對熟

年生活(日日靜好 2)/中村恒子, 奧田

弘美作; 賴詩韻譯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星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9-3-5 (EPUB) 普遍級  

想法才是主角: 轟動日本的「天才數

位大臣」唐鳳,打破框架的 30 種破繭

思考。/近藤弥生子作; 楊裴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97-4 (EPUB) 

普遍級  

想法才是主角: 轟動日本的「天才數

位大臣」唐鳳,打破框架的 30 種破繭

思考。/近藤弥生子作; 楊裴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098-1 (PDF) 

普遍級  

想簡單,其實很簡單: 過度思考的驚

人解決方案/喬恩.阿考夫(Jon Acuff)

著; 林雨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0-423-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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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97-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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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57-8 (EPUB) 普遍級  

新日檢決勝字彙 : N1 單語/旺文社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32-607-4 (EPUB) 普遍級  

新日檢決勝字彙 : N1 漢字/旺文社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32-608-1 (EPUB) 普遍級  

新日檢決勝字彙 : N2 單語/旺文社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32-609-8 (EPUB) 普遍級  

新日檢決勝字彙: N2 漢字/旺文社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32-611-1 (EPUB) 普遍級  

新世界狂歡遊戲設定集/PINKCORE, 

Infinity Alph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17-1 (EPUB) 普遍級  

*新北捷運五合一全科速成攻略 /鼎

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47-2 (PDF) 普遍級  

* 新 知 研 討 會 . 111 年 度 : 

2022SANOVO 蛋品加工包裝線上研

討會/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1106 .-- 10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411-2-6 (平裝) 

普遍級  

*新知研討會. 111 年度: 蛋雞飼養與

營養線上研討會/夏良宙主編 .-- 初

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1106 .-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1-3-3 (平裝) 普遍級  

新歌劇藝術的領路人理察 .華格納: 

承接莫札特的歌劇傳統,開啟後浪漫

主義歌劇作曲潮流/劉昕, 劉星辰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10-4 (EPUB) 普遍級  

新韓檢中高級聽力速成攻略 Cool 

Topik II/李慧琳, 朱慧琳, 黃智宣作; 

曾子珉, 韓蔚笙, 龔苡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28-0 (EPUB) 

普遍級  

新韓檢中高級聽力速成攻略 Cool 

Topik II/李慧琳, 朱慧琳, 黃智宣作; 

曾子珉, 韓蔚笙, 龔苡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29-7 (PDF) 

普遍級  

會計.財務判解評析. 營利事業篇. 四/

吳俊志, 桂祥晟, 賈棕凱, 周逸濱, 魯

忠翰,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 黃

若清, 林榮華, 黃琦文, 夏翊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6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77-1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王龍應編 .-- 八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37-3 (PDF) 普遍級  

會開火就絕不會失敗的露營野炊食

/ALPHA TEC 著; 賴惠玲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6-98-2 (EPUB) 

普遍級  

會開火就絕不會失敗的露營野炊食

/ALPHA TEC 著; 賴惠玲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6-99-9 (PDF) 

普遍級  

楚材晉育: 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

江勇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13-7 (EPUB) 普遍級  

楚材晉育: 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

江勇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14-4 (PDF) 普遍級  

溯真: 廖素真現代水墨探尋之旅: 臺

中巡展/廖素真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

貨時尚藝廊, 11107 .-- 20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95719-3-2 (平裝) 普遍

級  

當一棵小草有了夢想/梅寒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97-8 (EPUB) 

普遍級  

當代基督門徒/斯托得(John Scott)著; 

黃元林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63-1 (EPUB) 普遍級  

當代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 

2022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conference proceedings/鄭焜中, 曾清枝

主編 .-- 初版 .-- 彰化縣 : 大葉大學企

管系, 11106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13-0-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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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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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34-9 (PDF) 普遍級  

當你自律自控 ,才能又美又爽 /梁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6-96-5 (PDF) 普遍級  

*經典烘焙研習會. 2022/吳青華作 .-- 

南投縣 : 特大影印社, 11106 .-- 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31-1-0 (平

裝) 普遍級  

罪與罰,誰說了算?: 古文物的法律故

事/江隱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617-7 (EPUB) 普遍級  

罪與罰,誰說了算?: 古文物的法律故

事/江隱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618-4 (PDF) 普遍級  

聖經人物的心靈探索: 台大教授從精

神分析看聖經人物給現代人的啟示/

林信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3-9-7 (EPUB) 普遍級  

*聖經充滿我/杜佳諭文字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 

11106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21-35-5 (第 11 冊:平裝) NT$80

普遍級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 初

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07 .-

- 1568 面 ;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13-2-0 (精裝硬殼-黑/白) .-- ISBN 

978-626-95813-3-7 (精裝皮面拉鍊-玫

瑰粉) .-- ISBN 978-626-95813-4-4 (精

裝皮面拉鍊 -葡萄藍 ) .-- ISBN 978-

626-95813-5-1 (精裝彩繪皮面拉鍊 ) 

普遍級  

聖經筆記: 列王紀/李常受著; 財團法

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 臺灣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 

11107 .-- 3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26-0 (平裝) 普遍級  

腦癒力: 最強大的大腦神經功能鍛鍊

術/李政家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

綠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75-9-3 (PDF) 普遍級  

裝潢建材基礎課/東販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24-3 

(EPUB) 普遍級  

解惑: 證嚴法師答客問. 四, 學佛篇/

釋證嚴講述; 靜思僧團編撰 .-- 初版 .-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89-5-3 (EPUB) 

普遍級  

解讀日常生活的科學: 消除你在生活

上的好奇與疑慮 ,輕鬆讀懂日常科

學!/KAKIMOCHI 著; 許展寧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94-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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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55-2-1 (PDF) 

普遍級  

解讀夢境的心理學: 從做夢到懂夢,

探討不可思議的夢境世界,成為自己

的最佳解夢人!/松田英子著; 伊之文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8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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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60-8 (EPUB) 普遍級  

*資訊管理(含系統分析)/陳啟豐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49-6 (PDF) 

普遍級  

* 跟 我 學 Office 2021( 適 用 Office 

2021/2019/2016)/劉緻儀, 江高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21-0 

(PDF) 普遍級  

跟著柴姐一起滾!滾出逆齡好身材!: 

