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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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鏡 : 國家圖書館珍藏史部善本. 第

一輯 / 臺灣商務印書館史鏡編纂小

組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

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冊 .-- 

POD 版 .-- ISBN 978-957-05-3441-2 (全

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善本 2.CST: 古籍  014.1  

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續編 / 

邱仲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

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11107 .-- 冊 .-- ISBN 

978-957-17-3334-0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1.CST: 古籍 2.CST: 善本書目  014.1  

閱讀的方法 : 找到文明世界中,本該

如此的我 / 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天際系列 ; 2) .-- 

ISBN 978-986-133-840-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讀書法 2.CST: 成功法  019  

一天 10 分鐘的精準閱讀力 : 解決沒

時間看書、讀過就忘、無法活用知

識的閱讀筆記技巧 / 崔殊旼著 ; 林侑

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94) .-- ISBN 

978-986-507-934-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閱讀 2.CST: 讀書法  019.1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藝采台文 : 真理大學圖書編輯課程

心得作品集 / 王婕, 王絲嬋, 王翔立, 

江喬倚, 吳翰昇, 李凱葳, 李嘉欣, 周

怡君, 林育暄, 竺思璿, 姚允韜, 柯宛

彤, 柯芸菁, 張芸瑄, 張竣皓, 許文馨, 

許浣珍, 陳思霈, 陳筱君, 彭子晏, 彭

思園, 温思彤, 黃怡嘉, 黃品樺, 楊雅

雯, 楊霽虹, 葉亞音, 廖翊如, 劉康義, 

鄭羽涵, 謝安瑜, 簡靖瑄, 蘇奕著 ; 張

晏瑞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8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出版可樂

吧叢刊 ; 1309B02) .-- ISBN 978-986-

478-712-8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圖書編目 2.CST: 出版業 

3.CST: 文集  023.407  

國學 

(素養導向)重量級國學與古文 / 白白

老師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7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7-227-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學  030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植物真奧祕 / 向日葵工作室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0-1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百科全書 2.CST: 兒童讀物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樹人學報. 第十九期 = Journal of Shu-

Zen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Management vol.19, July 2022 / 林品瑄

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人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 111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278-9-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

二 二 八 國 家 紀 念 館 年 報 . 2021 = 

Memorial Foundation of 228 and 

National 228 Memorial Museum annual 

report / 楊振隆總策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 11109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78-5-0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2.CST: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068.33  

國立故宮博物院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nual 

report 2021 / 吳密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107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2-

85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立故宮博物院  069.83301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年報. 

2021 =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annual report / 陳倩慧總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大溪

木藝生態博物館, 11110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24-8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

館  069.9933  

普通論叢 

古風草堂 / 倪振金作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書劍手札 ; 6) .-- 

ISBN 978-986-5468-85-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失落的歲月 / 王建裕著 .-- 初版 .-- 金

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8 .-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68-78-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生在中國,我很為難 : 封鎖一切消息、

被動接受結果、無法自由批判......一

本書帶你傾聽中國人的心聲 / 佳樂, 

莫宸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5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43-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活得更像一個人  / 江棋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

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75-8-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鬼話連篇 = A pack of lies / 劉戡宇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劉戡宇,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0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2.CST: 時事評論  

078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二十三 

/ 王見川, 范純武, 余翁, 江達智, 呂昇

陽, 盧彥光, 鍾淑惠, 蕭百芳, 賴貞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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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煥堯作 ; 馬力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 224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列 ; 104) .-

- ISBN 978-986-5600-68-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環保署名人講座成果紀錄集. 110-111

年度 /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

基金會 , 雨禾國際有限公司執行編

輯 .-- 臺北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108 .-- 1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5438-67-8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2.CST: 演說  078  

群經 

<<歸藏>>易. 二 : 中國人的聖經 / 趙

衛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書局有限公司, 11107 .-- 17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5-188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經學  091.83  

哲學類 

總論 

聆聽的力量 : 臨床哲學試論 / 鷲田清

一著 ; 林暉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Master ; 

83) .-- ISBN 978-986-357-245-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文集  107  

學術思想概論 

思想史. 11 /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45 面; 21 公分 .-- 

(思想史) .-- ISBN 978-957-08-646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思想史 2.CST: 文集  110.7  

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 : 扎根与远望 / 

贺照田, 莫艾, 陈明, 吕永林, 张华军, 

刘雅静, 郑亘良, 侯力琪, 铃木将久, 

李南周, 宋少鹏著 .-- 臺北市 : 臺灣社

會研究雜誌社出版 : 唐山出版社發

行, 11107 .-- 576 面; 23 公分 .-- (台社

論壇叢書 ; 37) .-- 正體題名:人文知識

思想再出發 : 紮根與遠望  .-- ISBN 

978-986-06001-3-1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人文思想 2.CST: 文集  

119.07  

中國哲學 

先秦哲學隅論 / 蕭振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34 面; 23 公分 .-- (哲學研究

叢 書 . 學 術 思 想 叢 刊  ; 701027) .-- 

ISBN 978-986-478-706-7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先秦哲學  121  

易經錯了幾千年 : 世界唯一。易經

宇宙觀論卦。55 巽卦 / 林永昌著 .-- 

[高雄市] : 林永昌, 11108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371-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  

白陽經典釋義 : 萬法之宗 / 孚中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一貫義理編輯

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發

行, 11107 .-- 68 面; 21X30 公分 .-- (白

陽經典 ; 1) .-- ISBN 978-986-06131-7-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周易新繹 : 經傳編 / 吳宏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957-

32-9698-0 ( 上 冊 : 平 裝 ) NT$600 .-- 

ISBN 978-957-32-9699-7 (下冊: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易經美學 / 袁光明著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金星出版社, 11107 .-- 292 面; 

21 公分 .-- (易經生活.叢書 ; O2-1) .-- 

ISBN 978-986-6441-83-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121.17  

論語今古通 / 鄒小紅, 余良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出版社, 11108 .-

- 478 面; 21 公分 .-- (國家文史叢書 ; 

165) .-- ISBN 978-957-36-1605-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7  

論語之季氏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

心 ; 16) .-- ISBN 978-626-96233-1-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8/16  

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 : 荀子之養

生論述 / 胡倩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7 .-- 192 面; 21 公

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744) .-- ISBN 

978-986-314-613-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周)荀況 2.CST: 學術思想 

3.CST: 養生  121.27  

好運的泉源 : 把人做好 : 道德經講義. 

道篇 / 雲深法明(王厤霖)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77-8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注釋  121.311  

怪咖莊老師的輔導課 / 徐國能著 ; 葉

長青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488-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周)莊周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生命教育 4.CST: 通俗作品  

121.33  

莊子物學的宗教維度 = 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Zhuangzi's theory of 

things / 朱志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國立政治

大學華人主體性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11107 .-- 492 面; 

23 公分 .--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

書) .-- ISBN 978-626-95670-6-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周)莊周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宗教文化  121.33  

西洋哲學 

詮釋學 : 真理與方法 / 高達美(Hans-

Georg Gadamer)著 ; 洪漢鼎譯 .-- 1 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3-

151-5 (第 1 冊:平裝) NT$700 .-- ISBN 

978-626-343-152-2 ( 第 2 冊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詮釋學  143.89  

*真理的發現者,培根論知識與學習 : 

科學界的哥倫布 X 法律界之喉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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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英國經驗哲學家 / 劉燁, 王君孺

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21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48-7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培根(Bacon, Francis, 1561-

1626) 2.CST: 傳記 3.CST: 學術思想 

4.CST: 哲學  144.32  

在質疑中探索事物的本質,論羅素如

何看待世界 : 極簡主義 X 分析化約 X

崇尚和平,對人世充滿關懷的哲學家 

/ 劉燁, 潘于真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257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88-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羅素(Russell, Bertrand, 1872-

197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4.71  

笛卡兒的懷疑 : 你所認知的對與錯

是客觀的嗎?對萬物抱持不確定 ,質

疑是為了得到更明確的真理 / 劉燁, 

王勁玉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9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587-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笛卡爾(Descartes, Rene, 1596-

165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6.31  

美是道德的象徵,康德與他的批判哲

學 : 絕對命令 X 先驗唯心主義 X 綜

合命題,所有哲學領域都無法避開的

康德思想 / 劉燁, 柳映書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61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86-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康德(Kant, Immanuel, 1724-

1804) 2.CST: 康德哲學 3.CST: 批判

哲學  147.45  

邏輯學 

邏輯研究. 第一卷, 純粹邏輯學導引 / 

埃 德 蒙 德 . 胡 塞 爾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著 ; 倪梁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56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75) .-- ISBN 978-

626-343-047-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邏輯 2.CST: 現象學 3.CST: 知

識論  150  

邏輯研究. 第二卷, 現象學與認識論

研究(第一部分) / 埃德蒙德.胡塞爾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著 ; 

倪梁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56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76) .-- 

ISBN 978-626-343-048-8 ( 平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邏輯 2.CST: 現象學 3.CST: 知

識論  150  

邏輯研究. 第二卷, 現象學與認識論

研究(第二部分) / 埃德蒙德.胡塞爾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著 ; 

倪梁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56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77) .-- 

ISBN 978-626-343-049-5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邏輯 2.CST: 現象學 3.CST: 知

識論  150  

有理說不清? : 口語傳播「全威」教

你如何建立論證、找出謬誤與人辯

論 / 胡全威作 .-- 一版 .-- 新北市 : 榮

益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70-6-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辯論學  159.5  

心理學 

50 則非知不可的心理學概念 / Adrian 

Furnham 著 ; 游恒山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1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9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170  

一口氣讀完 26 本心理學經典 / 宋學

軍作 .-- 四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

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3

公分 .-- (成功講座 ; 384) .-- ISBN 978-

986-392-463-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1  

無聊心理學 / 詹姆斯.丹克特(James 

Danckert), 約翰.伊斯特伍德(John D. 

Eastwood)著 ; 袁銘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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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85-36-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生理心理學  172.1  

地球就是諮商室 : 超越人類中心主

義,邁向生態心理治療 / 瑪莉-珍.羅斯

特(Mary-Jayne Rust)著 ; 周大為, 陳俊

霖, 劉慧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 工 坊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Holistic ; 

149) .-- ISBN 978-986-357-244-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環境心理學 2.CST: 環境生態

學 3.CST: 心理治療  172.83  

為什麼沒人告訴過我 : 37 個避免陷

入情緒泥淖的養成練習 / 茱莉.史密

斯(Julie Smith)作 ; 蕭寶森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693-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2.9  

兒童發展心理學  / 劉金花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07-2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發展心理

學  173.1  

壞習慣改不掉怎麼辦? : 幫助孩子克

服咬指甲等壞習慣 / Dawn Huebner

著 ; 陳碧玲, 陳信昭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9 .-- 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273-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習慣 

3.CST: 通俗作品  173.1  

圖解隨心所欲操控人心的「男女暗

黑心理學」 / 齊藤勇著 ; 卓惠娟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 224 面; 21 公分 .-- (一起來思) .-- 

ISBN 978-626-96160-7-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人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173.3  

你要元氣滿滿,也要人間清醒 : 擁有

少女感,修成女王心 / 蓑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64 面; 21 公

分 .-- (人生顧問 ; 457) .-- ISBN 978-

626-335-731-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女性心理學 2.CST: 自我實現  

1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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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媽媽讓我如此痛苦  : 獻給

「情緒垃圾桶」女兒的自我修復練

習,切斷與「自戀型人格」媽媽的有

毒羈絆。 / 夏天(李玄柱)著 ; 陳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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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35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女性心理學 2.CST: 親子關係 

3.CST: 自戀  173.31  

秒懂具有 XX 染色體的人類 : 心因性

疼痛、情感建構、心理障礙、婚姻

心理調適、親子心靈溝通,揭開妳內

心深處的祕密! / 恩茜, 宋心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9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17-0 (平

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女性心理學 2.CST: 生活指導  

173.31  

做人太老實,小心被人吃得死死 : 裝

傻、糊弄,才叫大智慧?太精明、想

太多,反而不小心誤入陷阱! / 洪俐芝, 

江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59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個性心理學 2.CST: 自我實現 

3.CST: 人生哲學  173.7  

人類破壞性的剖析 : 心理學大師佛

洛姆對人性最全面、最透徹的探索

與總結 /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

著 ; 梁永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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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6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41-1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學 2.CST: 攻擊性行

為 3.CST: 暴力  175.7  

往/返/第二空間 : 網路與精神分析 / 

蔡文瑞, 魏與晟, 陳昌偉, 王明智, 王

盈彬作 .-- 一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91-4-7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 2.CST: 網路使用行

為  175.7  

逐光者的陰暗面 : 真正掌握你心靈

的力量、創造力,使你的夢想成真 / 

黛比 .福特(Debbie Ford)著 ; 朱詩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0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學 2.CST: 自我實現  

175.7  

亞特蘭提斯的白色光塔 / 娜塔莉.西

安.葛拉森(Natalie Sian Glasson)著 ; 周

家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系列 ; 240) .-- 

ISBN 978-626-96218-0-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心靈學 2.CST: 靈修  175.9  

神的直通電話 / キャメレオン竹田

作 ;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Better ; 34) .-- ISBN 

978-957-741-574-5 (平裝) NT$299 普

遍級  

1.CST: 超心理學  175.9  

靈性動物完全指南 : 召喚守護力量,

連結靈性訊息 / 史蒂芬.法默(Steven 

D. Farmer)作 ; 李曼瑋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一葦文思, 漫遊者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513-3-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心靈學 2.CST: 心靈感應 

3.CST: 動物  175.9  

右手,左手 : 探索不對稱的起源 / 克里

斯.麥克麥納斯(Chris McManus)著 ; 王

惟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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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544 面; 

21 公分 .-- (科學新視野 ; 59) .-- ISBN 

978-626-318-377-3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感覺 2.CST: 腦部 3.CST: 文化

史  176.19  

每一天,只要比昨天多用功五分鐘就

好 : 首爾、延世大學學霸,撼動 45 萬

韓國學子的反敗為勝讀書心法 / 朴

成爀著 ; 林侑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96 面; 21 公分 .-- (Next generation ; 

3) .-- ISBN 978-957-08-644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讀書法 2.CST: 學習方法  

176.3  

認知驅動 : 做成一件對他人很有用

的事 / 周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370-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認知心理學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6.3  

找回深度專注力 : 比冥想更重要的

事,讓你提升內在動力、創造萬倍價

值 / 井上一鷹著 ; 汫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702-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注意力 2.CST: 成功法  

176.32  

創意發想 / 袁長瑞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55-2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1.CST: 創意 2.CST: 創造性思考  

176.4  

你的大腦有點 Blue : 史上最舒適年代,

為什麼還是焦慮不安? / 安德斯.韓森

(Anders Hansen)著 ; 崔宏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心

理 ; 76) .-- ISBN 978-986-137-380-5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176.5  

我們都是情緒的動物 : 人的感受如

何形塑思考?美國暢銷科普作家的

「情緒科學」大解析! / 雷納.曼羅迪

諾(Leonard Mlodinow)作 ; 黎湛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

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

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9 .-- 384 面; 20 公分 .-- (For2 ; 

60) .-- ISBN 978-626-7063-18-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情緒理論 2.CST: 情緒管理  

176.5  

活得那麼認真,為何還是傷痕累累? : 

用剛剛好的努力,停止倦怠循環,找回

人生的平衡 / 事多人((사다인)(金佳

映(김가영)))著 ; 黃莞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大好

時光 ; 60) .-- ISBN 978-626-7164-3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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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6.5  

你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艱難了,才決定

開始快樂 : 收集那些好極了、棒呆

了、太酷了的瞬間,回擊那些糟透了、

弱爆了、太遜了的時刻 / 徐多多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23-89-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快樂 2.CST: 生活指導  

176.51  

幸福的科學 / 亨利.史密斯.威廉著 ; 

佘卓桓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1 公

分 .-- (人文經典 ; 1) .-- ISBN 978-626-

7134-46-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幸福 2.CST: 生理心理學  

176.51  

少了你,我該怎麼辦? : 悲傷總是不請

自來,必須親自走過,才能好好告別逝

去的人和曾經的自己 / 凱特.李斯特

(Kat Lister)作 ; 龐元媛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的文化,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內在小革命 ; 64) .-- ISBN 

978-626-7026-18-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悲傷 2.CST: 死亡 3.CST: 生活

指導  176.52  

情緒超載 : 擺脫抓狂人生,安撫情緒

的有效方法 / 茱蒂絲.席格爾(Judith P. 

Siegel)著 ; 嚴麗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80 面; 21 公分 .-- (人生

顧問 ; 455) .-- ISBN 978-626-335-701-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6.52  

減壓、療傷、自癒的正念調節法  : 

美 軍 、政 壇、 商業 界、心 理 治療

師 ......各界菁英都在用的心智鍛鍊,

幫你克服人生難關,潛能發揮 100% / 

伊 莉 莎 白 .A. 史 丹 利 (Elizabeth A. 

Stanley)著 ; 姚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

列 ; 104) .-- ISBN 978-986-507-971-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壓力 2.CST: 創傷後障礙症 

3.CST: 情緒管理  176.52  

讓感受自由 : 學會解讀與表達自己

的情緒,勇敢說出真實的感覺,活出自

在的人際關係 / 馬克.布雷克特(Marc 

Brackett)著 ; 朱靜女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

長 ; 89) .-- ISBN 978-986-398-803-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176.52  

今天也不想上班 : 放下不安與糾結,

擁抱想逃離職場的自己,喘口氣再出

發 / 井上智介著 ; 李靜宜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好想

法 ; 41) .-- ISBN 978-626-7164-34-1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工作壓力 2.CST: 生活指導  

176.54  

正念療癒力 : 八週找回平靜、自信

與智慧的自己 / 喬.卡巴金(Jon Kabat-

Zinn)著 ; 胡君梅, 黃小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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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576 面; 23 公分 .-- (野人

家 ; 113) .-- 卡巴金博士 30 年經典暢

銷紀念版 .-- ISBN 978-986-384-757-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抗壓 2.CST: 壓力 3.CST: 佛教

修持  176.54  

手機洩心機 : 偏愛方向、擺放位置、

自拍慣性、離奇事件......手機心理學

揭露你從不自知的 82 種暗示 / 子陽, 

諾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4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58-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行動電話  

176.8  

如何讓人說實話 : 還來不及對你撒

謊,就自然說出真相,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的最新偵訊獲取實話指南 / 傑克.

謝 弗 (Jack Schafer), 馬 文 . 柯 林 斯

(Marvin Karlings)著 ; 陳佳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704-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177  

療癒陷阱 : 被世界遺棄時,你想如何

被接住? / 吳洛纓, 鄧惠文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703-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177  

創造對話 : 掌握人心的 7 個頂尖溝通

策略 / 弗雷.達斯特(Fred Dust)著 ; 王

瑞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 (平安叢書 ; 第 725 種)(溝通句典 ; 

56) .-- ISBN 978-626-7181-0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溝通技巧 2.CST: 人際傳播 

3.CST: 商務傳播  177.1  

1 日 1 問的答案之書 : 10 秒提問習

慣,7 天後開始好事不斷,365 夢想成

真! / 松田充弘作 ; 徐月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43) .-- ISBN 978-957-658-893-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思考  177.2  

人人都能成功 / 拿破崙.希爾作 ; 李慧

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

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264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18) .-- ISBN 978-986-

392-464-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力爭上游 / 莉莉安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43-9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可以強悍,也可以示弱 / 黃大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668-3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好好抱抱 : 52 封宇宙大神給你的生

活好好筆記 / 馮云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生活好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3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6440-0-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好命比有錢更重要  / 大喜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喜羊羊出版社, 11108 .-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599-3-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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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自己的英雄 : 踏上內我史詩的

旅程 / 許添盛口述 ; 齊世芳執筆 .-- 初

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50 面; 21 公分 .-- (許醫

師作品 ; 43) .-- ISBN 978-986-0707-73-

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3.CST: 成功法  177.2  

自助 / 塞繆爾.斯邁爾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

42-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你要去相信 / 微奢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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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98-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別想了,好好生活吧! : 平衡生活的有

效練習,停止消耗心神,緩解焦躁,提

升生活和決策效率  / 安妮 .博吉爾

(Anne Bogel)著 ; 許玉意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心靈

成長 ; BCCG0086P) .-- ISBN 978-986-

398-78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焦慮  177.2  

*沒有公主命,就不要有公主病 : 經濟、

生活、情感都獨立,在這個性別平等

的時代,女人更要學會寵愛自己! / 歸

海逸舟, 丁智茵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50-0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和你,遇見最初的自己 / 黃湘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 (catch ; 288) .-- ISBN 978-626-7118-

81-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活出精彩 / 莉莉安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41-5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哭著哭著看到泡麵就餓了 / 全大進

著 ; Anna Huh 繪 ; 翟云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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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6-502-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設計人生路線的一頁夢想地圖 : 你

還在找目的地的時候,有人已經上路

了 / 柳時泉著 ; 黃菀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心視

野系列 ; 103) .-- ISBN 978-986-507-

948-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涯規劃  

177.2  

就算一個人,也能走出夢想的人生 / 

金川顯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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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gress ; 

20) .-- ISBN 978-957-741-565-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就算沒學歷、沒成就、沒背景也要

懂的 16 個「呆人處世」之道 / 吳睿

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

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97-5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人際關係 

3.CST: 生活指導  177.2  

智謀 39 計速學篇 : 從生活與職場谷

底翻身的最佳武器 / 鄭世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9 .-- 304 面; 21 公

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807) .-- 

ISBN 978-626-318-372-8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謀略 2.CST: 成功法  177.2  

感恩顯化 : 120 天種下豐盛種子 / 黃

于容(Bellra)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

藍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61-5-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靈修 3.CST: 

生活指導  177.2  

*認識豐盛的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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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35) .-- ISBN 978-626-96018-1-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撥轉人生算盤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1109 .-- 

240 面; 27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36) .-- ISBN 978-626-96018-2-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養育你內心的小孩 / 叢非從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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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48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自我實現  

177.2  

膽識 / 金恩住著 ; 林芳如譯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平 安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727)(邁向成功 ; 86) .-- ISBN 978-