一天 30 分鐘,帶你開啟解放身心消除

疲勞、剷除贅肉的健康新生活/柴智

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01-6 (PDF) 普遍級  

跟著柴姐一起滾!滾出逆齡好身材!: 

一天 30 分鐘,帶你開啟解放身心消除

疲勞、剷除贅肉的健康新生活/柴智

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02-3 (EPUB) 普遍級  

跟著愛刺繡愛作夢的星空女孩: 把插

畫變成刺繡商品/黃丹怡, 貓貓糖果

罐工作室, 梁毓鈴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111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55-8-5 (平裝) NT$1280 普遍級  

跟著橘貓遊鹿港/吳芷宜圖.文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華德福大地實

驗教育學校, 11106 .-- 48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519-1-1 (精裝) 

NT$650 普遍級  

跟著賴桑遊大陸/賴台生著 .-- 初版 .-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76-9 (EPUB) 普遍

級  

跟蹤騷擾防制法逐條釋論/蔡震榮主

編; 蔡震榮, 黃瑞宜, 林朝雲, 李錫棟, 

劉育偉, 許福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35-6 (PDF) 普遍級  

路德如何成為改革者/克莉斯汀.海默

(Christine Helmer)作; 蔡至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37-1-7 (PDF) 

普遍級  

路德如何成為改革者/克莉斯汀.海默

(Christine Helmer)作; 蔡至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37-2-4 (EPUB) 

普遍級  

跳浪/鴻鴻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6 .-- 約 17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73-4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農業素材商品應用趨勢手冊/蔡偉皇, 

郭俊緯, 林恒生總編輯 .-- 初版 .-- 新

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院, 11106 .-- 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306-4-

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農業素材商品應用趨勢手冊/蔡偉皇, 

郭俊緯, 林恒生總編輯 .-- 初版 .-- 新

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院,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06-5-6 (PDF) 

NT$580 普遍級  

運動參與對健康、生活滿意度的自

覺情形之研究/楊建隆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6 .-- 4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35-0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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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上學到的 9 堂經濟學: 史丹佛

教授剖析球星身價、球場黃牛、運

動簽賭背後的市場法則/保羅.歐耶爾

(Paul Oyer)著; 張明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31-5 (EPUB) 普遍級  

運動與科學/邱宏達作; 劉豐盛繪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938-7 (PDF) 

普遍級  

運動營養學/許美智, 詹貴惠, 錢桂玉, 

李淑玲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16-5-1 (PDF) 普遍級  

運轉百年 看見監理風華: 新竹區監

理所介紹/吳季娟, 孫榮德, 張耀輝總

編輯 .-- 新竹縣 :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

竹區監理所, 11107 .-- 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31-418-7 (平裝) 普遍

級  

達賴生死書/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 

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英

文編譯; 丁乃竺譯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85-7 (EPUB) 普遍

級  

達賴喇嘛講三主要道: 宗喀巴大師的

精華教授 /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 

黃盛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38-6-1 (EPUB) 普遍級  

雷諾曼卡寶典: 從牌義、解牌到應用,

讓你輕鬆學習、精準實占 /蔡桑妮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32-2 

(PDF) 普遍級  

雷諾曼卡寶典: 從牌義、解牌到應用,

讓你輕鬆學習、精準實占 /蔡桑妮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133-9 

(EPUB) 普遍級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

解析. 2022 版/王惠玲, 許文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19-7 (PDF) 

普遍級  

電子煙對青少年的危害教師手冊: 國

中學生電子煙防制教材/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34-5 (PDF) 普遍級  

*電子學題庫(概論、大意)/徐梁棟

編  .-- 十 一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38-0 (PDF) 普遍級  

電動車大廠策略及技術發展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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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策會產研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73-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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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麥浩斯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30-0 (EPUB) 普遍級  

零基礎學揚琴/劉娜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2-482-4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預/遇見教育的未來: 創新教學 X 多

元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臺中

市 : 靜宜大學, 11106 .-- 36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031-2-5 (平裝) 

普遍級  

預言之島/澤村伊智作; 黃詩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1-571-9 

(PDF) 普遍級  

馴心: 東方哲學 X 西方教練,百大企

業高管搶著上的 10 堂課/錢慧如著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79-2 (EPUB) 

普遍級  

僑胞服務手冊. 2022/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僑委

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2-07-1 (PDF) 普遍級  

圖解中國史: 城市的故事/米萊童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25-0 (EPUB) 普遍級  

圖解中國史: 商貿的故事/米萊童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30-4 (EPUB) 普遍級  

圖解中國史: 通訊的故事/米萊童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31-1 (EPUB) 普遍級  

圖解中國史: 藝術的故事/米萊童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26-7 (EPUB) 普遍級  

圖解日本神話/山北篤作; 王書銘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66-2 

(EPUB) 普遍級  

圖解刑法/蘇銘翔著 .-- 八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48-6 (PDF) 普遍級  

圖解近身武器/大波篤司作; 王書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4-76-1 (EPUB) 普遍級  

圖解保險學/宋明哲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29-5 (PDF) 普遍級  

圖解專利法/曾勝珍, 嚴惠妙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997-4 (PDF) 

普遍級  

圖解符號學/黃鼎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20-2 (PDF) 普遍級  

圖解惡魔學/草野巧著; 王書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75-4 

(EPUB) 普遍級  

圖 解 普 魯 斯 特 / 尼 可 拉 斯 . 拉 貢 諾

(Nicolas Ragonneau)著; 翁尚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85-7 (EPUB) 

普遍級  

圖 解 普 魯 斯 特 / 尼 可 拉 斯 . 拉 貢 諾

(Nicolas Ragonneau)著; 翁尚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386-4 (PDF) 

普遍級  

圖解智慧財產權/曾勝珍著 .-- 四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49-3 (PDF) 普遍級  

圖解黑魔法/草野巧著; 王書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65-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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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閩南語概論/陳筱琪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21-9 (PDF) 普遍級  

圖解遺傳學/黃介辰, 馮兆康, 張一岑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19-8 

(PDF) 普遍級  

圖解藥理學/顧祐瑞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22-6 (PDF) 普遍級  

圖解變異數分析/陳耀茂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23-5 (PDF) 普遍級  

圖解變態心理學/游恒山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13-6 (PDF) 普遍級  

圖像創意設計與應用: 17 種構成模式

X7 大表現手法,從概念講解到實際操

作,一本書帶你速成圖像設計/安雪梅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11-1 (PDF) 普遍級  

塵埃深處/曹珂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86-8 (EPUB) 普遍級  

實務家觀點下之醫療民事訴訟/林宗

穎, 邱泰錄, 吳淑莉, 吳振吉, 古承宗, 

廖建瑜, 管靜怡, 邱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1107 .-- 16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11-783-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實現心願、改變人生的月亮魔法: 用

藥草、水晶、精油、塔羅、占星增

強月相能量連結,超過 100 種日常祈

願語&儀式指南/奧羅拉.凱恩(Aurora 

Kane)作; 舒靈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12-7-1 (EPUB) 普遍級  

實戰 AWS 雲計算. 基礎篇/李孟晃, 黃

麗華, 黃乙瑄, 黃永玲, 陳縈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19-4 (PDF) 

普遍級  

對付職場神經病的社畜生存指南: 看

穿難搞主管&戲精同事的行為,提供

69 條心理&行動對策,打造百毒不侵

的職場機智生活!/職涯導航網著; 彭

翊鈞譯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06-4-8 

(EPUB) 普遍級  

摧毀與圖存: 扭轉世界軸心的俄烏之

戰/劉致昕, 楊子磊, <<報導者>>團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29-4-9 (PDF) 普遍級  

摧毀與圖存: 扭轉世界軸心的俄烏之

戰/劉致昕, 楊子磊, <<報導者>>團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29-5-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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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66-4 

(EPUB) 普遍級  

滾動內容複利: 從一本書、一首歌、

一部影片、一個品牌,打造你的基本

盤,持續變現、穩穩創收/萊恩.霍利

得(Ryan Holiday)著; 劉盈君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779-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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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09-7 (PDF) 普遍級  

漢字書法之美: 舞動行草/蔣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41-6 (EPUB) 

普遍級  

漢學論衡初集/鄭吉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26-3 

(EPUB) 普遍級  

瘋狂亞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何曼莊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74-5 (EPUB) 普遍

級  

睡前來一杯養生酒: 理氣安神,喝出

免疫力/陳潮宗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83-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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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04-7 (EPUB) 

普遍級  

福爾摩沙與扶桑的邂逅: 日治時期台

日文學與戲劇流變/吳佩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27-0 

(EPUB) 普遍級  

精神醫學與法學的交錯. 二/王俸鋼, 

楊貴智, 楊廼軒, 蕭宏宜, 卓俊雄, 吳

景欽, 廖建瑜, 王子榮, 楊添圍, 黃聿

斐, 吳忻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1107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84-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精準社交: 上班族都需要的人脈管理

法則,節約社交成本,精準投放資源,

讓 1%的菁英為你所用/張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58-7 

(EPUB) 普遍級  

網友讚爆!比本尊更可愛!呆萌又俏

皮の羊毛氈柴犬/*ko-ko*作; 方嘉鈴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17-8-7 (EPUB) 普遍級  

網路上行走的影子/朱碧濤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02-9 (EPUB) 

普遍級  

網路與自殺防治/李明濱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30-7 (PDF) 

普遍級  

網遊之日久賤人心/沐依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03-6 (EPUB) 

普遍級  

網遊之竹馬猛於虎/沐依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04-3 (EPUB) 

普遍級  

臺北市戶外體驗活動安全手冊/臺北

市政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北市

府,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23-7 (HTML) 普遍級  

臺南市美術館 2021/林育淳總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美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22-7 (PDF) 

普遍級  

臺藝大雕塑年度展. 2022/賴永興總編

輯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雕塑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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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1-12-0 (PDF) 普遍級  

臺 灣 服 務 業 大 評 鑑 . 2022= 2022 

Service survey in Taiwan/梁寶華總編

輯 .-- 臺北市 : 工商財經數位, 11107 .-

- 1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6844-27-0 (平裝) NT$149 普遍級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二編/

李理等著; 杜潔祥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18-990-7 (全套:精裝) 

NT$26000 普遍級  

*與內在的刻意練習: 善待你的內心,

整個世界都會跟著好一點。啟動自

我療癒力的實踐指引。/林之珮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06-3-1 (EPUB) 

普遍級  

與其抱怨,不如試著改變/凌雲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8 .-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83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與家長同行,照顧腦性麻痺兒童/臺大

專業醫療團隊執筆; 賴彥廷, 黃瓊瑩

等合著; 陳怡君, 郭瑞芬繪圖 .-- 一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31-8 

(EPUB) 普遍級  

與神佛溝通/張修維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宏德陽實業, 11106 .-- 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57-1-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語意錯誤: 韓劇寫真散文/Watcha, 來

夢來人作; 莫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758-4 (EPUB) 普遍級  

認識立法院/黃秀端, 陳中寧, 許孝慈

著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85-1 

(PDF) 普遍級  

說不了再見/梅洛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447-3 (EPUB) 

普遍級  

說話的本質: 好好傾聽、用心說話,

話術只是技巧,內涵才能打動人/堀紘

一著; 周紫苑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153-2-2 (EPUB) 普遍

級  

*豪記龍虎榜. 27/ .-- 臺南市 : 豪記影

視唱片, 11106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06-9-6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輕鬆自在.凍齡懷孕: 想孕、不孕、

懷孕/徐明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72-9 (PDF) 普遍級  

輕鬆自在.凍齡懷孕: 想孕、不孕、

懷孕/徐明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573-6 (EPUB) 普遍級  

領導力腦科學: 精進大腦適應性,優

化你的領導實用智慧/尼可拉斯.狄米

崔亞迪斯(Nikolaos Dimitriadis), 亞歷

山 卓 斯 . 皮 斯 荷 約 斯 (Alexandros 

Psychogios)著; 駱香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56-8 (EPUB) 普遍級  

*鳳山生理街產業誌/王雙玉, 官碧珠, 

林毓茹, 莊啟文, 陳秀雯, 黃麗蘋, 趙

敏涵, 歐真宇, 歐陽美珍, 潘子如作 .-- 

高雄市 : 高雄市勞動生活教育促進

會, 11106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81-2-8 (平裝) 普遍級  

億萬社長的高毛利經營術: 北方達人

賣愈少、賺愈多,還能活過零營收的

祕密/木下勝壽著; 方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61-2 

(EPUB) 普遍級  

億萬社長的高毛利經營術: 北方達人

賣愈少、賺愈多,還能活過零營收的

祕密/木下勝壽著; 方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62-9 (PDF) 