626-7181-0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職場成功法  

177.2  

變得不好惹以後,我的生活好過多了 

/ 姚林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

716-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心機有多重,成就就有多高 : 做人不

設防,小心被暗箭所傷;再善良也要學

會心計,否則早晚吃虧上當 / 歸海逸

舟, 俞姿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2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547-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應用心理學  

177.3  

正向談判 : 臺大管院教授教你善用

借位思考,打破僵局達成目標 / 戚樹

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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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創新觀點) .-- ISBN 978-957-

08-643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談判 2.CST: 談判理論 3.CST: 

談判策略  177.4  

談判生死戰 : 炒蛋策略 X 衝突戰術 X

心態陷阱,九大角度精確分析,讓你勝

得光明正大,對方輸得合情合理! / 肖

勝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585-2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談判 2.CST: 談判策略  177.4  

*社區諮商的多元樣貌暨暨大輔諮 21

週年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 蕭富聰, 

沈慶鴻主編 .-- 南投縣埔里鎮 : 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

發展學系, 11109 .-- 1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201-3-8 ( 平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諮商 2.CST: 社區工作 3.CST: 

文集  178.4  

連我都不瞭解自己內心的時候 : 韓

國 90 萬人的線上心理師,陪你重新理

解不安、憂鬱與焦慮,找到痛點,正視

內心的求救訊號 / 梁在鎮, 梁在雄著 ; 

蔡佩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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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心靈方舟 ; 42) .-- ISBN 978-626-7095-

6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2.CST: 心理治療 

3.CST: 精神疾病  178.4  

諮商技術與實務  / 邱珍琬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02-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諮商 2.CST: 諮商技巧  178.4  

懂得的陪伴 : 一位資深心理師的心

法傳承 / 曹中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Master ; 

82) .-- ISBN 978-986-357-246-6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178.4  

七情心療法 : 用心調養你的情緒溫

度! : 結合東方七情與西方心理、精

神醫學......所歸納出的情緒治療方法 

/ 陳淵渝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3 公

分 .-- (健康百科 ; 60) .-- ISBN 978-626-

320-224-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中西醫整合  

178.8  

*本源光與愛能量引導手冊. 同行老

師篇(初階)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商赫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109

面; 26 公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6) .-

- ISBN 978-986-9701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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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諮商與創傷事件治療規劃師手

冊(DSM-5 更新版) / Tammi D. Kolski, 

Arthur E. Jongsma, Rick A. Myer 著 ; 張

本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92-52-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創傷後障礙症 2.CST: 心理治

療  178.8  

看見自己受的傷 : 拜訪創傷者的內

心世界,覺察解離破碎的心,以擁抱更

完整的自己  / 瑪莎 .史陶特 (Martha 

Stout)著 ; 吳妍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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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6-22-3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創傷後障礙症 2.CST: 心理治

療  178.8  

經驗取向遊戲治療  / Carol Crowell 

Norton, Byron E. Norton 著 ; 陳碧玲, 王

璇璣, 蔡幸芳, 張巍鐘, 蕭雅云, 陳信

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0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遊戲治療  178.8  

隱性創傷的情緒地雷 : 找出人生痛

點與過去和解,徹底脫離人際黑洞的

無限循環,學會快樂地愛自己 / 安娜

貝爾.岡薩雷茲(Anabel Gonzalez)著 ; 

朱家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

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03-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心理創傷 2.CST: 心理治療 

3.CST: 情緒管理  178.8  

美學 

十八世紀後半葉英國美學研究 : 美

學流變 X 學者論戰 X 全面解析,從美

的定義範圍到美的文化建構,研究近

代美學發展必讀之作 / 董志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49-4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西洋美學 2.CST: 美學史 

3.CST: 英國  180.941  

跟任何人都聊得來的本事 / 文天行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出版有

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 智 慧 菁 典  ; 27) .-- ISBN 978-626-

95426-6-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幽默 2.CST: 人際關係 3.CST: 

人際傳播  185.8  

倫理學 

夭道 / 女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

姬國際有限公司, 11107 .--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66-0-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念轉運就轉. 23, 生活修煉覺 / 黃子容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光采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1 公

分 .-- (智在心靈 ; 72) .-- ISBN 978-626-

95773-1-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為了炸雞,我決定今天還是好好活著 

/ 思考系 OL 作 ; 謝敏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4 面; 21 公分 .-- (自信人

生 ; 179) .-- ISBN 978-986-175-698-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這句話救了我 / 金美敬(김미경)著 ; 

黃莞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

化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

分 .-- (平安叢書 ; 第 730 種)(Upward ; 

135) .-- ISBN 978-626-7181-0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菩薩心語. 7 / 黃子容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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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智在心

靈 ; 71) .-- ISBN 978-626-95773-0-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感恩自勵心聲 / 陳文祥撰 .-- 苗栗縣

竹南鎮 : 陳文祥(苗栗縣), 11107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3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繁榮法則 : 拓展活路的四十個啟示 / 

丸山竹秋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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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3123-2-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倫理學 2.CST: 人生哲學  

191.9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 四寶

媽白家綺的五味人生 / 白家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1 公分 .-

- (People) .-- ISBN 978-957-08-644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生命存在缺陷,我們終究無法完美 : 

不計得失,淡然處之,人生本是一齣悲

喜劇,只是悲劇成分多一點 / 周成功, 

傅世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6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556-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生觀  191.92  

人生,就是要「小題大作」! : 凡事大

而化之可能痛失良機!讓細節觀成就

你的大局觀 / 子陽, 殷仲桓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2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41-5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工作? / 

池上彰監修 ; 佳奈繪 ; 賴惠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3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96) .-- ISBN 978-986-

507-957-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生涯規劃 2.CST: 職場成功法  

192.1  

神聖語繪 : 31 則人生暗黑畫語 / 李強

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雲巖經絡藝

術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68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86057-5-6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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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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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5-38-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祈禱  192.1  

青春動力學 / 蔡淇華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定位點 ; 

5) .-- ISBN 978-626-305-28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青少年  192.13  

全世界最厲害的話術 / 岡本純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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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gress ; 21) .-- ISBN 978-

957-741-56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說話藝術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從越界的人中,保護自己的說話習慣 

/ 崔渶善著 ; 陳彥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Think ; 242) .-- 

ISBN 978-626-7123-92-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人際關係  192.32  

加法斷捨離 : 每天添加一樣東西,在

100 天之後所學到的 100 件事 / 藤岡

南著 ; 盧姿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89-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簡化生活 2.CST: 生活指導  

192.5  

窮 理 查 年 鑑  / 班 傑 明 . 富 蘭 克 林

(Benjamin Franklin)著 ; 邱振訓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Wealth 

& dream ; 15) .-- 精華珍藏版 .-- ISBN 

978-986-5496-96-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格言  192.8  

善書、經卷與文獻. 六 / 馬力, 李夢, 

王見川, 余翁, 侯沖, 陳進國, 李世偉, 

劉文星, 胡劼辰作 ; 范純武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37 面; 21 公分 .-- (人文

系列 ; 103) .-- ISBN 978-986-5600-66-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勸善書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獻  192.91  

如何安慰傷心的朋友  / 卡爾 .紐森

(Karl Newson)文 ; 克拉拉.安甘努吉

(Clara Anganuzzi)圖 ; 陳思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6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986-5570-93-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友誼 2.SHTB: 友情--3-6 歲幼

兒讀物  195.6  

貞觀學 : <<貞觀政要>>新編 : 唐太宗

雄才大略與知人善任的養成方法  / 

吳秋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貞觀書

院有限公司, 11108 .-- 23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445-0-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帝範 2.CST: 領導統御  

196.241  

稻盛和夫工作的方法 : 想法 x 熱情 x

能力,打造持續創利與實踐自我的成

長方程式 / 稻盛和夫著 ; 彭南儀譯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68) .-- ISBN 978-986-398-

790-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業倫理 2.CST: 職場成功法 

3.CST: 人生哲學  198  

職場倫理 / 莫嘉廉, 陳建榮, 趙茂林, 

陳瓊霞, 王涵青編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

28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業倫理  198  

宗教類 

總論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科儀全集 / 楊

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66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600-67-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無極瑤池老母

十六金丹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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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310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600-69-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08  

宗教學 

神智學 : 人類生命暨宇宙中靈性歷

程之介紹 / Rudolf Steiner 著 ; 李靜宜

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財團法

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35-0-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宗教哲學 2.CST: 神祕主義 

3.CST: 靈修  210.11  

宗 教 經 驗 之 種 種  / 威 廉 . 詹 姆 斯

(William James)作 ; 蔡怡佳, 劉宏信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688 面; 21 公分 .-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

19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宗教心理學  211.4  

佛教 

漢傳佛教專題史 / 于君方著 ; 方怡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98-966-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20  

禪和拯救地球的藝術  / 一行禪師

(Thich Nhat Hanh)著 ; 汪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0 公分 .-- 

(smile ; 185) .-- ISBN 978-626-7118-91-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教社會學 2.CST: 人類生態

學  220.15  

*初探人間佛教運用科技的意涵 / 妙

曜法師, 妙果法師, 許惠美作 .-- 宜蘭

縣礁溪鄉 : 許惠美, 11107 .-- 11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34-7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CST: 宗教與科學  

220.16  

佛教中國化的當代實踐 : 北京地區

青年佛教徒的信仰生活 / 韓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109 .-

- 248 面; 26 公分 .-- (佛教研究叢書 ; 

14) .-- ISBN 978-626-95091-8-8 (精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信仰 3.CST: 文集 

4.CST: 北京市  220.7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42-17-2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2  

正法念處經 / (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

流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佛教台灣大慈恩譯經基金會, 11109 .-

- 冊 .-- ISBN 978-626-96173-3-3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3  

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 / 胡維銓

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58) .-- ISBN 978-626-

7134-42-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6  

*金鋼經明解 / 淨智著 .-- 初版 .-- 花

蓮縣吉安鄉 : 林光偉, 11107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291-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倒立讀<<金剛經>> : 社會科學的解

析  = Discourse analysis of Diamond 

Sutra : a social-science approach / 鄭自

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生 活 雜 誌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Point ; 

17) .-- ISBN 978-986-387-598-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心經藥師經大悲咒讀誦早晚課修行

本 / 覺世, 梵慧, 信力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林岳正, 11107 .-- 15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5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CST: 經集部 3.CST: 

密教部 4.CST: 佛教修持  221.45  

光師父說心經 : 剛剛好是大智慧 / 慧

光法師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維摩舍

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6046-6-5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5  

光師父說心經 : 讓生命更豐富 / 慧光

法師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維摩舍文

教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6046-7-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5  

大乘妙法蓮華經 / 香海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9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06831-5-8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靜思法髓妙蓮華 : 藥草喻品第五 / 釋

證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

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靜思法脈叢書. 佛教經典) .-- ISBN 

978-626-95989-6-0 ( 全 套 : 精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藥師本願經講記 / 太虛大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1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59) .-- ISBN 978-626-7134-43-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12  

維摩詰經實證 : 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 

呂真觀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財團法

人桃園市私立誠信愛心家園, 11108 .-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625-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21  

*佛藏經講義. 第十九輯 / 平實導師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7-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33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 / 圓瑛法師著 .-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Sunny 文庫 ; 261-262) .-

- ISBN 978-626-7134-44-3 (上冊:平裝) 

NT$1080 .-- ISBN 978-626-7134-45-0 

(下冊:平裝) NT$108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严经释解 / 朱平壤着 .-- 1 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576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257) .-

- 正體題名:楞嚴經釋解 .-- ISBN 978-

626-7134-40-5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白話直解 / 悟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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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冊 .-- ISBN 978-626-96286-2-

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白話直解 : 五十陰魔章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7 .-- 3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86-8-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白話直解 : 耳根圓通章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7 .-- 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86-7-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白話直解 : 念佛圓通章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7 .-- 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286-9-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白話直解 : 清淨明誨章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7 .-- 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86-6-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蠡測 / 王薀講述 .-- 初版 .-- 臺

北 市  : 善 聞 文 化 創 意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560-3-8 (第 4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楞嚴義燈/我人生死之由來/雲水詩草

(合刊) / 斌宗老法師著述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

會,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大乘

叢書 ; A-199) .-- ISBN 978-626-95526-

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

陀羅尼經(附:莊嚴王陀羅尼咒經) / 西

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

師三藏賜紫沙門臣法天奉詔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

司, 11107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7142-18-9 (平裝) NT$30 普遍

級  

1.CST: 密教部  221.96  

禪門日誦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 (佛學工具書系列) .-- ISBN 978-626-

7142-19-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諷誦  224.3  

慈悲三昧水懺 .-- 初版 .-- 臺南市 : 和

裕出版社,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 (法藏叢書 ; C097-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326-0-2 (25K 平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佛光祈願文 20 週年精選 : 聆聽星雲

大師親誦的慈音 / 星雲大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831-6-5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224.518  

此乃正宗西藏大黑天是也 : 拜見藏

傳佛教威猛雄強的首席護法 / 唐卡

文化研究會, 旺布旺典編著 .-- 臺北

市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160 面; 26 公分 .-- (生活主意 ; 6) .-- 

ISBN 978-626-7098-97-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唐卡 2.CST: 佛教藝術 3.CST: 

藏傳佛教  224.52  

無量光 : 三德畫會佛畫專輯 . 第三

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德畫會 , 

111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7403-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美術 2.CST: 作品集  

224.52  

萬法心生 : 夏荊山藝術經典展 = All 

the dharmas emanate from within : Xia 

Jing Shan art exhibition / 財團法人夏荊

山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

金會出版 : 林生文化藝術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818-5-3 ( 平 裝 ) 

NT$1080 普遍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作品集  

224.52  

擢蒔增華 : 館藏植物意象書畫特展 = 

Transplant and enrichment : artistic 

expression through botanical imagery / 

中台世界博物館編輯 .-- 初版 .-- 南投

縣埔里鎮 : 中台世界博物館, 11108 .-

- 82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678-3-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美術 2.CST: 書畫 3.CST: 

作品集  224.52  

照見五蘊皆空 : 無我的正能量 / 釋開

藏講述 ; 釋道涵校編 .-- 高雄市 : 金

剛法林印經會, 11109 .-- 256 面; 21 公

分 .-- (佛陀解脫心法 ; 1) .-- ISBN 978-

986-98754-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教化法  

225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 / 釋證

嚴講述 .-- 再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15 公分 .-- (普天三無) .-- ISBN 978-

626-95989-8-4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4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 / 釋證

嚴講述 .-- 再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15 公分 .-- (普天三無) .-- ISBN 978-

626-95989-9-1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4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 / 釋證嚴

講述 .-- 再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志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15

公分 .-- (普天三無) .-- ISBN 978-626-

95989-7-7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二年, 夏

之卷 / 釋德[]編撰 ;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出版

社, 11108 .-- 768 面; 21 公分 .-- (靜思

法脈叢書 . 衲履足跡) .-- ISBN 978-

626-95708-8-1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25.42  

內外功的修持 / 簡長政編著 .-- 修訂

再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8 面; 21

公分 .-- (崇德法會專題叢書 ; 7) .-- 

ISBN 978-626-96020-1-8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故事禪 : 善待自己的一條路 / 靜觀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85-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225.87  

*小止觀 : 佛學的心流實踐方法論 / 

天台山修禪寺沙門智顗著述 ; 唐瑜

凌講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無

盡燈文化學會, 11107 .-- 365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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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96352-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臺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42  

淨土心要 : 傳融法師開示語錄 / 傳融

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Sunny 文庫 ; 

263-264) .-- ISBN 978-626-7134-47-4 

(第 1 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

626-7134-48-1 (第 2 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淨土宗  226.55  

淡定人生 : 禪宗歷史與禪學文化 / 楊

國霞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578-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26.6  

六度波羅蜜 / 方俐懿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俐懿, 11108 .-- 10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035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教理 3.CST: 

佛教修持  226.61  

*拈花微笑 / 淨智著 .-- 再版 .-- 花蓮

縣吉安鄉 : 林光偉, 11107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290-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趙州禪師開示語錄 / 淨慧法師編著 .-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60) .-- ISBN 978-626-7134-41-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禪生活 / 鈴木大拙著 ; 劉建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禪-生活 ; 6) .-- ISBN 978-626-343-129-

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

一年版 / 日常老和尚講述 ; 財團法人

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 .-- 第

四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95309-9-1 (第 1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626-96357-0-2 (第 2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626-96357-1-

9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626-96357-2-6 (第 4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626-96357-3-3 (第 5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626-96357-4-

0 (第 6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626-96357-5-7 (第 7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626-96357-6-4 (第 8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626-96357-7-

1 (第 9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626-96357-8-8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626-96357-9-5 (全

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律宗  226.72  

禪百題 / 鈴木大拙著 ; 歐陽曉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68 面; 21 公分 .-- 

(禪學系列) .-- ISBN 978-626-343-130-

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26.86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 文白並列本. 

VI / 創價學會原著作 ; 台灣創價學會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

價文教基金會, 11108 .-- 2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566-99-5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信仰錄  

226.875  

四家合註入門 : 哈爾瓦.嘉木樣洛周

仁波切講記 / 宗喀巴大師造論 ; 巴梭

法王, 語王堅穩尊者, 妙音笑大師, 札

帝格西合註 ; 釋如法, 釋如密等合註

漢譯 ; 釋性柏, 釋如行等講記漢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09-4-0 ( 第 1 冊 : 精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綠度母寶藏 : 伏藏大師秋吉.林巴之

度 母 心 要 與 修 持  / 秋 吉 . 林 巴

(Chokgyur Lingpa)仁波切本論 ; 祖古.

烏金(Tulku Urgyen)仁波切總論 ; 楚喜.

阿帝(Trülshik Adeu)仁波切釋意 ; 艾

瑞克.貝瑪.昆桑(Erik Pema Kunsang)英

譯 ; 楊書婷中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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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

7085-37-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度母(Tara) 2.CST: 藏傳佛教 

3.CST: 佛教修持  226.965  

我心教言 : 來自敦珠法王的由衷建

言 / 敦珠仁波切(Dudjom Rinpoche)著 ; 

蓮師翻譯小組(Padmakara Translation 

Group)英譯 ; 林姿瑩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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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善知識系列 ; JB0155) .-- ISBN 978-

626-96324-1-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3.CST: 佛教教理  226.96615  

帝師的禮物 : 八思巴尊者傳記與教

言  / 八 思 巴 尊 者 (Drogön Chögyal 

Phagpa)原典作 ; 薩迦巴拿旺貢噶索

南傳記作  ; 第 41 任薩迦法王(His 

Holiness Kyabgon Gongma Trichen 

Rinpoche)釋論作 ; 張福成原典藏譯

中 ; 高天恩傳記與釋論英譯中 .-- 初

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9 .-- 310 面; 20 公分 .-- (經典

開示 ; 35) .-- ISBN 978-626-95498-9-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八思巴(ʼPhags-pa Blo-gros-

rgyal-mtshan, 1235-1280.) 2.CST: 藏傳

佛教 3.CST: 佛教傳記  226.969  

韓國佛寺之美 / 陳明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67-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寺院 2.CST: 佛教藝術 3.CST: 

韓國  227.32  

佛教中國化思維九講 / 釋剛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9 .-

- 320 面 ; 23 公分  .-- (大眾佛學  ; 

WS11103) .-- ISBN 978-957-447-380-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佛教史 2.CST: 中國  228.2  

簡明中國佛教史  / 黃運喜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9 .-- 

336 面 ; 21 公 分  .-- ( 佛 教 歷 史  ; 

SP11101) .-- ISBN 978-957-447-379-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教史 2.CST: 中國  228.2  

*蕅益智旭 : 地藏之孤臣 / 釋空行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金會, 11107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257-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釋智旭 2.CST: 佛教傳記  

22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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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文武將帥官香 / 羅瑞生編著 .-- 宜蘭

市 : 羅瑞生, 11109 .-- 27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06-4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道教 2.CST: 神祇  230  

*三寶都功道職籙 / 羅瑞生集註 .-- 宜

蘭市 : 羅瑞生, 11109 .-- 27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11-8 (平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道教儀注  234  

霞府禪和贊曲選注詮解 / 李建德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中國禪和

道教會, 11109 .-- 2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19-0-1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道教音樂  234.53  

*丹道探源 / 羅瑞生撰 .-- 宜蘭市 : 羅

瑞生, 11109 .-- 36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327-9 (平裝) NT$2000 普

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35  

*玉璣道範 / 羅瑞生編著 .-- 宜蘭市 : 

羅瑞生, 11109 .-- 3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313-2 ( 平 裝 ) 

NT$3000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CST: 養生  235  

*龍門丹道明燈 / 羅瑞生著作 .-- 宜蘭

市 : 羅瑞生, 11109 .-- 373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12-5 ( 平 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練 2.CST: 氣功  235  

*丹功性命精義全訣 / 羅瑞生作 .-- 宜

蘭市 : 羅瑞生,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1-0308-8 ( 卷 1: 平 裝 ) 

NT$5000 .-- ISBN 978-626-01-0309-5 

(卷 2:平裝) NT$5000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35.2  

*龍門寶錄 / 羅瑞生著 .-- 宜蘭市 : 羅

瑞生, 11109 .-- 29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01-0316-3 (平裝) NT$2000 普

遍級  

1.CST: 道教宗派  236.2  

閭山普庵等道派源起及其對臺灣道

教的影響 / 蕭登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510 面; 21 公分 .-- (道教文化叢書) .-- 

ISBN 978-986-339-126-5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道教宗派 2.CST: 道教史 

3.CST: 臺灣  236.9  

基督教 

豐 盛 的 恩 光 ( 學 生 本 )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李前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

協會, 11107 .-- 9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9-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通俗作品  241  

阿爸!父啊? : 聖經和你想的不一樣 / 

威廉.卜爾登(William L. Burton)著 ; 蔡

護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事業,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82-5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聖經研究 2.CST: 天主教  

241.01  

聖經的一致性 : 主題要義篇 : 天父之

愛 / 李秀玉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李秀玉, 11109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47-7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聖經研究  241.01  

21 世紀舊約神學 : 從歷史與敘事描

繪 以 色 列 的 福 音  / 葛 丁 桂 (John 

Goldingay)作 ; 譚達峰, 曾有信, 倪宏

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

版社, 11110 .-- 1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8-973-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舊約 2.CST: 聖經研究 3.CST: 

神學  241.017  

聖經 : 經典聖典的跨時空解讀 / 約翰.