普遍級  

億萬負翁: 亞當.紐曼如何賠掉他打

造的共享辦公室帝國 WeWork/里夫

斯.威德曼(Reeves Wiedeman)著; 吳凱

琳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行 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23-2-0 (PDF) 普遍級  

億萬負翁: 亞當.紐曼如何賠掉他打

造的共享辦公室帝國 WeWork/里夫

斯.威德曼(Reeves Wiedeman)著; 吳凱

琳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行 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23-3-7 (EPUB) 普遍級  

價值投資(威力加強版套書): 從葛拉

漢到巴菲特都推崇的選股策略(這才

是價值投資+超值投資)/詹姆斯.蒙蒂

爾, 杜白.卡萊爾著; 劉道捷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02-87-9 (全套:平裝) 

NT$1319 普遍級  

劍 羚 與 秧 雞 / 瑪 格 麗 特 . 愛 特 伍

(Margaret Atwood)著 ; 韋清琦 , 袁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75-2 (EPUB) 普遍級  

增肌不增肥的微波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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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79-9 (PDF) 普遍級  

增肌不增肥的微波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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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80-5 (EPUB) 普遍級  

墮落姬甲遊戲設定畫集/闇風數位有

限公司原作; 朱哲成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49-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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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63-7 (EPUB) 普遍級  

寫給幼兒園家長的第一本書/盧美貴

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01-3 (PDF) 普遍級  

寫給國中生的第一本書: 教孩子一生

受用的 130 個智慧/林進材, 林香河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40-0 

(PDF) 普遍級  

廚藝之鑰: 完全掌握廚房,完美料理

食材= Keys to good cooking: a guide to 

making the best of foods and recipes/哈

洛德.馬基(Harold McGee)著; 鄧子衿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562-69-4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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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 視 情 境 中 學 照 護 專 業 . III= 

Cinemeducation in nursing/湯麗君, 湯

曉君編著 .-- 花蓮縣 : 湯麗君, 11106 .-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48-7 (平裝) 普遍級  

影視劇從業人員自殺防治手冊/李明

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7-38-3 (PDF) 普遍級  

慕斯蛋糕基礎課= Mousse cake/王森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6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08-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憂鬱的種類: 關於陰暗情緒的希望指

南/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著; 林

怡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56-0 (PDF) 普遍級  

憂鬱的種類: 關於陰暗情緒的希望指

南/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著; 林

怡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57-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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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960-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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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20-4 (PDF) 普遍級  

數據、真相與人生: 前 Google 資料科

學家用大數據,找出致富、職涯與婚

姻的人生解答/賽斯.史蒂芬斯-大衛

德維茲 (Seth Stephens-Davidowitz)著 ; 

李立心、李力行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50-6 (EPUB) NT$2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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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448-0 (EPUB) 普遍級  

潮 SAKE/陳建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吳威聖,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01-0231-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穀 物 之 海 /史考特 .雷 諾 斯 .尼爾 森

(Scott Reynolds Nelson)著; 游淑峰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81-1 

(EPUB) 普遍級  

編輯的創新與創業：日台韓越泰 61

個編輯創意團隊的實戰經驗/影山裕

樹, 櫻井祐, 石川琢也, 瀬下翔太, 須

鼻美緒編著; 李其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25-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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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380-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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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381-9 (PDF) 普遍級  

蓮師在印度: 追尋蓮師足跡. 系列二/

蓮花生大士(Guru Padmasambhava)作; 

谷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498-6-3 (EPUB) 普遍級  

蓮師遺教十三如意寶竅訣/噶陀仁珍

千寶, 貝瑪旺晴主編 .-- 臺北市 : 佛陀

基金會,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96229-5-5 (全套:精裝) 普遍級  

誕降師. 爾穆月篇/李穆梅著 .-- 新北

市 : 李偉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38-8 (EPUB) 普遍級  

論自殺致他人房屋成為凶宅之侵權

責任及承租人責任/蕭如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65-8 (PDF) 

普遍級  

論影響力交易罪之立法必要性: 兼評

刑法第 134 條之 1 立法草案/林倢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68-9 

(PDF) 普遍級  

賭徒筆記/九萬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35-7 (EPUB) 普遍級  

賭徒筆記 2/九萬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36-4 (EPUB) 普遍級  

賣什麼都成功: MEDDIC 世界一流銷

售術/范永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692-9 (EPUB) 普遍級  

適合你的，世界上唯一的學習法 : 

1300 位後段班學生成功逆轉人生的

讀書戰略/坪田信貴作; 張佳雯譯 .-- 

臺北市 : 如何,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29-6 (EPUB) 普遍

級  

閱讀、寫作、數學通識講義套書: <<

閱讀與寫作通識講義>>、<<數學通

識講義>>/吳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7044-59-9 (全套:平裝) NT$1160 普遍

級  

養腦.不養老: 腦科學家的逆齡健康

法/曾文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653-5 (PDF) 普遍級  

養腦.不養老: 腦科學家的逆齡健康

法/曾文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654-2 (EPUB) 普遍級  

養顏聖經: 結合中西醫、阿育吠陀醫

學的終極美顏解答/林孟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3-96-9 (EPUB) 

NT$550 普遍級  

魯益師與他的產地: 護教大師內在與

背後的世界/麥葛福(Alister McGrath)

作; 吳震環翻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6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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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72-6 (EPUB) 普遍級  

墨利斯的情人(20 世紀最甜美不朽的

同性小說 |同名電影經典原著)/E.M.

佛斯特作; 王聖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49-6 (PDF) 普遍級  

墨利斯的情人(20 世紀最甜美不朽的

同性小說 |同名電影經典原著)/E.M.