李奇斯(John Riches)著 ; 劉凡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牛津通識課 ; 3) .-

- ISBN 978-626-7044-61-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注釋  241.03  

尼希米记 : 处境信息释经与应用 / 赵

宣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尚會, 

11108 .-- 576 面; 23 公分 .-- 正體題名:

尼希米記: 處境信息釋經與應用 .-- 

ISBN 978-626-01-0362-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尼希米記 2.CST: 注釋  

241.293  

希伯來書 : 要得神應許的人 / 盧穎桓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徐碧玲出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經

銷,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8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希伯來書 2.CST: 聖經研究  

241.784  

希伯來書 / Thomas G. Long 著 ; 梁哲

懋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 

11109 .-- 224 面; 24 公分 .-- (解經講道

注釋叢書 ; 40) .-- ISBN 978-986-0721-

37-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希伯來書 2.CST: 注釋  

241.784  

悲憫.虛己的愛 : 本土的倫理神學 / 黃

伯和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

人恩惠文教基金會,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黃伯和本土神學文集 ; 第

4 冊) .-- ISBN 978-626-96268-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基督教  242  

*詮釋聖靈  / 克萊格 .基納 (Craig S. 

Keener)作 ; 邵亭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友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581-6-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聖靈  242.15  

神奧祕的護理  / 約翰 .弗來福(John 

Flavel)著 ; 郭熙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6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228-1-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242.42  

我是耶穌的好幫手 : 認識彌撒禮儀

服務員  / 伊莎貝爾 .布漢朵(Isabelle 

Brennetot)著  ; 雷緹夏 .辛克(Laëtitia 

Zink)繪 ; 李楓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

化事業, 11108 .-- 64 面; 21 公分 .-- (兒

童 要 理  ; Z4007) .-- ISBN 978-986-

6036-80-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禮儀  244.2  

美麗的神 : 教會美學八堂課 / 大衛.泰

勒(W. David O. Taylor)編著 ; 劉如菁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

版社,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970-9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宗教藝術 2.CST: 基督教  

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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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志遇見耶穌 / 王道維編 .-- 新北

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Evolution ; 9) .-- ISBN 978-

626-95388-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同性戀 3.CST: 

宗教倫理 4.CST: 文集  244.9107  

上帝的情書  / 雪莉 .蘿絲 .雪波爾德

(Sheri Rose Shepherd)著 ; 謝玉如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出 版  : 華 宣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溫馨叢

書 ; 22) .-- ISBN 978-957-556-943-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祈禱 3.CST: 女

性  244.93  

勇敢告訴神,讓祂成就你的夢想 / 馬

克.貝特森(Mark Batterson)著 ; 梁麗燕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Soul 系列 ; 39) .-- ISBN 

978-626-96311-2-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祈禱  244.93  

恢復男人七個屬靈位分 : 14 天更新

之旅 / 戴雨金著 .-- 新北市 : 真哪噠

出版社,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Mission ; 3) .-- ISBN 978-626-95388-6-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祈禱 3.CST: 靈

修 4.CST: 男性  244.93  

禱告,是一帖止痛藥 : 精神科治療師

的信仰療癒筆記  / 施以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勵志

系列 ; 16) .-- ISBN 978-626-96350-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3.CST: 信

仰治療  244.93  

* 屬 靈 爭 戰 與 走 禱  : 實 戰 手 冊  = 

Spiritual warfare and prayer walk : action 

manual / 一位在全世界走禱的弟兄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社團法人臺灣

以利亞之家協會, 11107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56-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探索童年經驗共學小組(教導員手冊) 

/ 錢玉芬作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

基督教童年經驗與全人整合協會 , 

111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36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心理輔導 

3.CST: 小團體輔導  244.98  

探索童年經驗共學小組(學員手冊) / 

錢玉芬作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

基督教童年經驗與全人整合協會 , 

111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363-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心理輔導 

3.CST: 小團體輔導  244.98  

錫安品格教育 : 塑造成酷似耶穌 = 

Zion character discipline : imitation of 

Jesus / 曹力中著 ; 張宇樞繪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士

林錫安堂, 11108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85-3-2 (第 3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青少年教育 

3.CST: 品格  244.982  

刻意的基督徒祖父母 : 信仰傳承的

重 要 推 手  / 喬 修 . 馬 維 希 爾 (Josh 

Mulvihill)著 ; 李佩玲, 張宇莉譯 .-- 新

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Mission ; 4) .-- ISBN 978-

626-95388-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家庭教育  

244.99  

濃情蜜意 : 夫妻性愛生活寶典 / 艾德.

惠特夫婦(Ed. Wheat and Gaye Wheat)

著 ; 鄔錫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出版社, 11110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72-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性  244.99  

親子的藝術 : 引導孩子的心歸回上

帝  / 家 庭 生 活 事 工 (FamilyLife 

Publighing®)作 .-- 一版 .-- 新北市 :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學 園 傳 道 會 出 版 部 , 

11108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95979-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子女教育  244.99  

豐盛的生命 : 慕道基礎課程(學生本)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TMCC 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協會, 11112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9-2-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基督徒  245  

當代講道藝術 / 斯托得(John Stott)著 ; 

魏啟源, 劉良淑, 梁銘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08 .-- 

46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198-96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1  

傳承之道 / 高清賢總編輯 .-- 初版 .-- 

苗栗縣大湖鄉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泰雅爾中會傳道部, 11108 .-- 136 面; 

26 公分 .-- 中文、泰雅族語對照 .-- 

ISBN 978-986-99306-1-1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教牧學  245.2  

末世教會的覺醒  / 黃基甸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36-6-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教會 2.CST: 教牧學  247  

從破相到上帝的形象 / 陳文珊主編 .-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08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21-

3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神學 2.CST: 身心障礙 

3.CST: 文集  247.07  

見賢思齊繼續奮鬥 : 華裔人魏思齊

神父六五壽辰  = Keep up the good 

fight! :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Zbigniew 

Wesołowski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 顧孝永(Piotr Adamek), 

黃渼婷(Sonja Huang Mei Tin)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華裔學志

漢學研究中心, 11108 .-- 430 面; 25 公

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

986-0780-1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史 2.CST: 漢學 3.CST: 

文集  248.2  

基督生平 : 以馬太福音為中心. 第 1

冊, 緒論與幼兒期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TMCC 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

協會, 11107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01-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傳記  249.1  

基督生平 : 以馬太福音為中心. 第 2

冊 , 預 備 期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TMCC 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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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 11107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01-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傳記  249.1  

基督生平 : 以馬太福音為中心. 第 3

冊 , 聲 望 期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TMCC 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

協會, 11107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01-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傳記  249.1  

基督生平 : 以馬太福音為中心. 第 4

冊 , 受難期 . 上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TMCC 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

協會, 11107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01-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傳記  249.1  

基督生平 : 以馬太福音為中心. 第 5

冊 , 受難期 . 下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TMCC 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

協會, 11107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9-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傳記  249.1  

基督生平 : 以馬太福音為中心. 第 6

冊 , 復 活 期  /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 TMCC 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

協會, 11107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9-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傳記  249.1  

馬 偕 在 台 灣 記 事  /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 ; 林俊育台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08 .-- 7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21-3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馬偕(Mackay, George Leslie, 

1884-1901) 2.CST: 基督教傳記  

249.953  

其他宗教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57, 臺灣時期

1997~1998 / 林榮澤編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

學研究院文獻館發行, 11108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131-8-6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天然師尊叮嚀心語 101 則 : 末後修行

指南講述 / 李欣霖編著 .-- 初版 .-- 雲

林縣虎尾鎮 : 春秋學院, 11108 .-- 3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402-0-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作聖之本 : 白水聖帝慈悲囑語譯註 

/ 白水聖帝作 .-- 再版 .-- 南投縣草屯

鎮  :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光慧聖訓

叢書 ; 21)(崇德聖訓叢書 ; 21) .-- ISBN 

978-626-96020-0-1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元始天尊說東嶽解冤謝罪法懺 .-- 初

版 .--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108 .-- 

96 面; 15 公分 .-- (道藏系列 ; Q030-

1) .-- ISBN 978-626-96326-1-9 (平裝) 

NT$4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天雨灌注 / 張惠賢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江河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冊 .-- (老乾坤第一部「乾坤

照」 ; 11-) .-- ISBN 978-626-95727-0-0 

(第 1 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

626-95727-1-7 (第 2 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李瑞烈老師行道講記 : 瑤池金母普

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 / 修真法門編

輯小組編輯 .-- 宜蘭縣礁溪鄉 : 修真

法門,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96390-0-7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敦倫經故事 : 圓滿人生的 22 堂經典

課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行天

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24-0-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羅祖與<<五部六冊>> : 普及與研究 / 

李世偉, 王見川, 王惠琛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259 面; 24 公分 .-- (宗教

學者經典 ; 21) .-- ISBN 978-986-5600-

71-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文集  

27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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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265-3-1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嘉義市  272.22  

馬鳴山五年千嵗文化小百科 / 洪瑩

發作 .-- 初版 .-- [雲林縣褒忠鄉] : 馬

鳴山鎮安宮, 11107 .-- 112 面; 21 公

分 .-- (馬鳴山文化資產叢書 ; 3) .-- 

ISBN 978-986-98418-1-8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民俗活動 

3.CST: 雲林縣  272.28  

正一玄壇財神眞經 / 宋友日作 .-- 再

版 .-- 高雄市 : 碧洞山房, 11109 .-- 7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6207-1-

5 (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財神 2.CST: 民間信仰  

272.29  

朝元宮 : 媽祖ㄟ小祕密 = The secrets 

of Matsu / 蔡振名撰文 .-- 第一版 .-- 臺

中市 : 臺中市海線社區大學, 11108 .-

- 56 面; 22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2417-1-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媽祖 2.CST: 民間信仰 3.CST: 

繪本 4.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

讀物  272.71  

神話 

超好懂!希臘羅馬神話讀本 / 崔雪姬

著 ; 韓賢東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8-896-

9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羅馬神話  

284.95  

術數；迷信 

八卦星象 : 流傳千年的文化傳承 X

連接天地人生的哲學巨作,當星座遇

上易經,兩者會擦出什麼火花? / 姚建

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9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42-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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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易經 2.CST: 星座 3.CST: 占星

術  292.22  

土星 : 從新觀點看老惡魔 / 麗茲.格林

(Liz Greene)作 ; 胡因夢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1 公分 .-- 

(Holistic ; 150) .-- ISBN 978-986-357-

24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內在的天空 : 由星盤透析內在,做出

讓生命豐饒的明智抉擇 / 史蒂芬.佛

瑞斯特(Steven Forrest)著 ; 韓沁林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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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6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78-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占星手帳. 2023 : 一手掌握水逆、月

相、全年星座運勢 / A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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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543-97-6 ( 精 裝 ) 

NT$699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塔羅逆位精解 / 丹尼爾作 .-- 增訂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

420-0 (平裝) NT$339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八字紫微合參論命 / 木星齋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育林出版社, 11108 .-

- 36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6677-7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3.CST: 

紫微斗數  293.1  

紫微攻略. 5 : 愛情 / 大耕老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53-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高階. 五, 斗數人子須知 / 勸學齋

主編著 .-- 臺北市 : 勸學齋, 11108 .-- 

496 面; 21 公分 .-- (紫微階梯 ; 7) .-- 

ISBN 978-986-80041-6-0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兰台妙选.大数据 / 王咸炽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行卯出版社, 11108 .-- 

340 面; 24 公分 .-- (易学. 大数据系列

丛书) .-- 正體題名 :蘭台妙選 .大數

據 .-- ISBN 978-986-98133-7-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293.12  

子平真詮三十天快譯通 / 於光泰作 .-

- 初版 .-- 桃園市 : 於光泰, 11108 .-- 

65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79-1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293.12  

*鬼谷宗八字真詮 / 羅瑞生著作 .-- 宜

蘭市 : 羅瑞生, 11109 .-- 207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15-6 (平裝) 

NT$5000 普遍級  

1.CST: 生辰八字  293.12  

最重要的人生練習題 : 認識命運、

覺察幸福 / 柳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608

面; 23 公分 .-- (DM ; 2246) .-- ISBN 

978-626-7146-40-8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293.12  

*慧眼相書 / 羅瑞生撰 .-- 宜蘭市 : 羅

瑞生, 11109 .-- 3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01-0307-1 (平裝) NT$5000 普

遍級  

1.CST: 相書  293.2  

*婚課清流 / 羅瑞生撰 .-- 宜蘭市 : 羅

瑞生, 11109 .-- 1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326-2 (平裝) NT$2000 普

遍級  

1.CST: 擇日  293.4  

*擇日通書(輯要) / 羅瑞生撰 .-- 宜蘭

市 : 羅瑞生, 11109 .-- 190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25-5 ( 平 裝 ) 

NT$3000 普遍級  

1.CST: 擇日  293.4  

*五行應用玄機 / 羅瑞生撰 .-- 宜蘭市 : 

羅瑞生, 11109 .-- 37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328-6 ( 平 裝 ) 

NT$500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水訣倒杖玄機 / 羅瑞生著作 .-- 宜蘭

市 : 羅瑞生, 11109 .-- 429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29-3 ( 平 裝 ) 

NT$600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風水的社會人類學 : 中國及其周邊

的比較 / 渡邊欣雄著 ; 劉正愛, 周星

譯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家委

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臺北市 : 南

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08 .-- 504 面; 21

公分 .-- (客家新視野 ; 5) .-- ISBN 978-

986-5434-71-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比較研究 4.CST: 東亞  294  

*崑崙行龍八宅明籙 / 羅瑞生編著 .-- 

宜蘭市 : 羅瑞生, 11109 .-- 24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01-0310-1 (精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混元禪師法語 : 風水學的奧秘. 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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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11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8348-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陰陽二宅擇日訣要 / 羅瑞生著 .-- 宜

蘭市 : 羅瑞生, 11109 .-- 376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24-8 (平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學會道法符籙,就看這一本 / 陳宥名, 

黃恆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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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87) .-- ISBN 978-

986-488-229-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符咒  295.5  

盧恩符文應用入門 / 麗莎.錢伯倫作 ;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8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65-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符咒 2.CST: 占卜  295.5  

自然科學類 

總論 

巨人的肩膀會變形 : 從神話到量化,

哲學思考如何引發自然科學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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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翻轉 / 哲學新媒體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 (ithink 哲學書系 ; RI7003) .-- ISBN 

978-626-310-290-3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科學哲學  301.1  

*玩出科學力 : 用繪本學 STEAM 素

養 / 曾多聞作 ; Bianco 繪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5-717-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繪本  303.4  

科學發明王. 34 : 傳達心意的發明 / 

Gomdori Co.文 ; Hong Jong-Hyun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8 面; 25

公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ISBN 

978-957-658-899-0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神奇圖書館 : 天空歷險記. 2, 不會飛

的爸爸 / 凱叔作 ; 貓九插畫, 韓冰插

畫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76-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鎧甲神獸 / 饒國林作 ; 黑墨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3 公

分 .-- (X 萬獸探險隊 III) .-- ISBN 978-

986-0761-64-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可以,這很科學 : 墨子早就懂針孔成

像?春秋時期擁有專業外科團隊?圓

周率、開平方根、多項式通通難不

倒古人! / 張天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2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65-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歷史  309  

中研院院士的十堂課 : 探索之路 / 葉

永烜主編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1107 .-- 18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497-9-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科學家 2.CST: 傳記 3.CST: 訪

談  309.9  

天才其實是偏才 : 找到自己的強項,

偏才也會變天才。  / 劉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sue ; 

42) .-- ISBN 978-626-96088-8-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科學家 2.CST: 世界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309.9  

數學 

基礎數學 / 邱俊智, 陳永銓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4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數學 / 陳進春, 周麗淑, 趙俊傑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50-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數學偵探隊. 1, 神出鬼沒的怪盜羅蘋 

/ 金庸世文 ; 許雅聖圖 ; 黃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8 .-- 152 面; 20 公分 .-- (優

讀本 ; 185)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573-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鍾明數學 : 統測 PCR / 鍾明著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茂喜文創整合有限公

司, 11107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939-2-1 (平裝) NT$199 普

遍級  

1.CST: 數學 2.CST: 問題集  310.22  

線性代數基礎演練 / 何志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數工作室, 11107 .-

- 6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5287-3-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線性代數  313.3  

基礎管理數學 : 應用 Excel = Basic 

mathematics for management / 許登芳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松根出版社, 

11107 .-- 2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378-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數學 2.CST: EXCEL(電腦

程式)  319  

賽局思考練習簿 : 與 12 萬人決勝負

的日本賽局邏輯權威,教你用三步驟

看清局勢,人生各種難題都能找出解

題公式! / 逢澤明著 ; 李彥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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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46-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博奕論  319.2  

電腦資訊科學 

*計算機概論 : 半導體、硬體與程式

語言概說 / 北極星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

188-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資訊概論 : 迎向數位新時代 / 淡江大

學商管學院資訊概論教學研究小組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

際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9548-7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 2.CST: 資訊科學  312  

資訊應用概論 : 掌握科技新脈動 = 

Computer science / 周文光, 張志宏, 吳

建興, 楊子青, 蒲盈宏, 蔣昱弘, 何蕙

萍, 姜健, 陳信宏, 柳林緯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

司, 11108 .-- 4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548-7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 2.CST: 資訊科學  312  

PB 硬碟時代必備技法 : 精解檔案系

統技術及應用 / 張書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41-5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通訊協定 2.CST: 電腦網路 

3.CST: 檔案管理系統  312.16  

網路概論的十六堂精選課程 : 行動

通訊 x 物聯網 x 大數據 x 雲端運算 x

人工智慧 / 吳燦銘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352 面 ; 23 公分  .-- (博碩書號  ; 

ME32202) .-- ISBN 978-626-333-187-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網路  312.16  

Web API 設計原則 : API 與微服務傳

遞價值之道 / James Higginbotham 原

著 ; 洪國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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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59-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1695  

WordPress 網站架設武功祕笈 / 楊雅

潔, 李柏明, 老張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易習圖書, 11108 .-- 4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80-17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際網路 2.CST: 網頁設計  

312.1695  

文組女孩也能上手的 WordPress 架站

手冊 / 楊雅潔, 李柏明, 老張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31-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網際網路  

312.1695  

快速學會 WordPress 網站設計 / 楊雅

潔, 李柏明, 老張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知果文化, 11108 .-- 4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38-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部落格 2.CST: 網際網路 

3.CST: 網頁設計  312.1695  

超完美 CSS 設計風格指南 / 高津戶

壮原著 ; 衛宮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44-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CSS(電腦程式語言) 2.CST: 網

頁設計  312.1695  

讓響應式 (RWD)網頁設計變簡單  : 

Bootstrap 開發速成 / 呂國泰, 鍾國章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4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57-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網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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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郷

大輔繪 ;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80 面; 25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61) .-- ISBN 978-986-507-956-7 (下卷: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繪本  

312.2  

Google 的軟體工程之道 : 從程式設計

經驗中吸取教訓 / Titus Winters, Tom 

Manshreck, Hyrum Wright 原著 ; 蔣大

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60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6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程式? / 李開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64 面; 

21 公分 .-- (LEARN 系列 ; 95) .-- ISBN 

978-626-335-778-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通俗作

品  312.2  

APCS :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試題

解析 / 蔡志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256-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APCS 完全攻略 : 從新手到高手,C++

解題必備! / 胡昭民, 吳燦銘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3-216-4 (平裝) NT$690 普

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APCS 檢定考前必修十二堂課 : 使用

C 語言 / 胡昭民, 吳燦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3-191-4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OCP : Java SE 11 Developer 認證指南. 

上, 物件導向設計篇 / 曾瑞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8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APCS 完 全 攻 略  : 從 新 手 到 高

手,Python 解題必備! / 胡昭民, 吳燦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3-217-1 ( 平 裝 ) 

NT$69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最強入門邁向數據科學之路 :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10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45-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資料科學實務養成 : 爬蟲.清

理.資料庫.分析.視覺化.建模,數據工

程一次搞定 / 陳允傑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旗 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2-724-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人工智慧 3.CST: 機器學習  

312.32P97  

Python 操作 Excel : 最強入門邁向辦

公室自動化之路 : 王者歸來 / 洪錦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5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46-37-8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32P97  

使用 Python 取代 Excel VBA 的 10 堂

課 / 童大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66-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32P97  

看圖學 Python 人工智慧程式設計 / 陳

會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56-8 (平裝

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人工智慧  312.32P97  

從零開始使用 Python 打造投資工具 / 

卓真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44-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投資分析 3.CST: 股票投資  

312.32P97  

*從零開始學 Python 程式設計(適用

Python 3.10 以上) / 李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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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33-182-2 (平裝) NT$720 普

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給中小學生的 Python : 初學程式設計

也能快速上手 / Jason R. Briggs 著 ; 尹

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10-2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Notion 高效管理 100 招 : 筆記 x 資料

庫 x 團隊協作,數位生活與工作最佳

幫手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4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套裝軟體  312.49  

Access 資料庫管理 高手 / 林佳生作 .-

- 三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8 .-

- 4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8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ACCESS(電腦程式) 2.CST: 資

料庫管理系統 3.CST: 關聯式資料庫  

312.49A42  

AutoCAD 2022 電腦輔助設計 / 邱嘉

佑編著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4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3-511-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AutoCAD 2022(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CST: 電腦輔助設

計  312.49A97  

AutoCAD 3D 電腦製圖武功祕笈 / 廖

高德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8 .-- 5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18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A97  

TQC+AutoCAD 2023 特訓教材. 基礎

篇 /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8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6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 2023(電腦程式) 

2.CST: 考試指南  312.49A97  

TQC+AutoCAD 2023 特訓教材. 基礎

篇 / 吳永進, 林美櫻, 電腦技能基金會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8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86-5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AutoCAD 2023(電腦程式) 

2.CST: 考試指南  312.49A97  

(漫畫圖解)上班族必學 Excel 文書處

理 術  / 羽毛田睦 土監 修  ; AKIBA 

SAYAKA 漫畫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翻轉

學系列 ; 93) .-- ISBN 978-986-507-949-

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2.CST: 漫

畫  312.49E9  

EXCEL 樞紐分析 : 職場必學的大量

數據解讀力 / 簡倍祥, 葛瑩, 林佩娟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出

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049-22-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職場應用 武功祕笈 / 林佳生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 

11108 .-- 4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18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超實用!人資 .行政 .總務的辦公室

EXCEL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Office 

365 版) / 張雯燕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3 公分 .-- (博碩書號 ; MI22209) .-

- ISBN 978-626-333-190-7 (平裝附光

碟片) NT$420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2.CST: 文

書管理  312.49E9  

超 實用 ! 會計 .生管 .財 務的 辦公 室

EXCEL 必 備 50 招 省 時 技

(2016/2019/2021) / 張雯燕著 .-- 五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14-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Illustrator CC 向量設計 武功祕笈 / 趙

雅芝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8 .-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8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49I38  

Illustrator CC 向量視覺創意設計寶典 

/ 趙雅芝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1108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15-52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49I38  

MATLAB 程式設計入門  / Brian D. 