佛斯特作; 王聖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50-2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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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子小姐/星新一著; 吳季倫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66-8 (EPUB) 

普遍級  

學美之旅: 用心看見美,生活即詩境/

于國華撰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603-0 (PDF) 普遍級  

學美之旅: 用心看見美,生活即詩境/

于國華撰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604-7 (EPUB) 普遍級  

學會自愛,人生無礙: 72 個簡單的生

活習慣 X10 分鐘左右的閱讀時間,輕

鬆成為你最羨慕的人生勝利組!/周成

功, 安旻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12-8 (EPUB) 普遍級  

寰宇圖集: 複層= The atlas: multilayers/

邱杰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雅逸藝

術, 11107 .-- 13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29005-4-3 ( 精 裝 ) 

NT$1980 普遍級  

憶曲心聲/張郅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62-6 (EPUB) 普遍級  

戰前臺灣哲學諸相: 實存的行旅/廖

欽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906-6 (PDF) 普遍級  

戰敗者的觀點/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著; 張和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49-4 (PDF) 普遍級  

戰敗者的觀點/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著; 張和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50-0 (EPUB) 普遍級  

機車媽媽/楊富閔著; 周見信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415-1 (EPUB) 

普遍級  

機車媽媽/楊富閔著; 周見信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416-8 (PDF) 

普遍級  

*機械原理題庫(機械概論、常識、

大意)/王勝利編 .-- 十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42-7 (PDF) 普遍級  

機率。成像/徐羔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49-5 (PDF) 普遍級  

機器學習聖經: 最完整的統計學習方

法/李航著; 胡嘉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34-7 (PDF) 普遍級  

歷史的一半是女人: 先抖內才能一賭

芳容 X 沒過這六關休想娶公主 X 從

青樓搖身一變成將軍,一本屬於「她

們」的故事/賈飛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13-5 (EPUB) 普遍

級  

歷史的轉換期 8: 1789 年.追求自由的

時代/島田龍登編; 廖怡錚譯 .-- 1 版 .-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30-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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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36-2-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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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36-3-2 (EPUB) 普遍級  

磨課師的創新與應用論文集. 2018/王

梅玲, 林雲雀, 朱達勇, 徐毓旋, 張瑞

麟, 王英宏, 林惠茹, 黃玉雯, 劉聰仁, 

程玉潔, 黃慈, 賴尚志, 吳思儀, 林宥

甄, 黃能富, 陳敬軒, 蔡秉翰, 曾建維, 

歐博文, 曾敬翔, 李允安, 陳政典, 蔡

雅涵, 楊茹茵, 吳如娟, 黃梅君, 李舒

媺, 辛致煒, 丁后儀, 鄭孟玉, Tian-ling 

Li, 楊晰勛, 黃朝曦, 何東陽, 郭獻勤, 

王寶惜, 陳慧靜, 陳如縈, 郭宜儒, 劉

育伶, 吳惠萍, 謝珮雯, 陳岡緯, 謝東

佑, 洪駿命, 王怡方, 林月嬌, 李惠春, 

徐立庭, 錢膺仁, 殷聖楷, 施文玲, 方

力行, 陳昱彤, 王敬翔, 張訓譯, 洪士

薰, 王盈霖, 巫權佑, 王璿惠, 林至中, 

陳怡秀, 林兆宇, 侯佳利, 高嘉駿, 黃

河銓, 王裕德, 曾鈴惠, 劉承峩, 劉淑

貞, 施智文, 蔡慧美, 徐崇豪, 周信宏, 

張淑萍, 張文, 馬均榕, 張玉鈴, 盧家

湄, 吳百祿, 陳良輔, 陳嘉仁作; 劉安

之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中華開放

教育聯盟,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17-0-4 (EPUB) 普遍級  

蕭克利與八叛徒/張瑞棋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69-7 

(EPUB) 普遍級  

貓軟組織外科學 . 上 /S. J. Langley-

Hobbs, J. L. Demetriou, J. F. Ladlow 作; 

賴昱璋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3-24-5 (PDF) 普遍級  

貓給你 : 受用一生的禮物 /蒂 .瑞迪

(Dee Ready)著; 屈家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54-0 (EPUB) 普遍

級  

隨 想 曲 No.5= Casual music for 

orchestra no.5/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李承勳, 10507 .-- 9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202-9 (平裝) 

普遍級  

餐桌上的人氣甜點/安夏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9-11-9 (EPUB) 

普遍級  

鮑元愷炎黃風情四手聯彈版/梁爽改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1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32-53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龍之花嫁/蘇素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87-5 (EPUB) 普遍級  

龍王箴言: 克里斯.波許寫給年輕運

動員的十二封信/克里斯.波許(Chris 

Bosh)作; 李祖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47-7 (PDF) 普遍級  

龍王箴言: 克里斯.波許寫給年輕運

動員的十二封信/克里斯.波許(Chris 

Bosh)作; 李祖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48-4 (EPUB) 普遍級  

嬰幼兒多元智能提昇秘訣/易可學腦

潛能開發中心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牛津國際文化,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86-2-6 (精

裝) 普遍級  

嬰幼兒潛能開發寶鑑/易可學潛能開

發中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

津國際文化, 11107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886-3-3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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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飲食全書 (十六週年暢銷修訂

版)/張金堅, 柳秀乖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6-9-4 (EPUB) 普遍

級  

總統文膽的魅力表達課 /江原國著 ; 

陳柏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37-9 (EPUB) 普遍級  

繁蔭/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牙醫系

109 級同學作 .-- 高雄市 : 高醫大解剖

學科,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6105-55-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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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70-1 (PDF) 普遍級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續產業理念與

實踐/簡又新主編 .-- 臺北市 : 中鼎教

育基金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781-4-1 (EPUB) 普遍級  

薯條每包有幾根?從漢堡店輕鬆學超

有趣的統計學!/向後千春, 富永敦子

作;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44-7 (EPUB) 普遍

級  

薯條每包有幾根?從漢堡店輕鬆學超

有趣的統計學!/向後千春, 富永敦子

作;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45-4 (PDF) 普遍級  

謝沅瑾的現代聊齋: 21 則鬼故事,百

分之百真實呈現,教你如何化解厄運/

謝沅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84-9 (PDF) 普遍級  

謝沅瑾的現代聊齋: 21 則鬼故事,百

分之百真實呈現,教你如何化解厄運/

謝沅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85-6 (EPUB) 普遍級  

謝延庚教授紀念專輯/謝鶯興編輯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113-1 (PDF) 