Hahn, Daniel T. Valentine 原著 ; 陳啟

川, 方俊, 黃振鴻, 陳宗正編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4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MATLAB(電腦程式)  

312.49M384  

*超實用!Word.Excel.PowerPoint 辦公

室 Office 必 備 50 招 省 時 技

(2016/2019/2021) / 張雯燕著 .-- 五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3 公分 .-- (博碩書

號  ; MI22207) .-- ISBN 978-626-333-

184-6 (平裝附光碟) NT$500 普遍級  

1.CST: OFFICE(電腦程式)  

312.49O4  

App Inventor 2 輕鬆學 : 手機應用程式

簡單做 / 鄭苑鳳, 黃乾泰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12-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計算機原理實作 : 使用 App Inventor 

2 / 陳延華, 蔡佳哲編著 .-- 三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55-1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EN 帶你寫個作業系統 : 來趟 RISC-V

開發輕旅行 / 陳毅(Ia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18-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3  

建構微服務 : 設計細微化的系統  / 

Sam Newman 原著 ; 洪巍恩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5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2.CST: 電腦結構  

3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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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解資料結 構 x 演算法  : 運 用

Python / 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83-

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資料結構 2.CST: 演算法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73  

商用大數據分析 / 梁直青, 鍾瑞益, 鄧

惟元, 鍾震耀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87-

2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大數據 2.CST: 資料探勘 

3.CST: 商業資料處理 4.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74  

數據分析實用導引 / 白培銘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白培銘, 11109 .-- 2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01-0297-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數據 2.CST: 資料探勘 

3.CST: 資料處理  312.74  

Final Cut Pro 職人剪片全攻略 : 一台

Mac 包辦影音剪輯、素材處理、調

色技巧,打造流暢的高質感影片! / 蘋

果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8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媒體 2.CST: 數位影像處

理  312.8  

下一站,元宇宙 : 穿越遊戲 X 客串電

影 X 模擬戰鬥,秀才不出門,也能體驗

天下事! / 易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33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15-6 (平裝) NT$430 普

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數位科技  

312.8  

*元宇宙 / 馬修.柏爾(Matthew Ball)著 ;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480 面 ;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77) .-- ISBN 978-986-525-728-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數位科技 

3.CST: 產業發展  312.8  

延展實境 : 消費者體驗的大革命  / 

Bernard Marr 原著 ; 吳國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6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312.8  

數位孿生 : 虛實融合打造元宇宙的

關鍵技術 / Kevin Chen(陳根)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11-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數位科技 2.CST: 虛擬實境 

3.CST: 產業發展  312.8  

AI 大圖鑑 = Visual book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

經良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4 公分  .-- (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

列)(伽利略科學大圖鑑 ; 11) .-- ISBN 

978-986-461-303-8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機器學習的可解釋性 : 想當 AI 工程

師,你得先會解釋你的模型 / Leonida 

Gianfagna, Antonio Di Cecco 著 ; 莊昊

耘譯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26-0 (平裝) NT$599 普

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  

數位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 Python 實務 

/ 翁麒耀, 楊政興, 王旭正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15-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天文學 

小 海 獺 的 極 光 之 旅  / 王均 豪 文  ; 

Dabibi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出版社, 11109 .-- 48 面; 22 公分 .-- (科

學繪館 ; 2) .-- ISBN 978-626-96312-1-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極光 2.CST: 繪本  323.17  

宇宙大探祕 / 向日葵工作室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1-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天文學 3.CST: 通

俗作品  323.9  

黑洞簡史 : 從奇異點到重力波,愛因

斯坦到霍金 ,清晰解析困擾物理界

300 年 的 神 秘 天 體  / 芭杜 席 雅 克

(Marcia Bartusiak)著 ; 嚴麗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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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71-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宇宙  323.9  

毀滅,還是新生?黑洞的可能與奧祕 : 

天體碰撞、吸收光線、扭曲時空......

為什麼人們要研究星空與黑洞? / 姚

建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6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44-6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黑洞 2.CST: 宇宙 3.CST: 天文

學  323.9  

超好玩!互動知識書 : 太空有什麼? / 

希薇.博悉耶, 米歇爾.維索作 ; 迪迪耶.

巴力席維繪 ; 丘芝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3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607-3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太空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26  

跳出溫度舒適圈 : 如何聰明應對夏

日高溫,從此不必掙扎冷氣該設幾度,

達到用電減半、生活零碳的舒適生

活 / 林子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科學新視

野 ; 180) .-- ISBN 978-626-318-380-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地球溫度 2.CST: 氣候變遷  

328.4  

解讀身邊的天氣密碼 : 讀懂隱藏在

雲朵、微風、山丘、街道、動植物

及露水裡的天氣跡象 / 崔斯坦.古力

(Tristan Gooley)作 ; 黃靚嫻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95) .-- ISBN 978-626-320-223-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天氣 2.CST: 氣象觀測  328.8  

全球碳年鑑  / 碳年鑑網路團隊(The 

Carbon Almanac Network)撰寫 ; 賽斯.

高汀(Seth Godin)編輯 ; 陳正芬, 何玉

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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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9 .-- 

3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99-

72-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全球氣候變遷 2.CST: 地球暖

化 3.CST: 環境保護  328.8018  

物理 

時間 : 探索謎團重重的時間本質 / 日

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經良翻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80 面; 25 公分 .-- (少年

伽利略 ; 30) .-- ISBN 978-986-461-305-

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理論物理學 2.CST: 時間  

331  

維度 : 前往超越想像的高維度世界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經良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80 面; 25 公分 .-- (少

年伽利略 ; 29) .-- ISBN 978-986-461-

304-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理論物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331  

量子科技入門 / 黃琮暐, 余怡青, 陳宏

斌, 鄭宜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鴻海教

育基金會發行, 11108 .-- 2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8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量子力學  331.3  

輕鬆學量子程式設計 : 從量子位元

到量子演算法 / 江振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7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量子力學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31.3  

單位角色圖鑑 / 星田直彥監修 ; 伊藤

滿繪 ; 林美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96 面; 21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67) .-- ISBN 978-986-507-937-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度量衡 2.CST: 通俗作品  

331.8  

(國民營事業)流體力學(機械).工程力

學(材料)精要解析 / 邱寬厚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51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248-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流體力學 2.CST: 工程力學  

332.6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含實習)完全

攻略 / 陸冠奇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7-20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學 2.CST: 電路  337  

基本電學實習. I / 陳自雄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儒 林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1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99-98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電學 2.CST: 電路  337  

化學 

新編化學 / 黃秉炘, 呂卦南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4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63-7 ( 平 裝 ) 

NT$690 普遍級  

1.CST: 化學  340  

圖解高分子化學 : 全方位解析化學

產業基礎的入門書 / 齋藤勝裕著 ; 陳

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18-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高分子化學  343  

燒杯君和他的小旅行 : 探訪實驗器

材的故鄉 / 上谷夫婦著 ; 林詠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677-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化學實驗 2.CST: 試驗儀器  

347.02  

*週期表 : 揭開週期表的元素祕密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林園芝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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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 ISBN 978-986-461-

302-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元素 2.CST: 元素週期表  

348.21  

消防化學設備 : 計算題型及歷屆試

題彙編 / 游象傳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紅指南工作室, 11108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355-7-6 (平

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熱化學 2.CST: 消防  348.4  

地質學 

科學史上最有梗的 20 堂地科課 : 25

部 LIS 影片讓你秒懂地科 / 胡妙芬文 ; 

陳彥伶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05-297-0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305-298-7 (下

冊: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50  

*臺灣惡地誌 : 見證臺灣造山運動與

四百年淺山文明生態史 / 梁舒婷, 石

川先生, 劉閎逸, 柯伶樺, 邱峋文, 黃

惠敏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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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beNature ; 1) .-- ISBN 978-

986-384-758-8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地形 2.CST: 地質 3.CST: 自然

保育 4.CST: 臺灣  351.133  

出發!航向五大洋 / 李映璇文 ; 朱家

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601-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海洋 2.CST: 海洋學 3.CST: 通

俗作品  351.9  

巨震創生 : 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

與制度韌性 = Rebirth from the quake :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of risk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fter the Chi-Chi 

Earthquake / 龔怡文, 劉季宇, 簡文郁, 

鍾立來, 葉錦勳, 張宜君, 陳慈忻, 陳

淑惠, 陳亮全, 周偉賢, 曾裕淇, 林冠

慧, 林宗弘, 邱聰智, 李俊穎, 李宗義

作 ; 林宗弘, 劉季宇, 陳亮全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 心 出 版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發 行 , 

11109 .-- 512 面; 23 公分 .-- (人文社會

叢書 ; 18) .-- ISBN 978-986-350-633-1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地震 2.CST: 震災 3.CST: 風險

評估 4.CST: 災後重建  354.48  

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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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統計學 / 林美玲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59-0 (平裝) NT$430 普

遍級  

1.CST: 生物統計學  360.13  

哈 囉 , 鯨 魚 先 生 ! / 珊 曼 .鮑 頓 (Sam 

Boughton)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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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面; 21X21 公

分 .-- (知識滴 ; 45) .-- ISBN 978-626-

7038-45-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海洋生物 2.CST: 繪本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66.98  

遷徙世代 : 文明 3.0,未來世界的探索

與翻轉,全球化下的量子未來 / 帕拉

格.科納(Parag Khanna)著 ; 吳國卿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08-6432-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遷移 2.CST: 人類遷徙  

367.58  

地球是獨一無二的嗎?從地質學與天

文學深層解析地球如何成為孕育生

命的搖籃 / 華德(Peter D. Ward), 布朗

李(Donald Brownlee)著 ; 方淑惠, 余佳

玲譯 .-- 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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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572-9 (平

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太空生物學 2.CST: 古生物學  

367.9  

會生病都是它害的?!喵博士的病毒

解密探險 / 藝英著 ; 李真我繪 ; 游芯

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1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14-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濾過性病毒 2.CST: 通俗作品  

369.74  

植物學 

植物如何生長 / 王晶作 .-- 新北市 : 大

智文化有限公司 , 11109 .-- 36 面 ; 

24X26 公分 .-- (知識圖鑑百科 ; 16) .-- 

ISBN 978-626-95729-5-3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植物生長 2.CST: 植物生態學 

3.CST: 通俗作品  373.3  

動物學 

哈 囉 , 大 熊 太 太 ! / 珊 曼 .鮑 頓 (Sam 

Boughton)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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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面; 21X21 公

分 .-- (知識滴 ; 46) .-- ISBN 978-626-

7038-46-8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動物 2.CST: 繪本 3.SHTB: 動

物--3-6 歲幼兒讀物  380  

屁屁戰爭 : 動物屁屁背後的科學 / 喬

絲琳.瑞許(Jocelyn Rish)撰文 ; 大衛.克

萊頓 -佩斯特(David Creighton-Pester)

繪圖 ; 鄧子衿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9-

270-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動物解剖學 2.CST: 臀 3.CST: 

通俗作品  382  

動物怎麼傳訊息 : 獅子為什麼大吼

大叫? / 培卓.巴堤寇瓦(Petra Bartíková)

文 ; 亞娜.庫卓諾瓦(Jana K. Kudrnová)

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 

11109 .-- 48 面; 20X22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051-62-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動物學 

3.CST: 繪本 4.SHTB: 動物--3-6 歲幼

兒讀物  383.7  

動物怎麼談戀愛 : 鱷魚為什麼興風

作 浪? / 瑪琪塔 .史 巴可 瓦 (Markéta 

Nováková)文 ; 亞娜.庫卓諾瓦(Jana K. 

Kudrnová)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光點, 11109 .-- 48 面; 20X22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51-63-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動物學 

3.CST: 繪本 4.SHTB: 動物--3-6 歲幼

兒讀物  383.7  

農場的大腦 : 動物的情緒與知覺大

解密 / 瑟巴斯欽.莫羅(Sébastien Moro)

作 ; 萊拉.貝納比(Layla Benabid)繪 ; 

林凱雄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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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37-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動物心理學 

3.CST: 漫畫  383.7  

昆蟲島 / 香川照之作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658-887-7 (第 5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繪本  387.7  

環境衛生害蟲防治 / 王凱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5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有害生物防制  

387.7  

219 隻螳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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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2-9676-8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螳螂 2.CST: 通俗作品  

387.748  

神祕甲蟲 / 許增巧著.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26 公分 .-- (小小公民

科 學 家 ) .-- ISBN 978-957-08-6465-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甲蟲 2.CST: 繪本  387.785  

*IAPLC 2021 世界水草造景大賽 輕

鬆養好招財蛙 = Water plants layout & 

horned frog / Aqua Net 編著 ; Aqua Net, 

Pisces, 周旭明, 王宣凱攝影 .-- 初版 .-

- 臺北市 : 展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翊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67-7-2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蛙 2.CST: 動物圖鑑 3.CST: 水

生植物 4.CST: 水景  388.691  

超好玩!互動知識書 : 驚奇恐龍世界 / 

賽西樂.裘格拉作 ; 迪迪耶.巴力席維

繪 ;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3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

274-603-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8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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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媽媽回來 : 皇帝企鵝的南極生態

奇觀 / 吉安娜.馬里諾( Gianna Marino)

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發行 , 11109 .-- 48 面 ; 

23X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6240-4-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企鵝 2.CST: 通俗作品  

388.898  

刺蝟的飼養法 / 大野瑞繪著 ; 彭春美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3 公分 .-

- (動物星球 ; 24) .-- ISBN 978-957-686-

83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刺蝟 2.CST: 寵物飼養  

389.42  

約定 = Commitment to the bats / 林孟

葳繪圖 ; 林孟葳, 邱筱雯, 徐昭龍, 陳

幼君文字 .-- 臺北市 : 台北市蝙蝠保

育學會,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44-0-7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蝙蝠 2.CST: 野生動物保育 

3.CST: 繪本 4.CST: 嘉義縣東石鄉  

389.44  

蜜袋鼯與飛鼠的飼養法 / 大野瑞繪

著 ; 賴純如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

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動物星球 ; 23) .-- ISBN 

978-957-686-838-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鼠 2.CST: 寵物飼養  389.62  

人類學 

基 礎 解 剖 學  : 生 理 與 動 作 解 析  / 

Glauco Ambrosi, Dario Cantino, Paolo 

Castano, Silvia Correr, Loredana D'Este, 

Rosario F. Donato, Giuseppe Familiari, 

Francesco Fornai, Massimo Gulisano, 

Annalisa Iannello, Ludovico Magaudda, 

Maria F. Marcello, Alberto M. Martelli, 

Paolo Pacini, Mario Rende, Pellegrino 

Rossi, Chiarella Sforza, Carlo Tacchetti, 

Roberto Toni, Giovanni Zummo 原著 ; 

廖誼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

書出版社, 11109 .-- 6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8-469-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394  

超好玩!互動知識書 : 人體大發現 / 

穆里埃.居榭作 ; 迪迪耶.巴力席維繪 ; 

丘芝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3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606-

6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2.CST: 通俗作品  

397  

我的好朋友 / 謝宜珊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服務學習發展中

心, 11107 .-- 29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896-9-5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青春期 2.CST: 月經 3.CST: 衛

生教育  397.13  

媽媽送給青春期女兒的書 : 長大之

前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 田萍編著 ; 郭

亞純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6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青春期 2.CST: 婦女健康 

3.CST: 青少年心理  397.13  

媽媽送給青春期兒子的書 : 這世界

很複雜但你要很善良 / 閨晗編著 ; 郭

亞純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6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青春期 2.CST: 青年期生理 

3.CST: 青少年心理  397.13  

運動生理學 / 林正常著 .-- 修訂五

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1109 .-- 2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96-899-2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運動生理學  397.3  

重新連結你的大腦 : 鍛鍊自己更強

大、更聰明、更健康 / 約翰.B.雅頓

(John B. Arden)著 ; 黃延峰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4-18-

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神經生理學 2.CST: 腦部 

3.CST: 健康法  398.2  

臨床生化學 / 方偉宏, 吳文陞, 姜泰安、

黃暉升, 廖芳足, 王秋惠, 黃蕙君, 江

蕙玲, 陳清俊, 林詠峯, 陳媛孃, 歐月

星, 徐慧雯, 李素珍, 林明政合著 .-- 三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891-0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生物化學  399  

應用科學類 

醫藥 

家庭醫學 = Family medicine / 台灣家

庭醫學醫學會編 .-- 第五版 .-- 臺北

市 : 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11107 .-- 

61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88600-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家庭醫學 2.CST: 醫學教育  

410  

民生故事館的故事 / 鄭宏銘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90-7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醫師 2.CST: 臺灣傳記  

410.9933  

心靈整頓終極大全 / Tokio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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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 ISBN 

978-957-741-571-4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壓力 3.CST: 自

主神經  411.1  

史丹佛大學最高修復力 : 國際頂尖

運動員在實踐的最高身體修復術,調

整自律神經、打造不容易受傷、不

疲勞的身心最佳狀態 / 山田知生著 ; 

李貞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69) .-- ISBN 

978-986-398-791-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疲勞  411.1  

抗老!!免疫最給力 / 楊崑德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健康世界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健康世界

叢書 ; 248) .-- ISBN 978-986-98286-6-6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免疫力  411.1  

健康沒有速成班 / 謝安民作 .-- 臺北

市  :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836-4-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保健常識 2.CST: 健康法  

411.1  

呼吸原力 : 釋放傷痛、激發創造力、

提升自我價值感,最原始也最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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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 麗貝卡.丹尼斯(Rebecca Dennis)

著 ; 張毓如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320 面; 21 公分 .-- (健康人生 ; 211) .-

- ISBN 978-626-95865-8-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呼吸法 2.CST: 健康法  

411.12  

瑜伽提斯損傷修復全書 : 唐幼馨教

你如何正確與肌、筋、骨對話,好好

伸展、調整到位,徹底解決駝背、脊

椎側彎、骨盆前傾、肩頸痠痛、媽

媽手、關節疼痛、過勞、憂鬱、壓

力、失眠等 55 個陳年問題 / 唐幼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006-1-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運動健康  

411.15  

超實踐!大腦意識訓練 : 科學式冥想

打開你的潛能開關,戰勝煩惱、提升

自信&適應力! / 加藤俊德著 ; 曹茹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29-415-8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健腦法  411.19  

生酮 3.0.為什麼我要肉食生酮? : 少

病減脂更有效!PRO 級的生酮教練帶

你一起生酮再進級 / 陳世修(Martyn)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 (健康 smile ; 87) .-- ISBN 978-986-

5496-92-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減重 3.CST: 

肉類食譜  411.3  

全身重置 : 逆齡計畫 / 史蒂芬.佩林

(Stephen Perrine), 海蒂 .斯科爾尼克

(Heidi Skolnik)合著 ; 郭珍琪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飲

食 ; 145) .-- ISBN 978-626-320-228-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減重  411.3  

保健食品學 / 陳師瑩, 周志輝, 黃進發, 

林士民, 湯雅理, 陳惠英, 高尚德, 王

玟玲, 楊山明合著 .-- 八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93-4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食品  411.3  

新編臨床營養學 / 金惠民, 戰臨茜, 劉

凱莉, 黃淑俐, 楊雅嵐, 林晏如, 賴慧

珊, 黃孟娟, 曾美惠, 張惠萍合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888-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營養學  411.3  

營養學實驗 / 謝明哲, 邱琬淳, 葉松鈴, 

張仙平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61-4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營養學 2.CST: 實驗 3.CST: 食

物  411.3  

騙人的防癌防失智地中海飲食 / 詹

智瑩著 .-- 臺北市 : 詹智瑩, 11107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39-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食物  411.3  

肌肉伸展完全手冊 / 劉奕辰, 劉育銓, 

彭柏皓作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

思唯爾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3-32-0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放鬆運動  

411.711  

*帕維爾正宗俄式壺鈴訓練手冊 : 蘇

聯特種部隊教官,海豹部隊與 CIA 特

聘專家,完整傳授用壺鈴就練到超級

強壯的戰鬥民族訓練法 / 帕維爾.塔

索 林 (Pavel Tsatsouline) 著  ; 王 啟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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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面; 26 公分 .-

- (Strength & conditioning ; 4) .-- ISBN 

978-626-7092-60-6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411.711  

最新好睡法則 : 史丹福睡眠醫學教

授親授,一夜好眠的科學解決方案 / 

拉斐爾.佩拉約(Rafael Pelayo)著 ; 潘

昱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139-4-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睡眠障礙症 

3.CST: 健康法  411.77  

學會好好睡 : 我的失眠抗戰日誌 / 米

蘭達.里維(Miranda Levy)著 ; 朱怡康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23-4-4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失眠 3.CST: 健康

法  411.77  

低碳水瘦身公式 : 最正確又美味的

120 道低碳菜單,4 週就能讓你成功減

重 / 李瑞慶作 ; 魏汝安翻譯 .-- 初版 .-

- 桃 園 市  : 橙 實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04 面; 24 公分 .-- (Orange 

taste ; 22) .-- ISBN 978-626-96112-6-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食譜  411.94  

要瘦,就健康瘦一輩子 / 高敏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108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37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飲食  

411.94  

體重控制 / 蕭蓉禎, 廖奕萍, 林佩珊, 

高而仕, 楊淑娥合著 .-- 四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89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體重控制 2.CST: 減重  

411.94  

Codex 營養標示指引與台灣及美國

相關法規之比較 / 江易原, 苑奕琝, 梁

暄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民國

軟體自由協會, 11107 .-- 140 面; 30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

92929-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食品衛生管

理 3.CST: 食品衛生法規  412.25  

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 / 陳樹功, 葉彥

宏, 黃登福, 施養志, 林錫斌, 廖萱蓉, 

呂雅蕙, 蔡永祥, 謝宥諒, 林仲聖, 周

薰修, 陳石松, 黃書政, 謝承紘, 黃鈺

茹, 簡希文, 林欣榮合著 .-- 七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881-1 (精裝) NT$575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食品衛生管

理  412.25  

流行病學 / 劉明德, 馮兆康, 魏美珠, 

薛夙君, 謝芳宜, 謝宜蓁, 王亮懿, 黃

淑倫, 鄭雅愛, 陳怡樺, 金傳春, 詹大

千, 李昌駿, 溫在弘, 楊秋月, 沈志陽, 

楊浩然合著 .-- 六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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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362-884-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流行病學  412.4  

防疫的科學 : 科學的防疫 = Science & 

epidemic prevention / 謝安民著 .-- 臺北

市  :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836-5-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2.CST: 病毒

感染 3.CST: 疫苗  412.471  

預防醫學 = Preventive medicine / 李純

瑩, 林文元, 林名男, 孫文榮, 張賢政, 

陳曾基, 黃國晉, 楊宜青, 顏啟華編輯

委員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臺灣家庭

醫學醫學會, 11107 .-- 8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343-0-9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預防醫學  412.5  

善用中高齡及高齡員工活化企業人

力資源 = Study on activatio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manpower / 高慧珠, 許

雲翔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 

11107 .-- 1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78-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勞工就業 2.CST: 高齡勞工  

412.53  

以偏最小平方法結構方程模型建構

勞工工作環境滿意度模式 / 董怡靜, 

蕭景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

書有限公司, 11107 .-- 56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86-378-351-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職業衛生 2.CST: 勞工調查 

3.CST: 製造業  412.78  

生命史學 : 從醫療看中國歷史 / 李建

民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50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9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醫史  413.09  

節號本黃帝內經  / 莊宏達編 .-- 二

版 .-- 臺中市 : 莊宏達, 11108 .-- 41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395-

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內經 2.CST: 中醫典籍  

413.11  

儒門事親點校 / (金)張從正原著 ; 余

瀛鰲, 林菁, 田思勝編選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 491 面; 21 公分 .-- (中醫經典古籍 ; 

1) .-- ISBN 978-986-346-386-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儒門事親 2.CST: 中醫典籍 

3.CST: 臨床醫學  413.2  

中醫脈證治方 / 劉光遠, 劉偉, 劉穎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9 .-- 589 面; 21 公分 .-- 

(中醫保健站 ; 114) .-- ISBN 978-986-

346-387-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脈診 2.CST: 辨證論治 3.CST: 

中醫診斷學  413.2441  

張步桃治腫瘤 : 現代中醫第一聖手

如何用中藥醫治腫瘤 / 張書陸, 張閎

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9 .-- 304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 ; 

75) .-- ISBN 978-626-7065-69-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腫瘤 2.CST: 中醫治療學  

413.37  

穴位按摩對症療法 / 曲黎敏, 陳震宇

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32-5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按摩 2.CST: 經穴  413.92  

改斜歸正 / 王唯任編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華 立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784-96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推拿  413.92  

韓式經絡按摩 / 鄭智恩著 ; 劉小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10-231-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按摩 2.CST: 經絡  413.92  

拉筋拍打神奇效果 / 吳世楠作 .-- 五

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33-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民俗療法 2.CST: 養生  

413.97  

老中醫的餐桌 : 對時養身 24 節氣的

時令食療書 / 武建設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風 和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383-9-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食療 3.CST: 養生 

4.CST: 食譜  413.98  

刮痧自療常見病 / 張秀勤作 .-- 新北

市  :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03-3-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刮痧  413.99  

健康養生從脊柱開始 : 中醫自然療

法治百病 / 張新成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品冠文化出版社, 11109 .-- 267

面; 21 公分 .-- (健康絕招 ; 10) .-- ISBN 

978-626-95538-3-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整脊 2.CST: 脊椎病 3.CST: 健

康法  413.99  

內科學 = Internal medicine / 台大內科

醫師合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力大圖

書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96000-1-4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內科  415  

從數據到臨床  : 醫學研究入門  = 

From data to clinical : an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research / 王紹全, 王勁傑, 王

秀英, 白宜巧, 馬聖凱, 高碩彥, 黃新

心, 陳治維, 曹傑漢作 ; 魏正宗總編

輯 .-- 臺北市 :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17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000-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臨床醫學 2.CST: 臨床試驗醫

學 3.CST: 研究方法  415  

身體檢查與評估指引 / 陳翠芳, 林靜

幸, 周碧玲, 藍菊梅, 徐惠禎, 陳瑞娥, 

謝春滿, 李婉萍, 吳仙妮, 吳書雅, 方

莉, 陳玉雲, 孫凡軻, 李業英, 蔡家梅, 

曹英, 黃惠滿, 王采芷作 .-- 第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5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4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康檢查 2.CST: 檢驗醫學  

415.21  

*肺癌的預防與治療 : 亞洲肺癌手術

權威陳晉興醫師肺癌保健全書 / 陳

晉興, 梁惠雯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健康生活 ; BGH204) .-

- ISBN 978-986-525-715-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肺癌 2.CST: 預防醫學 3.CST: 

保健常識  415.4682  

與肺癌共處 : 賴俊良醫師的肺癌照

護故事 / 賴俊良主述 ; 凃心怡撰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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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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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悅讀健康系列 ; HD3180) .-

- ISBN 978-626-96220-6-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肺癌  415.4682  

吞嚥障礙評估與治療 =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swallowing disorders / 王亭

貴, 盛華, 邱銘章, 薛學文, 柯政郁, 林

鈞鴻, 楊宗霖, 王麒, 陳俊男, 陳贈成, 

林玫君, 吳建陞, 許秉寧, 曾文萱, 蕭

自佑, 沈麗娟, 王瑋婷, 蕭名彥, 陳冠

誠, 傅之頻, 簡寧, 陳若瑀, 張允中, 張

綺芬, 蕭麗君, 陳貞佑, 陳珮蓉, 陳慧

君, 林育伃, 柯美如, 王雪珮, 黃淑敏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47-190-4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吞嚥困難  415.51  

(跨科解密)胃食道逆流修復全書 : 美

國權威醫師 12 年實證,兩大飲食階段

X75 道低酸飲食,14 天終結各種逆流

症狀 / 潔米.考夫(Jamie Koufman), 喬

丹 .斯特恩 (Jordan Stern), 馬克 .鮑爾

(Marc Bauer)作 ; 陳莉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

樹系列 ; 172) .-- ISBN 978-986-507-

940-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食道逆流性疾病 2.CST: 食療  

415.516  

低酸.食療.護胃聖經 / 強納森.亞維

(Jonathan Aviv)著 ; 駱香潔譯 .-- 增訂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9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73-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道逆流性疾病 2.CST: 食療  

415.516  

腸道.腸道菌與人體免疫 : 餵飽你的

腸道菌,就能提高免疫力改善身心健

康 / 艾莫隆.邁爾(Emeran Mayer)著 ; 

周倩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45-

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腸道微生物 2.CST: 胃腸疾病 

3.CST: 健康法  415.55  

降血糖 這樣吃效果好 / 健康養生堂

編委會作 .-- 新北市 : 源樺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303-2-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糖尿病 2.CST: 食療 3.CST: 食

譜  415.668  

*尿沉渣鏡檢作業指引  / 蔡慧思主

編 .-- 二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

醫事檢驗學會, 11107 .-- 11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341-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尿液檢驗  415.807  

從中醫疾病史論小兒痿症 / 鄭玫, 周

立偉 , 林昭庚著 .-- 臺中市  : 鄭玫 , 

11107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23-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小兒麻痺症  415.93152  

梅門瑞蟲蟲 / 余欣妮, 林沛涵, 張祖兒, 

賴慈旻, 韓方熒文字 ; 賴慈旻繪圖 .-- 

初版 .-- 臺中市 : 亞洲大學護理學院, 

11107 .-- 24 面; 30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6395-0-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繪本  415.934  

最美的新娘 / 賴席瑩, 楊舒嫻文字 ; 

高非仝, 彭湘怡, 劉佳綺, 廖芸翌繪

圖 .-- 初版 .-- 臺中市 : 亞洲大學護理

學院, 11107 .-- 24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90030-9-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失智症 2.CST: 繪本  415.934  

爆走ㄚ伯! / 高羽婕, 陳維康, 洪雅淳, 

劉又嘉, 鄧詠心, 許鎔柏, 周俊良文字 ; 

高羽婕, 陳維康, 洪雅淳繪圖 .-- 初

版 .-- 臺中市 : 亞洲大學護理學院, 

11107 .-- 24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90030-8-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老年失智症 2.CST: 繪本  

415.9341  

與自律神經和諧共舞的兔子跳跳操 / 

宮腰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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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84-0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2.CST: 健

身操 3.CST: 健康法  415.943  

你的心,14 歲就能開始懂 : 憂鬱、社

恐、飲食障礙、強迫症等 11 種難以

言說的心事,精神科名醫為你撫平傷

痛 / 宮田雄吾著 ; 鄭寬量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701-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精神醫學 2.CST: 心理治療  

415.95  

瘋人說 / 穆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77-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精神疾病 2.CST: 心理治療 

3.CST: 通俗作品  415.98  

我陪兒子走出憂鬱症 : 一位母親陪

伴兒子抗鬱成功的感動全紀錄 / 艾

曼達.普若茲(Amanda Prowse), 喬希亞.

哈特利(Josiah Hartley)著 ; 陳佳伶譯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32 面; 21 公分 .-- (Mindmap ; 

246) .-- ISBN 978-957-658-907-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哈特利(Hartley, Josiah) 2.CST: 

普若茲(Prowse, Amanda) 3.CST: 憂鬱

症 4.CST: 通俗作品  415.985  

是時候,放手讓你飛 / 蔡昭偉(蔡傑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730-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閉症 2.CST: 特殊教育 

3.CST: 親職教育  415.988  

我的強迫症 : 腦海裡無法停止的執

著與威脅,排山倒海 / 陳俞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32) .-- ISBN 978-986-406-

313-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強迫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91  

麻醉護理臨床實務 / Sass Elisha, John 

J. Nagelhout, Jeremy S. Heiner 作 ; 方郁

嵐, 李嘉純, 洪心慈, 許雅惠, 陳玫君, 

黃惠瑩, 楊雅雯翻譯 .-- 1 版 .-- 臺北

市 :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 11109 .-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093-3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麻醉學 2.CST: 專科護理師  

416.5  

給肩痛者的全方位修復指南 / 卡爾.

克諾夫(Karl Knopf)著 ; 賴孟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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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樹 ; 173) .-- ISBN 978-986-507-

958-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肩部 2.CST: 健康法  416.613  

脊椎防治祕笈 / 葉鷹作 .-- 增修一

版 .-- 臺南市 : 葉三郎, 11108 .-- 23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01-0337-

8 (平裝) NT$799 .-- ISBN 978-626-01-

0338-5 (精裝) NT$999 普遍級  

1.CST: 脊椎病 2.CST: 健康法  

416.616  

脊椎狹窄最強治療法 : 20 位日本名

醫解答 150 個關於脊椎狹窄的常見

問題 / 菊地臣一等 20 位日本名醫合

著 ; 王薇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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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20-7-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脊椎病 2.CST: 問題集  

416.616022  

鄭丞傑醫師的婦科診療室 / 鄭丞傑

著 .-- 修訂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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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208 面; 21 公分 .-- (Dr.Me 系列 ; 

HD0162X) .-- ISBN 978-626-96220-8-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婦科 2.CST: 婦女健康  417.1  

父產科 : 孩子的健康不能只靠卵子!

男性生殖醫學重磅登場 / 雷內.阿爾

梅林(Rene Almeling)作 ; 鍾玉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1 公

分 .-- (next) .-- ISBN 978-626-335-737-

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生殖醫學 2.CST: 男性  

417.126  

抗癌瑜伽全圖解 / 大野真司等著 ; 劉

格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12 面; 

21 公分 .-- (健康力) .-- ISBN 978-957-

08-643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瑜伽 3.CST: 健康

法  417.8  

奇蹟抗癌飲食法 : 八原則抑制癌細

胞、增強免疫力,連晚期癌也能順利

康復 / 濟陽高穗作 ; 陳政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

康 ; B501) .-- ISBN 978-626-7172-03-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食療  417.8  

醫藥產業年鑑 . 2022 = Yearbook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2022 / 林建邦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出版 : 經濟部技

術處發行, 11108 .-- 25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6123-66-5 ( 平 裝 ) 

NT$6500 普遍級  

1.CST: 製藥業 2.CST: 年鑑  

418.61058  

毒藥手帖 / 澀澤龍彥作 ; 蔡麗蓉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6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毒理學 2.CST: 通俗史話  

418.8  

做個鹼性健康人 / 劉正才, 朱依柏, 鄒

金賢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

分 .-- (健康隨身書 ; 4) .-- ISBN 978-

957-686-83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食療 2.CST: 健康飲食  

418.91  

養生瘦身保健茶  / 簡芝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健康

隨身書 ; 5) .-- ISBN 978-957-686-840-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食療 2.CST: 茶食譜  418.915  

基 礎 輔 具 評 估 與 實 務 應 用  = 

Fundamentals in assistive technology : 

needs assessm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 李淑貞, 楊忠一, 包韻宜, 

陳家緯, 施啟明, 紀彣宙, 張瑞昆, 黃

劭瑋, 沈世莊, 陳坤鍾, 洪友誠, 張嘉

純, 林中竹, 蔡孟儒, 林克寰, 彭淑青, 

宋有礪, 陳坤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1107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72-9-4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科技輔具 2.CST: 醫療服務  

418.935  

音波療癒人體能量場調諧法 / 艾琳.

黛.麥庫希克作 ; 廖世德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66-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音樂治療 2.CST: 心理治療法 

3.CST: 聲波  418.986  

巴赫花精針灸法  / 黛博拉 .克萊頓

(Deborah Craydon), 華 倫 . 貝 洛 斯

(Warren Bellows)著 ; 舒子宸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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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69-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然療法 2.CST: 芳香療法 

3.CST: 針灸  418.995  

你不可不知的另類健康法 / 劉大元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1-277-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另類療法 2.CST: 健康法  

418.995  

相映,植物身心對症芳療全書 / Y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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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39-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魔法薰香  / 艾美 .布雷克索恩(Amy 

Blackthorn)著 ; 謝明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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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41-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急診人文 3.0 : 含經營管理與教育訓

練 / 胡勝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

名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4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7-05-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急診醫

學  419.29  

*一群人,讓這裡更美好 : 雲林改變臺

大,臺大守護健康 / 朱乙真, 林惠君, 

陳建豪, 黃星若, 黃筱珮, 黃筱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96 面; 23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36) .-- ISBN 

978-986-525-701-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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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雲林分院 2.CST: 醫療服務 3.CST: 

文集  419.333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院慶 50 紀念特

刊 /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1107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50-5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419.333  

圖文視覺醫療資訊互動設計之研究 : 

健康識能傳播媒材運用探討 / 尚祚

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3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39-4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健康照護體系 2.CST: 衛生教

育 3.CST: 訊息設計  419.5  

新編護理學導論 / 楊慕慈, 李彩歆, 方

郁文, 吳麗芬, 歐祝君, 傅玲, 唐紀絜, 

詹美蘭, 李欣慈, 陳萩憶, 陳淑姬, 謝

家如, 邱馨誼, 曾月霞, 黃惠美, 林素

戎合著 .-- 十一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62-889-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護理學  419.6  

模擬情境教學在護理教育的應用  : 

以內外科與急症護理為例 / 趙莉芬, 

張靜宜作 .-- 初版 .-- 桃園縣龜山鄉 :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 

11107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259-4-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護理教育 2.CST: 情境教育 

3.CST: 教學法  419.63  

帶你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 小專科護

理師的奇妙旅程 / 梅襔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四 塊 玉 文 創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96-15-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專科護理師 2.CST: 通俗作品  

419.8  

圖解內科護理學 / 周心如, 方宜珊, 黃

國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60-7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內外科護理  419.82  

家政 

全方位軟裝師指南 / 陳格秀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65) .-- ISBN 

978-626-7065-68-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室內設計 

3.CST: 空間設計  422.5  

收納設計大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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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08 面; 23 公分 .-

- (Solution ; 140) .-- ISBN 978-986-408-

840-9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空間設計  

422.5  

從零開始打造「北歐風格的家」  : 

來自北歐現場的質感生活,輕裝潢佈

置設計,讓家與人一同成長 / 張顥璇

(凱西)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233-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室內設計 

3.CST: 空間設計  422.5  

理科先生的整理術 / Komaki Kubo 著 ; 

李璦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

版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

分 .-- (Tutan ; 148) .-- ISBN 978-986-

179-762-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生活指導  

422.5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

精 華 集 . 110 學 年 度  = Shih Chi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collections of bachelor thesis. 22 

/ 王泓羽, 王宣云, 朱正淮, 何宜倫, 何

昀蓁, 吳依潔, 吳亭萱, 李婕羽, 林艾

晨, 邱子芹, 邱珮玄, 邱琪雯, 洪邦郡, 

洪嘉昀, 胡書萍, 馬郁芳, 張沛涒, 張

欣蕾, 張煒如, 陳俞靜, 陳奕廷, 陳晨

沂, 陳筠喬, 陳櫻子, 黃歆淇, 黃慧美, 

黃馨, 楊卓睿, 歐德瑄, 鄧荃, 賴忞謙, 

韓英勳, 嚴婉甄, 蘇良昕, 蘇耘誼編

輯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

系所, 11107 .-- 4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29-43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服裝設計 2.CST: 文集  

423.207  

中國妝容之美 / 李芽, 陳詩宇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54-7-

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女性 2.CST: 化妝術 3.CST: 文

化研究 4.CST: 中國  425.4  

10 個魔法語句,1 分鐘使姿勢變更美! 

/ 大橋 SHIN 作 ; 黃筱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63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49-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姿勢 2.CST: 儀容 3.CST: 生活

指導  425.8  

初學者的自然系花草刺繡(全圖解) : 

22 種從基礎到應用針法,繡出平面&

立體的美麗花卉作品 / 張美娜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109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574-9-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刺繡 2.CST: 手工藝  426.2  

紙藤帶好好玩!零基礎手編 2~5cm 迷

你可愛小籃子 / nikomaki*著 ; 彭小玲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Elegant-

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64 面; 26 公

分 .-- (趣.手藝 ; 112) .-- ISBN 978-957-

9623-89-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工藝  426.4  

達人的生活手作包 / [藝風堂出版社]

編輯部編企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

堂出版社,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772-4-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手提袋 2.CST: 手工藝  426.7  

燦夏之美,沁涼舒心的渡假風拼布特

集 / BOUTIQUE-SHA 授權 ; 林麗秀, 

彭小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12 面; 

30 公分 .-- (Patchwork 拼布教室 ; 27) .-

- ISBN 978-986-302-637-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拼出創意 : 最能激發孩子創造力的

親子手作書 / 許穎榛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5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43-109-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玩具 2.CST: 手工藝  426.78  

食 托 邦 Sitopia / 卡 洛 琳 . 史 提 爾

(Carolyn Steel)著 ; 周沛郁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漫遊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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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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80-0-

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食物 2.CST: 飲食 3.CST: 食品

工業  427  

零廢棄大廚 / 安妮-瑪莉.博諾(Anne-

Marie Bonneau)作 ; 李家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知田出版, 福智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0X20

公分 .-- (Know how ; 2) .-- ISBN 978-

626-95778-2-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食物 2.CST: 烹飪 3.CST: 永續

發展  427  

0 基礎也會煮 : 步驟簡單.圖解清晰.