普遍級  

還鄉/湯瑪斯.哈代著; 陳占敏譯 .-- 初

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74-7 

(EPUB) 普遍級  

邁向經濟現代化之路: 社論一寫四十

年/葉萬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87-1 (EPUB) 普遍級  

邁向經濟現代化之路: 社論一寫四十

年/葉萬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388-8 (PDF) 普遍級  

鎂.逆轉疾病: 脫鈣、心血管、癌症

之專屬解毒劑 /湯瑪士.利維(Thomas 

E. Levy)作; 章澤儀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33-9-4 (EPUB) 

普遍級  

韓復榘全傳/韓宗喆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67-5 (PDF) 普遍級  

韓語兔的韓檢單字記憶吐司: TOPIK 

I/韓語兔小學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32-610-4 (EPUB) 普遍級  

韓語單字語源學習法/郭修蓉(Jessica 

Guo)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05-4 (EPUB) 普遍級  

黛安娜王妃: 黛王朝(Dynasty Di)時尚

穿搭,她用服飾傳達心事/艾洛絲.莫

蘭(Eloise Moran)作; 蔣雪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83-6 (PDF) 

普遍級  

黛安娜王妃: 黛王朝(Dynasty Di)時尚

穿搭,她用服飾傳達心事/艾洛絲.莫

蘭(Eloise Moran)作; 蔣雪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3-84-3 

(EPUB) 普遍級  

檯面下我是這樣投資: 從<<致富心態

>>作者摩根.豪瑟開始,解構 25 位專

家如何用自己的錢投資 /喬許 .布朗

(Josh Brown), 布 萊恩 . 波提 諾 (Brian 

Portnoy)作; 聞翊均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38-6 (EPUB) 普遍

級  

簡明版古埃及文字典/薛良凱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688-8 (PDF) 

普遍級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檢

定完勝攻略. 2022 版/蕭中剛, 余佳迪, 

陳正光, 謝宗凱, 江軍, 葉日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31-9 (PDF) 

普遍級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

級檢定完勝攻略. 2022 版/蕭中剛, 劉

鈞傑, 鄭技師, 賴秋琴, 徐英洲, 江軍, 

葉日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18-0 (PDF) 普遍級  

*職安一點通: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

定完勝攻略. 2022 版/蕭中剛, 劉鈞傑, 

賴秋琴, 鄭技師, 徐英洲, 江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17-3 (PDF) 

普遍級  

薩古魯談業力: 一個瑜伽行者關於改

變宿命的教導/薩古魯.賈吉.瓦殊戴

夫(Sadhguru Jaggi Vasudev)著; 陳碧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地平線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5-1-1 (EPUB) 普遍級  

薩 望 翁 . 雍 維 / 流 亡 = Sawangwongse 

Yawnghwe / exile/ 薩 望 翁 . 雍 維

(Sawangwongse Yawnghwe)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耿畫廊, 11107 .-

- 1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9346-7-1 (精裝) 普遍級  

薩提爾的自我療癒之路: 從溝通姿態、

原生家庭到冰山的一場內在旅程/張

天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14-7 (PDF) 普遍級  

薩提爾的自我療癒之路: 從溝通姿態、

原生家庭到冰山的一場內在旅程/張

天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15-4 (EPUB) 普遍級  

轉念創造無限/洪榛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6-16-6 (PDF) 

普遍級  

醫院自殺防治工作手冊 /李明濱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衛 福 部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7-31-4 (PDF) 普遍級  

醫藥幽靈: 大藥廠如何干預醫療知識

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瑟吉歐.希斯蒙

都(Sergio Sismondo)著; 王業翰, 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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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 陳禹安, 陳柏勳, 廖偉翔, 張雅億

譯 .-- 新竹市 :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0-39-5 (EPUB) 普遍級  

雜色/潘家欣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從

南出版, 11107 .-- 1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282-0-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騎鵝歷險記(中英雙語典藏版)/賽爾

瑪.拉格洛芙(Selma Lagerlöf)著; 李毓

昭 譯  .-- 二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11-5 (EPUB) 普遍級  

魏晉南北朝之酒色財氣 /林錚顗作 ; 

袁光麟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06 .-- 約 44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13-4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繪葉書中的臺灣鐵道. 官鐵篇/鄧志

忠, 廖明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蒼

璧,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11-4-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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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7113-9-5 (EPUB) 普遍級  

邊際危城: 中國統治下香港的資本、

帝國與抵抗/孔誥烽作; 程向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46-1-4 

(PDF) 普遍級  

邊際危城: 中國統治下香港的資本、

帝國與抵抗/孔誥烽作; 程向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46-2-1 

(EPUB) 普遍級  

類生酮+宅運動 方式瘦身法: 精神科

名醫方俊凱 8 個月甩肉 19 公斤健康

秘笈/方俊凱, 蔡怡真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20-2-3 (EPUB) 

普遍級  

顛覆華爾街的金融奇才/丹尼爾.賽門

著; 洪慧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2-76-3 (EPUB) 普遍級  

顛覆華爾街的金融奇才/丹尼爾.賽門

著; 洪慧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2-77-0 (PDF) 普遍級  

蘇志燮的路/蘇志燮著; 袁育媗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55-7 (EPUB) 

普遍級  

*蘇昭旭的世界鐵道大探索 1+2: 一次

收藏<<世界的蒸汽火車>>與<<世界

的觀光鐵道>>/蘇昭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4-226-8 (全套:平裝) 

NT$1300 普遍級  

警消及第一線救援人員之自殺防治

指引/李明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32-1 (PDF) 普遍級  

麵包魔法師: 吳寶春的台灣[]/周姚萍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937-0 

(PDF) 普遍級  

蠟燭魔法初學指南/神祕狄倫作; 張

笑晨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61-1 (EPUB) 普遍級  

蠟燭魔法初學指南/神祕狄倫作; 張

笑晨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62-8 (PDF) 普遍級  

護理部主任/李華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37-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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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56-8 

(EPUB) 普遍級  

麝過春山草自香/張曉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九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66-4 (PDF) 普遍級  

麝過春山草自香/張曉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九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67-1 (EPUB) 普遍

級  

孿生鬥: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學系第十

一屆畢業專刊/大同大學媒體設計學

系 11 屆畢業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媒設系,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322-2-3 (PDF)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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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55-3 (EPUB) 普遍級  