看了就會的 1 人份好味料理 / 奧斯卡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 , 

111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1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427.1  

100 道常備調理包快速上桌 : 一包一

餐 X 多樣組合即食調理包,讓您隨時

上菜、吃到美味又安心! / 許志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4-193-3 ( 平 裝 ) 

NT$588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太感謝了!有電鍋就會煮♡ : 小廚娘

邱韻文一鍵搞定 80+零失敗料理,人

氣家常菜、低脂雞胸肉、營養蛋料

理、高纖健康蔬食、在家的元氣早

餐、清爽快手海鮮 / 邱韻文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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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54-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高蛋白 x 低碳水 : 101 道永遠胖不了

的美味食譜 / Mini 朴祉禹作 ; 陳靖婷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1-797-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食譜 2.CST: 減重  427.1  

裴社長廚房手記. 2 : 水手、記者、家

庭二三事 / 裴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0 面; 

25 公分 .-- (MO ; 22) .-- ISBN 978-626-

7054-79-6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上海家宴 / 程安琪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 11108 .-- 

168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61-0-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中國  

427.1121/201  

天然酵母免揉麵包 : 6 天養出專業級

「酸種」,新手也能烘培出健康麥香

好味道 / 真藤舞衣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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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7-47-3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卡哇伊造型蛋黃酥 : 小資創業最讚、

在家接單必會、節慶送禮首選的中

式烘焙點心 / 王美姬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朱 雀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128 面; 24 公分 .-- (Cook ; 

50223) .-- ISBN 978-626-7064-23-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四季甜點 : 讓做點心成為生活裡的

儀式感 / 胡涓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采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46-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在家複製專業美味!頂流甜點師的極

簡輕時尚甜點 37 道 / ムラヨシマサ

ユキ著 ; 徐瑜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

411-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法國藍帶麵包聖經 / 法國藍帶廚藝

學院作 ; 林惠敏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320 面; 28 公分 .-- (Le cordon bleu) .-

- ISBN 978-986-06369-8-7 ( 精 裝 ) 

NT$199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柳川や吐司!隔夜酵種的繁盛經典 : 

排隊名店艾力克師傅帶你一起變化

30 種意想不到的新口味 / 艾力克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109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37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純植甜點素學研究室 / 山口道子作 ;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572-6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素食食譜  

427.16  

蛋糕烘焙成功祕訣 / 黎國雄作 .-- 新

北市 :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03-1-8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烹飪  

427.16  

愛上甜食 : 日本百年名店經典不敗

甜點 / 渡邊明日香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168 面; 26 公分 .-- (烘焙生活 ; 46) .-

- ISBN 978-957-9065-65-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韓國甜點裝飾首席名師 Congmom 精

選!42 款鮮奶油擠花蛋糕 : 解鎖 3 種

鮮奶油霜+4 種淋面甘納許+4 種蛋糕

體黃金配方與技法,加贈 9 款 DIY 圖

紋刮片 / Congmom 鄭賀蠕著 ; 賴姵瑜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8 .-- 232 面; 26 公

分 .-- (Cook50 ; 222) .-- ISBN 978-626-

7064-22-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觸動視覺 x 味蕾 : 舌尖上藝術甜點

3D 果凍花(含果凍花師認證) / 陳暳陵, 

朱秋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068-6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職人海鮮的料理撇步 : 海鮮調理實

務,你一定要會的美味招數! / 戴德和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84 面; 26 公分 .-

- (Cooking ; 14) .-- ISBN 978-986-5481-

3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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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海鮮食譜 2.CST: 烹飪  

427.25  

植化素蔬菜大全 : 這樣煮才對!解開

超級食物關鍵密碼、擺脫烹調雷區

的 288 道食譜,發揮營養最大值 / 石

原結實, 牧野直子著 ; 林姿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42-3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蔬菜食譜 2.CST: 健康飲食  

427.3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教戰指南 / 王俊勝, 蔡明燕, 黃秋蓉, 

鄭昭雲, 黃雅娥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56-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麵食食譜 2.CST: 點心食譜 

3.CST: 考試指南  427.38  

(升科大四技)飲料實務完全攻略 / 畢

瑩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7-203-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飲料 2.CST: 調酒  427.4  

鮮榨,營養師私藏的健康蔬果汁全配

方 / 李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

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94-9-5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果菜汁 2.CST: 健康法  427.4  

深夜食堂切滷味吃 / 劉政良, 楊華志, 

李哲松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

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

626-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調味品 2.CST: 食譜  427.61  

職人級手作極品果醬(技法全圖解) : 

運用在地四季水果,酸爽滋味搭配香

甜果實,設計出 40 款手工果醬+54 種

絕讚吃法,可搭配吐司直接吃、做成

創意料理、製成甜品,突破新極限! / 

施佳伶(Linda)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

553-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果醬 2.CST: 食譜  427.61  

是我決定要到媽媽肚子裡的 : 神奇

的胎內記憶,療癒父母與孩子的心 / 

池川明作 ; 涂祐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60

面; 21 公分 .-- (婦幼館 ; 175) .-- ISBN 

978-626-7172-02-5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育兒 2.CST: 懷孕  428  

帶寶寶一起過木育生活 / 東京玩具

美術館, 林淑珍, 呂素美文 ; 郭孚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和誼創新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08-1-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育兒  428  

ㄋㄟㄋㄟ / 阮懷馨文 ; 丞雙圖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151-89-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母乳哺育 2.CST: 育兒 3.CST: 

繪本  428.3  

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 李宜樺, 嚴金

恩, 廖瑞華, 王昭文, 陳珮茹, 楊蕙萍, 

駱明潔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86-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小兒營養 2.CST: 食譜  428.3  

小羽,你好棒! / 羅寶鴻文 ; 尤淑瑜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6 公分 .-- (羅寶鴻安定教養繪本 ; 

3)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736-

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

讀物  428.8  

晴晴,不可以! / 羅寶鴻文 ; 李小逸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26 公分 .-- (羅寶鴻安定教養繪本 ; 

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735-

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

讀物  428.8  

家庭醫師臨床手冊 / 王森德, 何清幼, 

李純瑩, 陳仲達, 陳志道, 許碧珊, 楊

宜青, 詹其峰, 劉秋松, 劉瑞瑤編輯委

員 .-- 第五版 .-- 臺北市 : 臺灣家庭醫

學醫學會, 11107 .-- 8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343-1-6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家庭醫學 2.CST: 手冊  

429.026  

*好孕,做自己 : 從懷孕到生產,烏烏

醫師寫給你的快樂孕期指南 / 烏烏

醫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

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8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分娩 3.CST: 產前

照護  429.12  

好孕連連 : 備孕、養胎、坐月子,中

醫調理照護全書  / 陳潮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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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8-23-2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妊娠 3.CST: 婦女

健康 4.CST: 中醫  429.12  

準媽媽的孕期宮內事 : 孕前準備 X

孕期祕辛 X 生產過程 X 產後護理,跟

隨醫師來一趟 280 天的生命旅程 / 京

虎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1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77-7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分娩 3.CST: 產前

照護 4.CST: 產後照護  429.12  

懷孕養胎要吃對食物 / 李婉萍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31-8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健康飲食 3.CST: 

婦女健康  429.12  

在宅醫療實踐手冊 / 市橋亮一, 紅谷

浩之, 竹之內盛志編著 ; 鍾焜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7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居家照護服務 2.CST: 長期照

護 3.CST: 醫療服務  429.5  

農業 

有機農產品經營者 CSR 服務提案指

南 / 湯雅雯, 曹錦鳳, 姚芮安編輯 .--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學/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有機農業推動中心, 1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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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57-

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有機農業 2.CST: 企業社會學 

3.CST: 企劃書  430.13  

農林漁牧業普查報告初步綜合報告

摘要. 109 年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06 .-- 

8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1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業統計 2.CST: 漁業統計 

3.CST: 林業統計 4.CST: 普查  

430.2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年報. 110 年度 / 蔡本原, 曾康綺, 昌

佳致, 郭雅紋, 詹庭筑執行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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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0-

88-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

業改良場 2.CST: 農業推廣 3.CST: 臺

灣  430.39  

陽台種菜樂趣多 / 主婦之友社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29-5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蔬菜 2.CST: 香料作物 3.CST: 

栽培  435.2  

日常花事圖鑑 : 常見 200 種花卉,從

選擇、知識到花語的療癒系手帖  / 

宇田川佳子作 ; 林安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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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56 面; 18 公分 .-- (Sasugas ; KJ2068) .-

- ISBN 978-986-289-744-7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花卉 2.CST: 植物圖鑑  

435.4025  

一年四季種多肉植物 / 二木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28-8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仙人掌目 2.CST: 園藝學  

435.48  

多肉植物要這樣玩  / 二木作 .-- 四

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25-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仙人掌目 2.CST: 園藝學  

435.48  

24 小時大發現 : 勇闖熱帶雨林 / 藍.

庫克(Lan Cook)作 ; 史黛西 .湯瑪斯

(Stacey Thomas)繪 ; 江坤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32-9678-2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森林生態學 2.CST: 熱帶雨林 

3.CST: 生物多樣性 4.CST: 通俗作品  

436.12  

熱帶雨林 : 多樣、美麗而稀少的熱

帶生命 / 約瑟夫.萊希霍夫(Josef H. 

Reichholf)著 ; 約翰‧.布蘭德史岱特

(Johann Brandstetter)繪 ; 鐘寶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

66-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森林生態學 2.CST: 熱帶雨林 

3.CST: 生物多樣性  436.12  

野生動物內科速覽 / Lance Jepson 作 ; 

陳柔文, 彭筠文, 潘世瑩, 賴昱璋, 謝

雅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

唯爾有限公司, 11108 .-- 6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93-3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獸醫學 2.CST: 野生動物  

437.2  

寵 物 星 球 頻 道 寵 物 名 人 誌  = Pet 

planet network people / 王鼎琪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71-942-8 (平裝) NT$139 普遍級  

1.CST: 寵物飼養  437.3  

5 色鮮食養出健康亮麗毛小孩 / 俵森

朋子作 ; 徐承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01-

574-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3.CST: 食

譜  437.354  

看懂狗狗說什麼 / 蘿西.勞瑞(Rosie 

Lowry)著 ; 王秀毓, 黃詩涵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正向思維藝術有限公

司,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007-4-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犬訓練 2.CST: 動物行為  

437.354  

遇見 101 隻世界名犬 : 橫跨現實與虛

構的狗狗們,讓你看見牠們無窮的魅

力 / 小文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看懂一本通 ; 15) .-- ISBN 

978-626-320-222-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437.354  

別讓你的粗心害了貓 : 有害的食物、

植物、用品圖鑑 / 服部幸監修 ; 蔡婷

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575-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437.364  

漫畫動物趣味科普 : 養了貓,我就後

悔了 / 有毛 UMao 團隊編 ; 李小孩ㄦ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5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3.CST: 漫

畫  437.364  

貓咪這樣生活好幸福 / 茂木千惠, 荒

川真希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07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4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437.364  

地方產業與婦女風貌 / 何素花編著 .-

- 一 版  .-- 新 北 市  : 松 根 出 版 社 , 

111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2-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養蠶 2.CST: 草織 3.CST: 產業

發展 4.CST: 女性勞工 5.CST: 苗栗縣  

437.82  

高雄市水產養殖傳染病防治 / 馬丞

佑, 王亮鈞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1108 .-- 1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6-251-5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魚產養殖 2.CST: 動物病理學 

3.CST: 高雄市  438.51  

水產概論 / 邱萬敦, 陳朝清, 鄭文騰, 

蔡永祥, 黃清龍, 黃胤唐, 蔡志明, 李

家銘, 劉鐘麟合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83-5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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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水產業經營  438.6  

第一次養熱帶魚與水草 / 水谷尚義

監修 ; 彭春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動物星球 ; 22) .-- ISBN 

978-957-686-837-5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養魚 2.CST: 水生植物  

438.667  

工程 

技師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法令

彙編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著 .-

- 第 2 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11108 .-- 374 面; 21 公分 .-- 

(法規叢書 ; 55-1) .-- ISBN 978-626-

7162-19-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工程 2.CST: 法規  440.023  

CATIA 3D 機械設計寶典  / 葉建勳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1108 .-- 5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15-53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輔助設計 2.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40.029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實習 / 盧明智, 陳

政傳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10-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感測器  440.121  

漫畫結構力學入門  / 原口秀昭著 ; 

Sano Marina 繪 ; 賴庭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59-428-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結構力學 2.CST: 漫畫  

440.15  

鋼結構品質管制作業標準 / 中華民

國鋼結構協會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11107 .-- 

15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7857-4-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鋼 2.CST: 金屬材料 3.CST: 結

構工程 4.CST: 品質管制  440.363  

超簡單!Autodesk Fusion 360 最強設計

入門與實戰 / 邱聰倚, 姚家琦, 黃婷琪, 

吳綉華, 林玉琪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62-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程圖學 2.CST: 電腦軟體  

440.8029  

實 用 土 壤 力 學  = Soil mechanics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 蕭達鴻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

木工程系, 11107 .-- 17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231-2-9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土壤力學 2.CST: 個案研究  

441.12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年報. 110 年度 / 

呂岳霖, 劉昱彤, 謝宗興, 楊家睿執行

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 11107 .-- 12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38-14-4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441.3061  

員林神社歷史建築物修復工程工作

報告書 / 張義震計畫主持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11107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422-4 (平裝

附光碟片) NT$1500 普遍級  

1.CST: 神社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彰化縣員林

鎮  441.41  

彰化縣縣定古蹟鹿港鳳山寺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賴意升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7 .-- 6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73-77-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200 普遍級  

1.CST: 廟宇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彰化縣鹿港鎮  441.41  

歷史建築「東海大學衛理會館」修

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薛孟

琪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中市 : 東海

大學, 11107 .-- 3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48-11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臺中市  

441.411  

建 築 估 價  : 工 程 數 量 計 算 編  = 

Calculation method / 李健雄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641-

2 (平裝附光碟片) NT$45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工程估價  

441.523  

近零碳建築節能技術解說與應用指

南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108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15-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綠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441.577  

綠建築評估手冊 . 住宿類  = Green 

building evluation manual-residential 

building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編輯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 11112 .-- 11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8-13-7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綠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441.577  

綠建築評估手冊 . 基本型  =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manual-basic version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編輯 .-- 第四版 .-

- 新 北 市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11112 .-- 175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12-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綠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441.577  

彰化縣歷史建築員林育英國小校長

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邱建維計

畫主持 ; 孫仁鍵, 張家怡共同主持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8 .-- 7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80-

8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1250 普

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彰化縣  

441.595  

橋梁安全檢測 / 沈永年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54-5 ( 平 裝 ) 

NT$395 普遍級  

1.CST: 橋梁工程  441.8  

鐵路軌道設計與養護實務 / 温彩炎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297-232-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鐵路工程  442.52  

水利統計. 中華民國 110 年 = Statistic 

of water resources 2021 / 經濟部水利署

主計室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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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1108 .-- 2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28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水利工程 2.CST: 統計 3.CST: 

臺灣  443.6  

各直轄市、縣市重要水利統計指標

分析.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 經濟部水

利署主計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08 .-- 2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286-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水利工程 2.CST: 統計 3.CST: 

臺灣  443.6  

聽水說城市的故事 : 治水務本 永續

桃園 / 劉振宇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

園市政府水務局出版 : 桃園市政府

發行, 11107 .-- 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2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443.682  

現代汽油噴射引擎 / 黃靖雄, 賴瑞海

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60-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汽車裝配 2.CST: 汽油引擎 

3.CST: 噴射引擎  446.3  

工業通風 / 洪銀忠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

25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空調工程  446.73  

冷凍空調工程 / 王家騏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國家出版社, 11108 .-- 

732 面; 21 公分 .-- (實用專技叢書 ; 

1) .-- ISBN 978-957-36-1604-7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冷凍 2.CST: 空調工程  

446.73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 黃

蓉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38-2 (平

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機件  446.87  

災難救援車大集合 / 小輪瀨護安文.

圖 ; 方美鈴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40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708-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車輛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交通--3-6 歲幼兒讀物  447  

汽車底盤實習 / 劉耀東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0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汽車工程 2.CST: 汽車底盤  

447.151  

電動車產業大未來 / 宣明智, 傅瑋瓊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772) .-- ISBN 

978-986-525-731-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電動車 2.CST: 產業發展  

447.21  

*前瞻交通工具概念設計創作技術報

告 = Perspective transportation concept 

design and creation technical reports / 林

志冠著 .-- 臺北市 : 桑格文化有限公

司, 11107 .-- 11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7214-45-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80 普遍級  

1.CST: 運輸工具 2.CST: 產品設計  

447.3  

極限挑戰 : 駕機環球 16 天全紀錄 / 

周德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出版事業網, 11107 .-- 2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62-28-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飛行員 2.CST: 飛機駕駛  

447.8  

能源應用與原動力廠 / 蘇燈城編著 .-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8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發電廠 2.CST: 電機工程  

448.13  

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 : 學科重點暨

題庫總整理 / 蕭盈璋, 張維漢, 林朝金

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6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力配送  448.37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完全攻

略 / 陸冠奇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20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子學  

448.6  

運算放大器電路賞析 / 林鐘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點設計有限公司, 

11109 .-- 10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729-1-6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電子學  448.6  

行動與無線通訊  / 顏春煌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24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無線電通訊 2.CST: 無線網路  

448.82  

射頻被動元件設計 / 翁敏航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1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無線電通訊 2.CST: 電路 

3.CST: 設計  448.82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年報. 110 年 = 

2021 Atomic Energy Council, Executive 

Yuan annual report / 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 11107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15-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CST: 

核子工程  449.058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漫畫建築物理環境入門 / 原口秀昭

著 ; Sano Marina 繪 ; 陳曄亭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429-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環境工程 2.CST: 漫畫  445  

都市更新公共利益 / 江中信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都市更新叢書 ; 

3) .-- ISBN 978-957-705-644-3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都市更新 2.CST: 都市計畫 

3.CST: 都市土地開發  445.1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 江中信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8 .-- 

456 面; 26 公分 .-- (都市更新叢書 ; 

1) .-- ISBN 978-957-705-642-9 (平裝) 

NT$7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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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都市更新 2.CST: 都市計畫 

3.CST: 土地法規  445.1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 江中信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8 .-- 

416 面; 26 公分 .-- (都市更新叢書 ; 

2) .-- ISBN 978-957-705-643-6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都市更新 2.CST: 都市計畫 

3.CST: 都市土地開發 4.CST: 法規  

445.1  

道別大鯨魚 : 後勁鄉親推動中油遷

廠紀實 / 黃石龍口述 ; 李侑珍, 藍舸

方採訪撰文 .-- 初版 .-- 高雄市 : 黃石

龍, 111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379-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社會運動 

3.CST: 高雄市楠梓區  445.9  

環境科學概論 : 原理與台灣環境 / 黃

家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122-5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環境科學  445.9  

窒息 : 空氣污染如何影響你?我們又

該怎麼辦? / 克里斯.伍德福特(Chris 

Woodford)著 ; 江鈺婷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3 公分 .-- (知的! ; 203) .-- 

ISBN 978-626-320-221-4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空氣汙染  445.92  

小小科學人 : 100 環保大發現 / 蘿絲.

霍爾(Rose Hall), 傑羅姆.馬丁(Jerome 

Martin), 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 

達蘭.斯托巴特(Darran Stobbart), 艾力

克斯 .弗斯(Alex Frith), 湯姆 .穆布雷

(Tom Mumbray), 艾迪 .雷諾斯 (Eddie 

Reynolds), 藍.庫克(Lan Cook), 馬修.奧

德漢(Matthew Oldham)文 ; 帕可.波羅

(Parko Polo), 多 明 尼 克 . 拜 隆

(Dominique Byron), 戴爾.坎德溫.莫瑞

(Dale Edwin Murray), 費德里柯.馬里

亞尼(Federico Mariani), 傑克.威廉斯

(Jake Williams), 奧利.霍夫(Ollie Hoff)

圖 ; 賴雅靜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5-702-6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環境科學 

3.CST: 通俗作品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 陳肅霖, 徐近平, 

蔡文騰, 劉佳玲, 徐永鑫, 黃湞鈺, 江

孟燦, 江淑華, 黃千純, 林志城, 鄭安

晴合著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882-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463  

飲食的香氣科學 : 從香味產生的原

理、萃取到食譜應用,認識讓料理更

美味的關鍵香氣與風味搭配 / 市村

真納, 橫田渉作 ; 周雨枏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836-2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2.CST: 烹飪  463  

我的葡萄酒生活提案 : 九週年不敗

經典暢銷!全新改訂增修 / 歐菲莉.奈

曼著 ; 劉永智, 葉姿伶, 聶汎勳, 陳定

鑫, 張彩純, 廖子萱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76 面; 24 公分 .-- (好日好食 ; 60) .-

- ISBN 978-957-658-908-9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2.CST: 品酒  463.814  

法國葡萄酒地圖  : 16 大葡萄酒產

區,85 張地圖,2600 年的釀酒史 / 朱爾.

高貝特潘(Jules Gaubert-Turpin), 亞德

里 安 . 碧 昂 奇 (Adrien Grant Smith 

Bianchi), 查理.加羅斯(Charlie Garros)

作 ; 劉永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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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33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38-2 (精裝) NT$108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2.CST: 酒業 3.CST: 法

國  463.814  

四季天然手工皂  : 30 多種天然素

材,24 款四季皂方,DIY 專屬你的日本

療癒系抗菌親膚皂 / Hono 作 ; 葉韋

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3 公分 .-- (風格生活 ; 26) .-- ISBN 

978-626-335-694-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肥皂  466.4  

調香 : 55 種天然香料萃取實作手記 / 

蔡錦文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

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4-19-0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香水 2.CST: 香精油  466.71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22 = Yearbook 

of applied biotechnology industry. 2022 / 

許毓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出版 : 經

濟部技術處發行, 111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23-65-8 (平裝) 

NT$5500 普遍級  

1.CST: 生物技術業 2.CST: 年鑑  

469.5058  

製造 

電腦選購、組裝與維護自己來 / 硬

角色工作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58-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硬體 2.CST: 電腦維修  

471.5  

Arduino 微電腦應用實習 : 含 AMA 先

進 微 控 制 器 應 用 認 證 中 級

(Fundamentals Level) : 使用 IPOE M3 / 

施士文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0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微電腦  471.516  

Verilog 硬體描述語言數位電路設計

實務 / 鄭信源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

市 : 儒林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9-988-

0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Verilog(電腦硬體描述語言) 

2.CST: 電腦結構  471.52  

畫出璀璨、列印夢想 : 從 3D 列印輕

鬆動手玩創意  : 使用 Tinkercad、

123D Design、Paint.NET 繪圖軟體 / 

郭永志, 張夫美, 黃昱睿, 黃秋錦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09-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印刷術  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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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各種營業 

與食品消費有關的 100 個關鍵數字. 

疫後行為篇 = 100 consumer behaviors 

in the new normal / 農食產業鏈研究團

隊編著 .-- 新竹市 : 財團法人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 11107 .-- 127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6110-38-2 (精裝) 

NT$5000 普遍級  

1.CST: 食品業 2.CST: 生活型態 

3.CST: 消費者行為 4.CST: 市場分析  

481  

茶視野 : 蒐羅北臺灣 100 個愛茶人 / 

李佩蓉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北市茶藝促進會 , 11109 .-- 277 面; 

18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14-0-

6 (精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茶藝 3.CST: 臺灣  

481.6  

華茶領航 : 45 位普洱達人的投資心

法 / 吳德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31-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茶藝 3.CST: 產業

發展  481.65  

與食品消費有關的 100 個關鍵數字. 

熱點產品篇 = 100 consumer behaviors 

regarding the next generation food 

product / 農食產業鏈研究團隊編著 .-

- 新竹市 :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 11107 .-- 11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6110-39-9 ( 精 裝 ) 

NT$500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消費行為 3.CST: 

消費者研究  483  

高科技產業與人工智慧分析 / 張順

教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23-9-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科技業 2.CST: 人工智慧 

3.CST: 產業發展  484  

金賓 3346AS 載重底盤車技術手冊 / 

簡百崧編撰 .-- 第二版 .-- 桃園市 : 金

賓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67-0-9 (平

裝) NT$2500 普遍級  

1.CST: 汽車業 2.CST: 手冊  

484.3026  

追劇商戰 : 解密 Netflix、迪士尼、蘋

果、華納、亞馬遜的串流市場瘋狂

爭霸 / 戴德.海耶斯(Dade Hayes), 彤恩.

施莫洛斯基(Dawn Chmielewski)著  ; 

周怡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商戰 ; 227) .-- ISBN 978-986-

134-431-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網飛(Netflix (Firm)) 2.CST: 網

路產業 3.CST: 傳播產業  484.67  

資訊硬體產業年鑑. 2022 / 魏傳虔, 陳

牧風, 黃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

究 所 出 版  : 經 濟 部 技 術 處 發 行 , 

11108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81-874-6 (平裝) NT$6000 普遍級  

1.CST: 電腦資訊業 2.CST: 年鑑  

484.67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2, 不銹鋼篇 / 

林建良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107 .-- 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91-1-3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鋼鐵工業 2.CST: 年鑑  

486.2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2, 鋼鐵篇 / 陳

建任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發行, 11107 .-- 8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06897-9-2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鋼鐵工業 2.CST: 年鑑  

486.2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2 / 簡佑庭, 陳

建任, 林建良, 薛伊琇, 劉修銘, 李志

賢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金

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107 .-- 383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06897-8-5 (平裝) 

NT$5000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業 2.CST: 年鑑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2, 銅金屬篇 / 

薛伊琇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107 .-- 7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91-3-7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業 2.CST: 年鑑 3.CST: 

銅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2, 鋁金屬篇 / 

簡佑庭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107 .-- 5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91-2-0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業 2.CST: 年鑑 3.CST: 

鋁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2, 鈦金屬篇 / 

劉修銘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107 .-- 6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91-4-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業 2.CST: 年鑑 3.CST: 

鈦  486.3058  

筆下有海 : 臨溪路上的出版實務課 / 

王勻柔, 王品勻, 王薇絜, 胡敬珽, 夏

蓉榕, 徐子涵, 殷子凌, 馬祐慧, 高阿

春, 高宣立, 高苡禎, 莊弘旭, 陳怡安, 

董姵彣, 蔡忻諭, 鍾易辰, 簡廷甫作 ; 

張晏瑞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出版可樂

吧叢刊 ; 1309B01) .-- ISBN 978-986-

478-713-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出版業 2.CST: 出版學 3.CST: 

文集  487.707  

*「臺灣家具」產學發展論壇. 2022. 

IV : 「座在府城」家具與城市 : 文化.

設計.理論與創作論文集 / 盧圓華主

編 .-- 高雄市 : 樹德科技大學橫山

USR 專案推動辦公室, 臺南家具產業

博物館, 11107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520-9-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家具 2.CST: 家具設計 3.CST: 

產業發展 4.CST: 文集  487.9107  

SPA&醫學美容產業經營與管理 : 美

容創業教戰守冊 / 靳千沛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8-252-0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美容業 2.CST: 創業  489.12  

如實,讓愛被理解!成為帶給生命幸福

感的動物溝通師  / 陳柔穎, 劉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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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75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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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408-838-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寵物飼養 2.CST: 動物心理學  

489.14  

(升科大四技)觀光餐旅業導論(歷年

試題+模擬考) / 高芬編著 .-- 第二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0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餐旅業 2.CST: 餐旅管理  

489.2  

商學 

如果要跨足電商,請再成立一家公司 

/ 岩井淳行著 ;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7-

200-2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企業經營  

490.29  

自己當跨境電商狂賺美金 : Shopify

全球開店一次到位 / 徐鵬飛, 王金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404 面; 23 公分 .-

- (DM ; 2255) .-- ISBN 978-626-7146-

43-9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網路產業 

3.CST: 商業管理  490.29  

區塊鏈生存指南 : 帶你用 Python 寫

出區塊鏈! / 李耕銘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

213-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電子貨幣  

490.29  

台灣百大品牌好物 / 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429-1-5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品牌行銷 

3.CST: 商品  490.9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5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9-0-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業  490.99  

完美投資組合 : 親訪 10 位投資界傳

奇的長勝策略  / 羅聞全(Andrew W. 

Lo), 史 蒂 芬 . 佛 斯 特 (Stephen R. 

Foerster)作 ; 吳書榆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544 面; 21 公分 .-- (Big ; 

390) .-- ISBN 978-626-335-738-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投資 3.CST: 傳

記  490.99  

創 業 名 人 堂 . 第 三 集  = 

Entrepreneurship hall of fame / 灣闊文

化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台洋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216-2-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業  490.99  

如何衡量萬事萬物 : 做好量化決策、

分析的有效方法 / 道格拉斯.哈伯德

(Douglas W. Hubbard)著 ; 高翠霜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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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16 面; 

23 公分 .-- (經營管理 ; 112) .-- ISBN 

978-626-96153-5-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商業數學 2.CST: 商業分析 

3.CST: 資訊經濟學  493.1  

叫賣竹竿的小販為什麼不會倒? : 投

資理財前,非學不可的會計入門與金

錢知識 / 山田真哉著 ; 東正德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商戰 ; 

228) .-- ISBN 978-986-134-433-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會計  495  

成本與管理會計 / 黃美玲, 黃小玉, 吳

美芬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

頓國際有限公司, 11108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7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本會計 2.CST: 管理會計  

495.71  

15 分鐘寫出千字爆紅文 : 拆解文章

高點閱、高轉發的吸睛原理,讓寫作

興趣成功變現的自我實踐專書 / 少

女凱倫(花芸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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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4-04-2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網路社群 2.CST: 網路行銷 

3.CST: 寫作法  496  

How to 打造自動賺錢機器 / 王晴天

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71-941-1 (平裝) NT$170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電子商務  

496  

行 銷 管 理 概 論  = Marketing 

management : an introduction / 蕭富峰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11-809-9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行銷管理  496  

行銷學 / Philip Kotler, Gary Armstrong

原著 ; 廖淑伶, 馬友薏編譯 .-- 三版 .-

- 新 北 市  : 高 立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3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496  

社群故事圈粉術 : 將流量變現,讓興

趣為你工作 / 街頭故事李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第

一本 ; 115) .-- ISBN 978-986-137-382-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網路社群 2.CST: 網路行銷  

496  

記住我、選擇我、替我傳 / 王宏偉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23-98-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品牌行銷 2.CST: 行銷策略 

3.CST: 行銷學  496  

圖解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 榮泰生, 

陳國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60-0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網路行銷  

496  

網路行銷 / 劉亦欣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61-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496  

網路行銷的 12 堂關鍵必修課 : UI/UX.

行動支付.成長駭客.社群廣告.SEO.

網紅直播 .人工智慧 .元宇宙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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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s / 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

18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電子商務  

496  

廣告代理商不會告訴你的小秘密 : 

Facebook 企業管理平台 / 林建睿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360 面; 23 公分 .-- (DM ; 

2249) .-- ISBN 978-626-7146-39-2 (平

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商務設計的行為經濟學筆記 : 解鎖

行銷與創新的密碼 / 中島亮太郎著 ; 

何蟬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4-26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銷心理學  496.014  

品牌的技術與藝術 : 向廣告鬼才葉

明桂學洞察力與故事力 / 葉明桂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1 公

分 .-- (big ; 393) .-- ISBN 978-626-335-

739-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品牌行銷 2.CST: 廣告策略  

496.14  

偷心銷售,讓你的好業績更長久 : 開

發客戶、拓展人脈、技巧性提問,抓

準顧客心理,你也能是銷售大師! / 周

成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66-1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顧客關係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6.5  

*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

結果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 公平交

易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公

平交易委員會, 11107 .-- 109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14-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多層次行銷 2.CST: 調查統計 

3.CST: 臺灣  496.5028  

服務管理與創新  / 廖東山, 董希文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45-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顧客服務 2.CST: 企業管理 

3.CST: 個案研究  496.7  

發黑的香蕉怎麼賣? : 從「不需要」

變「好想要」!看見、讀完立刻買單

的文字技巧 / 大橋一慶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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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92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46) .-- ISBN 978-

626-318-367-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廣告文案 2.CST: 廣告寫作  

497.5  

等不及飛去日本玩? : 嚴選各類平台、

通路,找到日本直送的小物 / 禾白小

三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68) .-- ISBN 978-

626-96057-7-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商店 2.CST: 購物指南 3.CST: 

臺灣  498.2  

連鎖經營管理範例書 / 林文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27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連鎖商店 2.CST: 加盟企業 

3.CST: 企業經營  498.93  

企業管理 

危機公關炎上對策 : 從新創事業到

上市櫃企業都必修的品牌公關危機

處理課 / 唐源駿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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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

626-335-74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危機管理 2.CST: 企業管理 

3.CST: 個案研究  494  

杜拉克管理精華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 白裕承譯 .-- 臺北市 :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673-3-

1 (精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現代管理學 / Ricky W. Griffin 著 ; 曾

忠蕙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

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 11107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53-6-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猶太人的經營思考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43-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成功法 

3.CST: 猶太民族  494  

電子菸揭祕 : 矽谷新創 Juul 的戒菸神

話與成癮威脅  / 潔米.杜夏米(Jamie 

Ducharme)著 ; 林錦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視野 ; 

91) .-- ISBN 978-626-7164-39-6 (平裝) 

NT$41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社會學 

3.CST: 吸菸  494  

管理學 / Warren R. Plunkett, Gemmy S. 

Allen 著 ; 張文賢, 王以莊, 何舒毅, 周

台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6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1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Agile Retrospectives 中文版 : 這樣打

造敏捷回顧會議,讓團隊從優秀邁向

卓越 / Esther Derby, Diana Larsen 著 ; 

敏捷回顧會議志工群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8

面; 23 公分 .-- (博碩書號 ; MP12116) .-

- ISBN 978-626-333-192-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專案管理  

494.01  

*瘋狂忙碌拯救法 : 你每天追逐的工

作是忙碌,還是生產力?國際領導力

教練教你忙上癮了怎麼解 / 曾娜.艾

芙瑞特(Zena Everett)作 ; 吳書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00 面; 20 公分 .-

- (Smile ; 187) .-- ISBN 978-626-7118-

8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作效率 2.CST: 時間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01  

EMBA.碩士在職專班報考指南. 2023 

/ 全國考訊企劃部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30 公分 .-- (商訊叢

書 ; YS09943) .-- ISBN 978-986-5812-

96-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考試指南  

49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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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TAC®行銷企劃方法論 : TBSA 商

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學習手冊 / 社

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商務策

劃協會, 11108 .-- 13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4629-6-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企劃書 2.CST: 策略規劃 

3.CST: 行銷策略  494.1  

一人創業!香氛品牌實戰全書 : 從品

牌建立到永續經營的 15 個成功法則 

/ 陳冠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

文化 ,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63) .-- ISBN 978-626-7065-

67-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成功法 3.CST: 香

水  494.1  

小型企業的 SDGs 實踐教科書 / 青柳

仁士著 ; 胡慧文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7-2-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中小企業 

3.CST: 永續發展  494.1  

泛蠢 : 偵測 99%聰明人都會遇到的思

考盲區,哥倫比亞商學院的高效決斷

訓 練  / 麥 可 . 莫 布 新 (Michael J. 

Mauboussin)著 ; 胡瑋珊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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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75-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決策管理  494.1  

策略的本質 / 理查.魯梅特(Richard P. 

Rumelt)著 ; 李芳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

業周刊, 11109 .-- 3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67-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策略規劃 2.CST: 策略管理  

494.1  

策略管理 / 方世杰, 蔡敦浩, 蔡志豪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21-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策略管理  494.1  

策略轉折點競爭優勢 : 辨識早期訊

號,洞察顧客需求,提供比競爭對手更

具吸引力的創新方案,創造企業新商

機 / 莉塔.岡瑟.麥奎斯(Rita Gunther 

McGrath)著 ; 許恬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

經 ; 472) .-- ISBN 978-986-398-804-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策略規劃 2.CST: 策略管理  

494.1  

超級富豪定律 : 揭開麥當勞、希爾

頓等 15 位連鎖帝國創業者,白手起家

締造驚人財富的成功公式 / 馬克斯.

岡瑟(Max Gun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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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4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1  

穀倉效應. 2, 局外效應 / 吉蓮.邰蒂

(Gillian Tett)著 ; 姚怡平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Trend ; 77) .-- ISBN 978-

957-658-905-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組織文化 

3.CST: 人類學  494.1  

你真的搞懂 OKR 了嗎?以 Intel 為師,

打造最強作戰部隊 : CEO、主管、人

事培訓部門必讀!iOKR 組織戰略專

家王怡淳以實戰與顧問諮詢超過 15

年經驗,教你精進領導管理,活化組織

戰略,成為像 Google、Facebook 一流

企業 / 王怡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55-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目標管理 2.CST: 策略規劃  

494.17  

新 版 大 趨 勢  / 瑪 麗 安 . 薩 爾 茲 曼

(Marian Salzman)著 ; 古惠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3-97-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預測 2.CST: 未來社會  

494.18  

內省的技術 : 勇敢了解自我、願意

真心傾聽,培養主動學習的能力,讓自

己和組織更強大! / 熊平美香著 ; 許

郁文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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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76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

理 ; 177X) .-- ISBN 978-626-96153-8-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組織管理 

3.CST: 自我實現  494.2  

帶心術 : 團隊領導與激勵的升級密

技 / 吳斯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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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13-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領導理論 

3.CST: 組織管理  494.2  

歡迎進入管理階層 / 萊恩.霍克(Ryan 

Hawk)著 ; 周宜芳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星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8 .-- 256 面; 21 公

分 .-- (財經商管 Biz ; 18) .-- ISBN 978-

626-95969-4-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管理者 2.CST: 組織管理  

494.2  

上司欠管理 : 分步呈現 X 換位思考 X

關係維護 X 主動出擊 X 角色定位,五

個絕招帶你輕鬆「駕馭」自己的主

管! / 鞠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5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589-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打造將才基因 : 善用黃金 5 年,掌握 4

大關鍵認知,躋身前 30%的優勢養成

法 / 杜書伍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75) .-- 

ISBN 978-986-398-797-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如何成為一流職場菁英? : 41 本全球

暢銷書教我們的最強工作心法 / Sam

的書籍解說頻道作 ; 甘為治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9 .-- 263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377-80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健康法  

494.35  

將將 : 打造將才基因系列 : 架構組織,

建立流程,影響行為,高績效經理人的

全方位養成法 / 杜書伍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天下

財經 ; 476) .-- ISBN 978-986-398-798-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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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深思考的鍛鍊 / 杜書伍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天下

財經 ; 471) .-- ISBN 978-986-398-792-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創造性思

考  494.35  

想從庸才變人才,首先要成為職場生

存天才! : 該低調時絕不抬頭,該出聲

時絕不低頭! / 余亞傑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6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5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精準轉向 : 蜂巢式職涯地圖幫你找

出自己的特點,建構蓄積行動,實現人

生轉向 / 黑田悠介著 ; 黃詩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9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9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涯規劃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職場價值 : 想要有好的待遇,先看看

自己做對了沒?從入職、工作技巧到

人際關係的 58 個職場原則,全方位訓

練你成為工作大師! / 周成功, 康昱生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6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40-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觀念的力度 / 杜書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

經 ; 470) .-- ISBN 978-986-398-795-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供應鏈管理 / 張簡復中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6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58-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供應鏈管理  494.5  

物料與倉儲管理 / 洪振創, 湯玲郎, 李

泰琳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

書有限公司, 11108 .-- 4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4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料管理 2.CST: 倉儲管理  

494.57  

資訊管理 / David M. Kroenke, Randall 

J. Boyle 著 ; 劉哲宏編譯 .-- 八版 .-- 臺

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023-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管理 2.CST: 管理資訊系

統  494.8  

資訊管理 / Patricia Wallace 原著 ; 靜

宜大學資訊學院資訊管理教學研究

教師社群編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高

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4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管理 2.CST: 管理資訊系

統  494.8  

社會科學類 

總論 

人才發展的課題  / 李隆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58-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才 2.CST: 人力資源  501.5  

統計 

今天能賣多少球?從冰淇淋店輕鬆學

超有趣的統計學! / 向後千春, 冨永敦

子作 ;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5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50-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2.CST: 通俗作品  

510  

統計效果值的估計與應用 / 李茂能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08-9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財經時間序列預測 : 使用 R 的計量

與機器學習方法  / 何宗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149-2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統計套裝軟體 2.CST: 統計分

析  512.4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2 年至 2070 年) 

/ 國家發展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發展委員會, 11108 .-- 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20-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口統計 2.CST: 臺灣  

515.33  

教育 

台灣 SDGs 教學實踐錦囊 / 何昕家, 

何青晏, 邱婉菁, 周芳怡, 張凱銘, 張

德忻, 陳鳳涵, 游曉薇, 舒玉, 鄭岳和, 

蕭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6297-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永續發展 3.CST: 

臺灣  520  

教育哲學 : 課室的理論與實踐 / 郭木

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42-3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教育哲學  520.11  

SDGs 與台灣教育場域實踐 / 張瑞剛

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7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53-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臺灣教育 2.CST: 教育社會學 

3.CST: 永續發展  520.16  

遇見一個更出色的自己 : 博雅教育

的理論與實務 / 姚振黎作 .-- 宜蘭縣

羅東鎮 : 財團法人台灣時代文化藝

術基金會, 11107 .-- 536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95649-6-0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教育政治學 2.CST: 人文教育 

3.CST: 文集  520.1857  

孜矻集 : 文學風景與閱讀之歌 / 王晴

慧, 林天祥, 林怡君, 陳正平, 陳峻誌, 

黃淑貞, 蔡舜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42-8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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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新世代.新教育 : 社會變遷中的人才

培育 / 王如哲, 王曉璿, 吳明清, 呂木

琳, 李懿芳, 宋修德, 周愚文, 武佳瀅, 

張建成, 張珍瑋, 陳玟樺, 陳麗華, 葉

珍玲, 董秀蘭, 甄曉蘭, 劉美慧, 蔡俊

明, 鄭英傑, 謝念慈作 ; 黃昆輝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

授教育基金會, 11107 .-- 51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036-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教育改革 2.CST: 教育政策 

3.CST: 文集  520.7  

晚清新疆官辦教育研究 / 王啟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50 面; 23 公分 .-- 

( 史 學 研 究 叢 書 . 歷 史 文 化 叢 刊  ; 

602026) .-- ISBN 978-986-478-704-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教育史 2.CST: 清代 3.CST: 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  520.9207  

中國教育家的故事 : 兼論對教師專

業與教學輔導教師的啟示 / 張德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43-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教育家 2.CST: 傳記 3.CST: 中

國  520.98  

超高效自主學習法 : 資訊蒐集 X 時

間控管 X 決策實行,從資格考試準備

到提升工作效率皆適用的五大守則 / 

坂本翔著 ; 劉宸瑀, 高詹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19-6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學習策略 2.CST: 學習方法  

521.1  

學習的革命 2.0 : AI 與疫情如何改變

教育的未來 / 佐藤學作 ; 黃郁倫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235) .-- ISBN 978-626-

305-281-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數位學習  

521.539  

馬維銘老師升等著作之教學實務報

告彙編 / 馬維銘作 .-- 高雄市 : 馬維

銘, 11107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3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文集  521.5807  

新課程典範探尋 : 實驗學校校長的

課 程 領 導  = Exploring the new 

curriculum model : principal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experimental schools / 曾煥

淦, 謝傳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

957-511-805-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課程實驗 2.CST: 教學實驗 

3.CST: 課程改革 4.CST: 文集  

521.7707  

(教甄教檢)素養導向 : 最新中學類教

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

題+歷年試題解析) / 艾育編著 .-- 第

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5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37-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教師專業資格  522.1  

(教甄教檢)素養導向 : 最新國小類教

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

題+歷年試題解析) / 艾育編著 .-- 第

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5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3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師專業資格  522.1  

兒童教育原理 /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 周意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64-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兒童教育  523  

跟著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去上學  / 

海倫娜.赫拉絲多娃(Helena Haraštová), 

斯 特 潘 卡 . 瑟 卡 尼 諾 瓦 (Štěpánka 

Sekaninová) 作  ; 米 可 維 . 波 曼 莫 娃

(Michaela Bergmannová)圖  ; 李欣怡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74-605-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兒童教育 2.CST: 通俗作品  

523  

趕走生氣怪獸 / 紡爸爸 tsumupapa 文.

圖 ; 游珮芸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8 .-- 36 面; 18X18 公

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

7140-58-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學前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523.2  

二二得四! / 吉田戰車著 ; 劉淑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30 公分 .-- 

(小小鸚鵡螺) .-- ISBN 978-626-307-

710-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數學--3-6 歲幼

兒讀物  523.23  

幼兒文學素養 / 林珮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447-191-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兒童文學 2.CST: 幼兒讀物 

3.CST: 學前教育  523.23  

幼 兒 園 班 級 經 營  = Kindergarten 

classroom management / 黃于庭, 胡淨

雯, 許孟勤, 施宜煌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3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516-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班級經營  

523.23  

數啊數,現在有多少? : 生活中的加法

遊戲 / 安.瑪麗.史蒂芬斯(Ann Marie 

Stephens)文 ; 吉亞.劉(Jia Liu)圖 ; 李貞

慧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25X25 公

分 .-- (迷繪本 ; 117)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78-1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數學遊戲 

3.SHTB: 數學--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做最好的自己! = Be your best! / 林沂

真作 ; 林郭圜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賴 世 雄 智 網 文 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605-53-7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品格 3.CST: 

教材 4.SHTB: 自我肯定--3-6 歲幼兒

讀物  523.24  

*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論文集. 