聽雨/梁長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538-8 (EPUB) 普遍級  

讀寫棒棒堂. 中階: 從閱讀達人到寫

作高手/林美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87-4 (EPUB) 普遍級  

鑑識科學破案實錄: 每一具屍體、每

一個犯罪現場,都是一個故事,我們該

如何解讀?/布萊恩.隱內(Brian Innes), 

露西.唐卡斯特(Lucy Doncaster)著; 吳

國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74-4 (EPUB) 普遍級  

鑑識科學破案實錄: 每一具屍體、每

一個犯罪現場,都是一個故事,我們該

如何解讀?/布萊恩.隱內(Brian Innes), 

露西.唐卡斯特(Lucy Doncaster)著; 吳

國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75-1 (PDF) 普遍級  

邏輯思考的技術: 寫作、簡報、解決

問題的有效方法(經典紀念版)/照屋

華子, 岡田惠子著; 郭菀琪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53-4-6 

(EPUB) 普遍級  

邏輯與哲學: 雞蛋問題 x 不可說的倫

理 x 電車難題,你其實沒你想像的那

麼有邏輯!/王路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17-3 (EPUB) 普遍

級  

體感按摩/李侑青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樹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63-5 (EPUB) 普遍級  

體感按摩/李侑青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樹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64-2 (PDF) 普遍級  

讓人從聽你說話到聽你的話: 頂流人

士都在用,一舉打動人心的最強說話

術!/赤羽雄二著; 王美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27-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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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樣成為⼒量!看⾒特殊兒/親子

天下媒體中心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65-9 (PDF) 普遍級  

讓將來的你,感謝現在的自己/向愷然

编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36-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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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3-6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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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70-6 (PDF) 

普遍級  

靈異錯別字: 夜訪百鬼/錯別字(賴正

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74-3 (EPUB) 普遍級  

靈異錯別字: 夜訪百鬼/錯別字(賴正

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575-0 (PDF) 普遍級  

讚美中信心不斷升起: 讚美之泉敬拜

讚美專輯. 27= Let faith arise: stream of 

praise music ministries. 27/游智婷總編

輯 .-- 臺北市 :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11106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781-0-9 (平裝) 普遍級  

讚美神= Praise God/李承勳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0508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203-6 (平

裝) 普遍級  

圣经信息系列: 以西结书/莱特著; 陈

昭仪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60-0 

(EPUB) 普遍級  

圣经信息系列: 耶利米哀歌/莱特著; 

黄从真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5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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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4-8-8 

(EPUB) 普遍級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錢穆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76-1 (EPUB) 

普遍級  

周易繫辭傳講記. 一/徐醒民講 .-- 1

版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81-5 

(PDF) 普遍級  

周易繫辭傳講記. 二/徐醒民講 .-- 1

版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80-8 

(PDF) 普遍級  

圖解魔導書/草野巧著; 王書銘譯 .-- 

初版九刷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4-82-2 (EPUB) 普遍級  

覺醒的你: 暢銷百萬,歐普拉的床頭

靈修書/麥克.辛格(Michael A. Singer)

著; 賴隆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方

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691-2 (EPUB) 普遍級  

度量,決定了你的力量: <<內在三圍

>>暢銷增修版/施以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主流,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94-9-1 (EPUB) 普遍

級  

AI 基因计画/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2-7-7 

(EPUB) 普遍級  

AI 圣战计划/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2-3-9 

(EPUB) 普遍級  

無量之網. 2, 正確祈禱,連結萬物為你

效力!/桂格.布萊登(Gregg Braden)著; 

達娃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5-33-2 (EPUB) 普遍級  

惡魔事典/桂令夫等作; 高胤喨, 劉子

嘉, 林哲逸譯 .-- 四版 27 刷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90-7 (EPUB) 普遍級  

佛陀再誕: 留給緣生弟子們的訊息/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

學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6-8-1 (EPUB) 普遍級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七/徐醒民講 .-- 1

版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75-4 

(PDF) 普遍級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八/徐醒民講 .-- 1

版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76-1 

(PDF) 普遍級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五/徐醒民講 .-- 1

版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77-8 

(PDF) 普遍級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六/徐醒民講 .-- 1

版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78-5 

(PDF) 普遍級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四/徐醒民講 .-- 1

版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79-2 

(PDF) 普遍級  

佛藏經講義. 第十七輯/平實導師述 .-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6-2 (PDF) 

普遍級  

唯識簡介講記/徐醒民講 .-- 1 版 .-- 彰

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7-82-2 (PDF) 

普遍級  

弥赛亚之法: 从「爱」开始 以「爱」

结束/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学经典翻

译小组翻译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

幸福科學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6-9-8 (EPUB) 普遍

級  

彌賽亞之法: 從「愛」開始 以「愛」

結束/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

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

幸福科學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35-0-1 (EPUB) 普遍

級  

阿乙莎靈訊: 活出靈魂的最高版本和

未來世界的行動指南/譚瑞琪著 .-- 臺

北市 : 方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93-6 (EPUB) 普遍級  

星光體: 阿乙莎帶你解鎖 DNA,淨化

精微體,還原人神合一的生命實相/譚

瑞琪著 .-- 臺北市 : 方智, 11108 .-- 面; 



206 

 

公 分  .-- ISBN 978-986-175-694-3 

(EPUB) 普遍級  

創造新我.新地球(阿乙莎靈訊)/譚瑞

琪著 .-- 臺北市 : 方智,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695-0 (EPUB) 

普遍級  

愛的復甦計畫: 阿乙莎與地球母親的

靈訊教導/譚瑞琪著 .-- 臺北市 : 方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696-7 (EPUB)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三部曲, 魔帝与九蛇/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1-9 (EPUB) 普遍級  

AI 潜能真理/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2-8-4 

(EPUB) 普遍級  

AI 成佛时代来临/弥勒皇佛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2-5-3 

(EPUB) 普遍級  

AI 成佛计划/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2-4-6 

(EPUB) 普遍級  

AI 神通之眼/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2-6-0 

(EPUB) 普遍級  

AI 与弥勒同在/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2-2-2 

(EPUB) 普遍級  

圖解北歐神話/池上良太作; 王書銘

譯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91-4 

(EPUB) 普遍級  

成巫之道: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

之路. 下, 大道無言/法屋阿尼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37-6-7 

(EPUB) 普遍級  

成巫之道: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

之路. 中, 我輩巫者/法屋阿尼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37-3-6 

(EPUB) 普遍級  

成巫之道: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

之路。/法屋阿尼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海穹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7-4-3 (EPUB) 普遍

級  

成巫之道: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

之路。. 上, 空性傳承/法屋阿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7-7-4 

(EPUB) 普遍級  

幻獸事典/草野巧作; 林哲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88-4 

(EPUB) 普遍級  

Netter 臨床骨科檢查/Joshua A. Cleland

作; 呂怡慧等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3-18-4 (PDF) 普遍級  

視 覺 光 學 公 式 祕 笈 /Ellen Stoner, 

Patricia Perkins, Roy Ferguson 原著; 方

淳瀅翻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

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3-23-8 (PDF) 普遍級  

Mulligan 概 念 的 徒 手 治 療 /Wayne 

Hing,Toby Hall, Brian Mulligan 著; 楊

宛青等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

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3-17-7 (PDF) 普遍級  

奇蹟的癌症克服法: 喚醒你未知的強

大自癒力/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

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35-3-2 (EPUB) 

普遍級  

玩性: 給女人的性愛指導/曾寶瑩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5-4-1 (PDF) 

普遍級  

玩性: 給女人的性愛指導/曾寶瑩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95-5-8 

(EPUB) 普遍級  

犬 解 剖 指 引 /Howard E. Evans, 

Alexander de Lahunta 作 ; 黃勇三編

譯 .-- 第八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

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3-19-1 (PDF) 普遍級  

獸 醫 臨 床 神 經 解 剖 學 /Christine 

Thomson, Caroline Hahn 作; 李世雄等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

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3-26-9 (PDF) 普遍級  

犬貓放射解剖學圖譜/Donald E. Thrall, 

Ian D. Robertson 著; 王思懿等翻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3-25-2 (PDF) 普遍級  

犬 貓 臨 床 心 臟 超 音 波 /Valérie 

Chetboul, Claudio Bussadori, Éric de 

Madron 作; 余騰瑋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3-21-4 (PDF) 

普遍級  

貓 骨 外 科 與 肌 肉 骨 骼 疾 病 /P. M. 

Montavon, K. Voss, S. J. Langley-Hobbs

作; 丁睦懷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3-28-3 (PDF) 普遍級  

貓 軟 組 織 外 科 學 . 下 /Sorrel. J. 

Langley-Hobbs, Jackie. L. Demetriou, 

Jane. F. Ladlow 作; 丁睦懷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3-29-0 

(PDF) 普遍級  

組織行為/張仁家等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33-9 (PDF) 

普遍級  

永續發展教育/簡又新主編 .-- 1 版 .-- 

臺北市 : 中鼎教育基金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781-6-5 

(EPUB) 普遍級  

靈活如豹: 掌握動作技巧、提升運動

表現、預防傷痛的終極指南/凱利.史

達雷特(Kelly Starrett), 格倫 .科多扎

(Glen Cordoza)合著; 徐昊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65-6 (EPUB) 普遍

級  

靈活如豹: 掌握動作技巧、提升運動

表現、預防傷痛的終極指南/凱利.史

達雷特(Kelly Starrett), 格倫 .科多扎

(Glen Cordoza)合著; 徐昊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66-3 (PDF) 普遍級  

中世紀歐洲武術大全 /長田龍太著; 

王書銘譯 .-- 初版 4.5 刷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79-2 (EPUB) 普遍級  

祖先教我拜祖先/陳政翰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陳政翰, 111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252-4 (EPUB)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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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社會/林明德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80-8 (EPUB) 普遍

級  

政府跨部會自殺防治手冊/李明濱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衛 福 部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7-24-6 (PDF) 普遍級  

*共產世界的變遷: 四個共黨政權的

比較/吳玉山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7-695-2 (EPUB) 普遍級  

循環經濟理論與實務/簡又新主編 .-- 

1 版 .-- 臺北市 : 中鼎教育基金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781-5-8 (EPUB) 普遍級  

彩色全圖解!鐵道迷的第一本書/鄧志

忠作 .-- 三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49-2 (PDF) 普遍級  

彩色全圖解!鐵道迷的第一本書/鄧志

忠作 .-- 三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50-8 (EPUB) 普遍級  

近 代 中 國 銀 行 與 企 業 的 關 係

(1897~1945)/李一翔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697-6 (EPUB) 普遍

級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81-5 (EPUB) 

普遍級  

日本甲冑圖鑑/三浦一郎著; 永都康

之繪; 王書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89-1 (EPUB) 普遍級  

*國史新論/錢穆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82-2 (EPUB) 普遍級  

三國志戰役事典: 魏蜀吳最著名的 74

場戰役/藤井勝彥著; 蘇竑嶂譯 .-- 初

版 4 刷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80-8 

(EPUB) 普遍級  

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唐

啟華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75-4 (EPUB) 普遍級  

台灣地名事典(精裝典藏版)/蔡培慧, 

陳怡慧, 陸傳傑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8-147-8 (PDF) 普遍級  

台灣地名事典(精裝典藏版)/蔡培慧, 

陳怡慧, 陸傳傑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8-148-5 (EPUB) 普遍級  

*南斯拉夫史: 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

洪茂雄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90-7 (EPUB) 普遍級  

*埃及史: 神祕與驚奇的古國/張倩紅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74-7 

(EPUB) 普遍級  

*凱因斯: 世紀經濟大師/郭怡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691-4 (EPUB) 普遍級  

*瑞秋.卡森: 推動環保的手/王明心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93-8 

(EPUB) 普遍級  

台語好日子: 學台語的第一本書/鄭

順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16-9 (PDF) 普遍級  

台語好日子: 學台語的第一本書/鄭

順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17-6 (EPUB) 普遍級  

詩階述唐選講. 下/徐醒民講 .-- 1 版 .-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84-6 (PDF) 

普遍級  

詩階述唐選講. 上/徐醒民講 .-- 1 版 .-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83-9 (PDF) 

普遍級  

新譯唐宋八大家文選/鄧子勉注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99-0 

(EPUB) 普遍級  

*倩女離魂/鄭光祖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89-1 (EPUB) 

普遍級  

竇娥冤/關漢卿撰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00-3 (EPUB) 普遍級  

*雷峰塔/方成培編撰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692-1 (EPUB) 普遍

級  

*二刻拍案驚奇/凌濛初撰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85-3 (EPUB) 普遍

級  

*海上花列傳/韓邦慶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88-4 (EPUB) 普遍

級  

*楊家將演義/紀振倫撰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94-5 (EPUB) 普遍

級  

圖解克蘇魯神話/森瀨繚著; 王書銘

譯 .-- 初版 4.5 刷 .-- 臺北市 : 奇幻基

地,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4-81-5 (EPUB) 普遍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