110 學年度 / 黃惠慈, 陳素連, 王佳琪

作 .-- 臺南市 : 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 11107 .-- 50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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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627-77-5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小學教學 2.CST: 教學輔導 

3.CST: 教學研究 4.CST: 文集  

523.307  

孩子的第二本作文心智圖 / 王韻華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 

11109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179-5-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小學教學  523.313  

No.1 小學生的英文課本 : 從學齡前

到國一都適用的英文神奇寶典 / 池

田紅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

化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07-196-8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中小學教育 

3.CST: 讀本  523.318  

英語單字小學堂 = Essential word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 堂奧編輯群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682-6-0 (平裝附光

碟片)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初等教育  523.318  

小學生的統計圖表活用術 : 叫我資

料小達人. 1, 比較數量大小 / 今野紀

雄監修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0 .-- 48 面; 27 公分 .-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140-

64-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統計圖表 

3.CST: 初等教育  523.32  

小學生的統計圖表活用術 : 叫我資

料小達人. 2, 預測數值變化 / 今野紀

雄監修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0 .-- 48 面; 27 公分 .-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140-

65-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統計圖表 

3.CST: 初等教育  523.32  

小學生的統計圖表活用術 : 叫我資

料小達人. 3, 分析圖表組合 / 今野紀

雄監修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0 .-- 48 面; 27 公分 .-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140-

66-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統計圖表 

3.CST: 統計分析 4.CST: 初等教育  

523.32  

小學生的統計圖表活用術 : 叫我資

料小達人. 4, 驗證預測結果 / 今野紀

雄監修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0 .-- 48 面; 27 公分 .-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140-

67-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統計圖表 

3.CST: 初等教育  523.32  

國小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  / 

陳嘉皇, 毛炳楠, 魏麗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51-8 (平裝) NT$410 普

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學活動設計  523.32  

社會領域跨科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 

王錦雀, 石蘭梅, 蘇淑娟合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713-79-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社會科教學 2.CST: 教學理論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5  

昆蟲軍團與植物王國 / 學習樹研究

發展總部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

058-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昆蟲學 2.CST: 植物學 3.CST: 

小學教學  523.36  

小學生的第一本美感素養書 : 每個

孩子,都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 / 沈鈺

華, 葉佾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

進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28-6-5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美育教學 

3.CST: 小學教學  523.37  

角落小夥伴 : 小學 1.2 年級 第一次的

程式設計 / 鈴木二正著 ; 高雅溎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26-57-8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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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 微

電影創作與構思、快樂學習與實務

操作 / 柯玲琴, 何瑞峰, 陳鴻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奇果創新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7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071-1-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資訊科技 2.CST: 小學教學  

523.38  

(教甄教檢)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

測驗通關寶典 / 舒淮編著 .-- 第八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44-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小學教師 2.CST: 教師專業資

格 3.CST: 能力測驗  523.5  

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芳名錄. 2022 / 

游文聰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108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06-81-5 (精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優良學生 2.CST: 臺灣  523.7  

屏東縣車城國小 120 週年紀念校慶

特刊 / 董倫賢, 邱麗文, 柯秀靖, 吳依

柔, 徐志明主編 .-- 屏東縣車城鄉 : 屏

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 11108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50-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  

523.833/119  

河道式作文寫作指南 / 貍想教育著 .-

- 增訂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17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14-7487-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中等教育  524.313  

數學. I / 孫銚瑀, 簡守平, 張怡頌編

著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57-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新學測地理 : 高分好簡單 / 劉成霖, 

鄭瑞編著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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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681-7-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地理 2.CST: 中等教育  

524.34  

新學測歷史 : 高分好簡單 / 林辰著 .-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81-8-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歷史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4  

新學測公民與社會 : 高分好簡單 / 羅

文編著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681-9-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公民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5  

化學 / 曾文峯, 許君漢編著 .-- 初版 .-

- 新 北 市  : 高 立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3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化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從細胞到生物圈 : 馬爾薩斯陷阱、

地球系統演化史、拉馬克歸來 ,在

「好玩」過程中理解生物學的本質 / 

張超, 趙奐, 林祖榮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2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599-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生物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厲害了,我的生物 / 蘇仁福, 曾明騰文 ; 

卡斯威爾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

文創, 11108 .-- 2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373-0-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生物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心智圖神奇記憶國中英單 2000 : 聯

想記憶不死背(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Using magic mind maps to learn 2000 

basic vocabulary words / Maddie Smith, 

Olanda Lin, Zoe Teng 著 ; 申文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00-145-9 (25K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英語核心字彙完全攻略 : 選字範圍

2000 字 ~4500 字  : 2~4 級 字 彙  = 

Vocabulary builder for college entrance 

exams / Diana Leeson, Eric Hansen, Jay 

Sailors, Nicole L'Esperance, Kate 

Weaver, Ted Pigott, Stephen Riches 作 .-

- 四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67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學測英文克漏字滿分攻略 : 綜合測

驗+文意選填+篇章結構 50 回全真模

擬 題  /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 李惠君, 鍾

震亞著 ; 劉嘉珮, 黃詩韻, 江奇忠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16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300-148-0 (菊 8K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讀本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公民行動方案 : 學生手冊 /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原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

基金會, 11107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61-8-2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1.CST: 公民教育 2.CST: 公共政策 

3.CST: 中學課程  524.45  

不教而育 : 日本京都橘高中管樂隊

傳奇顧問直授 ,120％提升動力與可

能性的奇蹟指導法 / 田中宏幸著 ; 龔

婉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684-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銅管樂隊 2.CST: 學生社團  

524.637  

105 週年校慶傑出校友專刊 / 陳孟宏

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臺

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中華民國臺中

一中校友總會, 11107 .-- 7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166-0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

學校 2.CST: 臺灣傳記  524.833/115  

*潮州高中故事八十年  / 黃世民編

著 .-- 初版 .-- 屏東縣潮州鎮 : 國立潮

州高級中學圖書館, 11109 .-- 30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51-59-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2.CST: 歷

史  524.833/135  

前瞻工具箱 : 理論、方法與實踐 = 

Foresight toolbox :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s / UFO 計畫辦公室, 石玉

華, 余貞誼, 吳易叡, 施佳良, 孫智麗, 

莊弘鈺, 陳怡如, 黃仲菁作 ; 王秀雲, 

李宛儒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UFO 計

畫叢書 ; 5) .-- ISBN 978-626-96004-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文集  525.307  

*結合動機教學模式與問題導向課程

規劃以合作學習融入通識課程之教

學實踐研究成果  / 郭乃仁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

方設計大學, 11107 .-- 11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415-75-3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資訊教育 

3.CST: 高等教育  525.33  

世界不斷變動 我依然堅定 : 大學生

的職涯軟實力 / 李文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3-38-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大學生 2.CST: 生涯規劃  

525.619  

生涯規劃與發展 / 林貞玫, 蔡慧玲, 張

浩峰, 蔡宜延, 殷尹芃, 陳怡安, 葉明

珍, 柯雅妍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892-7 (平

裝) NT$275 普遍級  

1.CST: 大學生 2.CST: 生涯規劃 

3.CST: 生活指導  525.619  

三生有幸-生計、生活、生態 : 2021

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書 / 朱美麗

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大

學社會責任辦公室出版 : 國立政治

大學發行, 11107 .-- 176 面; 19X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47-07-8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國立政治大學  525.833/101  

鏗鏘交響一甲子 : 文化新聞系 60 周

年系慶專集 /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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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作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

學系, 11107 .-- 3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6-422-1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  

525.833/101  

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學術年鑑. 2021 

/ 楊立人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107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9-9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 2.CST: 

年鑑  525.833/103  

基隆藏寶圖 : 基隆市中山高級中學

傑出校友特刊 = Zhong Shan alumni 

interviews / 110 學年度高二忠、孝、

仁班全體同學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1107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7-32-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2.CST: 臺灣傳記  525.833/105  

國立嘉義大學社會責任成果報告 . 

2021 =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 / 

吳瑞得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市 : 國

立嘉義大學, 11107 .-- 9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079-8-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立嘉義大學  525.833/126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40 年系史 

/ 陳李文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11107 .-- 

11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04-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2.CST: 歷史  525.833/127  

國立屏東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

告 . 2020-2021 =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 annual report / 大武

山社會實踐暨永續發展中心著 .-- 初

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學, 11107 .-

- 86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159-5-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國立屏東大學  525.833/135  

理念與論述的足跡 : 蔡錦玲教授重

要著作 / 蔡錦玲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財團法人和線教育基金會, 11110 .-- 

115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5444-2-4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海洋 2.CST: 教育政策 3.CST: 

教育計畫 4.CST: 臺灣  526.1933  

(教甄教檢)校長主任甄試葵花寶典 : 

109~111 年度(含口試應考策略) / 謝

龍卿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49-

8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教育人事行政 2.CST: 校長 

3.CST: 考試指南  526.49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法規輯

要及釋例彙編 / 教育部私校退撫儲

金監理會編 .-- 五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9 .-- 38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7183-68-7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學校人事 2.CST: 人事法規 

3.CST: 基金管理 4.CST: 私立學校  

526.49023  

教育設施規劃新視界 / 湯志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039-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校園規劃 2.CST: 學校建築 

3.CST: 學校設備 4.CST: 空間設計  

527.5  

圓夢方程式 / 黃尹謙, 呂柏廷, 吳孟洲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9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79-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學生社團 2.CST: 賽車 3.CST: 

通俗作品  527.83  

每當孩子傷心時,故事是最好的陪伴 

/ 蘇珊.佩羅(Susan Perrow)著 ; 王聖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219-5-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悲傷 

3.CST: 家庭教育  528.2  

品格優勢 : 成就孩子「王者之力」,

從容應對未來的競爭與機遇 / 彭凱

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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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子女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528.2  

活用卡內基訓練帶出快樂成功的孩

子 : 黑幼龍說感動故事,為你親解正

向教養的關鍵 / 黑幼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光體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40 面; 23 公

分 .-- (點亮未來 ; 3) .-- ISBN 978-986-

06948-3-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生活指導 

3.CST: 青少年  528.2  

師法自然 環境共好 : 荒野親子團的

51 招神奇魔法 / 荒野親子教育委員

會志工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11107 .-

- 冊 .-- ISBN 978-626-96364-0-2 (上冊:

平裝) .-- ISBN 978-626-96364-1-9 (下

冊:平裝) .-- ISBN 978-626-96364-2-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教育 2.CST: 生態教育 

3.CST: 親職教育  528.2  

語言治療師的兒童溝通課 : 從對話 x

遊戲培育孩子的表達力、人際關係

和社會性發展 / 玄眞妸(현진아)著 ; 

李煥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高 EQ 父母 ; 90) .-- ISBN 

978-626-7164-36-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兒童語言發展 2.CST: 溝通 

3.CST: 親職教育  528.2  

親職教育與實務案例 / 邱珍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040-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528.2  

繪本阿公話孫女 : 鄭明進的體驗式

美力教養 / 鄭明進文 ; 鄭明進, Laa 

Laa 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4-604-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藝術教育  528.2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23, 食物真好

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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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6299-0-9 (平裝附

光碟片) NT$4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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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生活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食育--0-3 歲幼兒讀物  

528.33  

我不怕在學校上廁所 / 朴保榮文 ; 吳

婑善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48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

373-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繪本  

528.33  

情緒魔法豆 : 不快樂也沒關係 / 徐宥

希著 ; 孫無蔚繪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8 .-- 60 面; 19X19 公

分 .-- (兒童寓言 ; 13)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49-1-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情緒教育 2.CST: 生活教育  

528.33  

第一天去上學 / 李奇奎文 ; 楊允美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9 .-- 48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372-2 (精

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繪本  

528.33  

學校,怎麼快樂上學才好呢? / 李奇圭

文 ; 俞庚和圖 ; 林玗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60 面; 26 公分 .-- (小魯知

識繪本 ; 78)(自信滿滿生活書 ; 4) .-- 

ISBN 978-626-7177-08-2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3.CST: 繪本  528.33  

「品格」決定孩子未來 : 品格教育

Primed 六大設計原則 / 馬文.W.伯克

維茲(Marvin W Berkowitz)作 ; 陳柚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724-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德育 2.CST: 品格  528.5  

毛毛出任務 : 誠信推理故事 / 李威使

文 ; 小比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

市政府政風處, 11109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35-20-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德育 2.CST: 品格 3.CST: 通俗

作品  528.5  

道德情意課程與探究 / 李琪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李琪明, 11108 .-- 1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369-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德育 2.CST: 文集  528.507  

化育之美 = A selection from the mind-

life & environment lectures : the beauty 

of inner trnsformation / 辜琮瑜, 陳定銘, 

釋果鏡, 楊蓓, 林火旺, 林以正, 釋果

光, 釋惠敏, 釋果毅講 ; 辜琮瑜, 釋果

光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法鼓學校

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11107 .-- 265

面; 21 公分 .-- (心靈環保講座選輯 ; 

6) .-- ISBN 978-626-96267-0-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命教育 2.CST: 心靈改革 

3.CST: 佛教 4.CST: 文集  528.59  

新世代跨域趨勢下之餐旅三創職能

與人才培育專書 = Hospitality three C 

competence and talent nurturing 

monographic project under the new-

generation interdisciplinary trend / 胡宜

蓁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7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餐旅業 2.CST: 餐旅管理 

3.CST: 觀光旅遊職業教育  528.828  

運動生理學 / 王鐘賢, 吳錫昆, 林光華, 

朱彥穎, 邊苗瑛, 陳曉宜, 楊艾倫, 陳

喬男, 王儷穎, 簡盟月, 賴家欣, 黃文

亞, 蔡美文, 陳建良, 李信達, 吳英黛

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2-894-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運動生理學  528.9012  

運動社會學  / Ronald B. Woods, B. 

Nalani Butler 作 ; 黃東治, 譚亮, 蔡沂

蓁, 徐偉峻, 葉明嘉, 宋佳卉, 向陽春, 

蔣婷, 黃乙純, 雷雨, 葉家榮, 吳宜霏, 

林佳瑩, 蔣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84-0-6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運動社會學  528.9015  

輔助裁判判定使用之球體感知裝置 / 

潘建州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潘建州, 

11107 .-- 6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8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體育設備與器材 2.CST: 裁判 

3.CST: 足球  528.92  

功能性訓練解剖全書  / 凱文 .卡爾

(Kevin Carr), 瑪麗 .凱特 .菲 特 (Mary 

Kate Feit)著 ; 劉玉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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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00 面; 26 公分 .-- (生活

風格 ; FJ1074) .-- ISBN 978-626-315-

175-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體能訓練  

528.923  

*帕維爾徒手戰士訓練法 : 俄式訓練

大師,傳授你只用自體重量訓練,就能

練到超級強壯的戰鬥民族訓練法。 / 

帕維爾.塔索林(Pavel Tsatsouline)著 ; 

陳柏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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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面; 26

公分 .-- (Strength & conditioning ; 5) .-- 

ISBN 978-626-7092-61-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體能訓練 

3.CST: 肌肉  528.923  

具不規則運動路徑之足球構造 / 潘

建州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潘建州, 

11107 .-- 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88-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足球  528.951  

球員運動移動軌跡及生理監控裝置 / 

潘建州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潘建州, 

11107 .-- 6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8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運動員 3.CST: 運

動生理學  528.951  

溺水警報方法與裝置 / 潘建州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潘建州, 11107 .-- 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386-

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游泳池 2.CST: 安全設備  

528.961  

2019 年第 16 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女

子-68kg 個人對打項目銀牌競賽實務

技術報告 / 寧玉麟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寧玉麟, 11107 .-- 101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6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空手道 2.CST: 運動訓練 

3.CST: 運動競賽  528.977  

花蓮縣特殊教育「集中式特教班藝

術-美勞造形遊戲」教材手冊 / 翁書

敏總編輯 .-- 花蓮市 : 花蓮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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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9-73-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藝術教育 

3.CST: 教材教學  529.54  

資優教育與課程設計模式 / 張世彗, 

林業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21-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資優教育 2.CST: 課程規劃設

計 3.CST: 教學設計  529.61  

禮俗；民族學 

跟 著禮賓 司長 學現代 國際 禮儀  =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 朱玉鳳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23-1-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際禮儀  530  

客底嘉鄉 : 發現嘉義縣西線地區福

老客蹤 / 黃衍明, 劉亞蘭作 .-- 初版 .-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新北

市 : 客家委員會, 11109 .-- 37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58-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文化 3.CST: 人文

地理 4.CST: 嘉義縣  536.211  

客家物語 : 書房師與童養媳 / 吳嘉陵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 

11109 .-- 1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4-7-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民族文化 3.CST: 

文化研究  536.211  

客家論的現代構圖 / 中川學, 戴國煇, 

橋本萬太郎, 林耕, 坂元ひろ子著 ; 賴

旭貞譯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

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臺北

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08 .-- 253

面; 21 公分 .-- (客家新視野 ; 4) .-- 

ISBN 978-986-5434-72-4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民族史 3.CST: 文

集  536.21107  

雲林詔安客家民俗與信仰 / 陳逸君, 

顏祁貞作 .-- 初版 .-- 南投市 : 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09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57-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民族文化 3.CST: 

雲林縣  536.21107  

貴州東部村寨物語 : Hmub 人的日常、

情 感 及 語 言  = Narratives of Hmub 

village life in eastern Guizhou : 

everydayness, emotions and language / 

簡美玲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8 .-- 432 面; 

21 公分 .-- (客家與族群系列) .-- ISBN 

978-986-5470-42-5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苗族 2.CST: 民族學 3.CST: 文

化研究 4.CST: 貴州省  536.26  

靈鳥傳說 : 繡眼畫眉 / 林渝驊插畫繪

製 ; 尤瓊霞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夏沐樹石空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448-0-3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賽德克族 2.CST: 神話 3.CST: 

繪本  536.3311  

Vuvu 的 秘 密 基 地  = Ailiguwan a 

aizuwanan ni vuvu / 吾拉魯滋部落故

事 ; 蕭心柔, 古淑薰, 魏榮雄作 ; 蕭心

柔繪 ; 拉夫琅斯.卡拉雲漾族語翻譯 ; 

李易祐, 許涵婷, 蕭心柔, 黃培芸, 洪

鈺詒, 胡韻鎵, 梁恩瑀採訪紀錄 .-- 初

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學, 11107 .-

- 64 面; 42 公分 .-- 中文、排灣語對

照 .-- ISBN 978-626-96159-4-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排灣族 2.CST: 部落 3.CST: 民

族文化 4.CST: 繪本  536.3361  

祭師、治療者、薩滿?卑南族卡大地

布之巫 pulingaw : Dominik Schröder 遺

稿之描述與分析 / Anton Quack 原著 ; 

喬蕙芳初譯 ; 石素英, 齊偉先校譯 ; 

陳文德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1109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2-72-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卑南族 2.CST: 巫術 3.CST: 宗

教文化 4.CST: 民族文化  536.3365  

廚房裡的包裝設計 : 讓餐點好吃又

漂亮的 150 種包裝方法與贈禮創意

+40 道美味甜點食譜 / 福田里香著 ; 

連雪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

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35-1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禮品 2.CST: 包裝  538.36  

(節日故事)冬至 : 火頭僧阿二 / 管家

琪, 馬景賢著 ; 梁淑玲, 卓昆峰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

社, 11109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751-906-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節日 2.CST: 民間故事 3.CST: 

中國  538.59  

(節日故事)年節 : 年獸阿儺 / 陳素宜

著 ; 葉慧君, 黃淑華繪 .-- 二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09 .-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751-

899-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春節 2.CST: 節日 3.CST: 民間

故事 4.CST: 中國  538.591  

(節日故事)元宵 : 元宵姑娘 / 管家琪, 

陳木城著 ; 甘和栗路, 孫基榮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09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57-751-900-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元宵節 2.CST: 民間故事 

3.CST: 中國  538.592  

(節日故事)清明節 : 媽祖林默娘 / 黃

女娥, 陳木城著 ; 葉慧君, 洪義男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

社, 11109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751-901-6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清明節 2.CST: 媽祖 3.CST: 民

間故事  538.593  

(節日故事)端午節 : 鍾馗捉鬼 / 張劍

鳴, 馬景賢著 ; 洪義男,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

社, 11109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751-902-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端午節 2.CST: 民間故事 

3.CST: 中國  538.594  

(節日故事)七夕 : 牛郎織女的鵲橋 / 

管家琪, 蔡惠光著 ; 吳嘉鴻, 柯光輝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

日報社, 11109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751-903-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七夕 2.CST: 節日 3.CST: 民間

故事  538.595  

(節日故事)中元節 : 目連救母 / 馬景

賢, 陳昇群著 ; 張振松, 洪義男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

社, 11109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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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51-904-7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中元節 2.CST: 民間故事 

3.CST: 中國  538.596  

(節日故事)中秋節 : 月餅裡的祕密 / 

蔡惠光, 林良著 ; 曹俊彥, 龔雲鵬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

社, 11109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751-905-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中秋節 2.CST: 民間故事  

538.597  

六格格的宴席 / 金澤宜, 黃震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

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

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Spot ; 

32) .-- ISBN 978-626-7063-17-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史  

538.7  

慢食慢活廚房 : 跟著蝸牛一起去旅

行 = Slow food & slow life kitchen / 葉

月嬌著 .-- 初版 .-- 嘉義縣大林鎮 : 南

華大學, 11107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09-86-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遊記  538.7  

拉麵之魂 : 從派別系譜、年代發展

到商業經營,探索日本最強國民美食

的究極指南 / 青木健作 ; 哲彥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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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46-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麵 3.CST: 日

本  538.7831  

島嶼上的飯桌 / 島嶼上的飯桌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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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40 面; 23 公分 .-

- (bon matin ; 143) .-- ISBN 978-986-

384-771-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集 3.CST: 

臺灣  538.7833  

眷味正濃 : 新竹眷村裡的美味食光 / 

陳翠萍總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臺

灣樂屋文化協會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

書局發行,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906-1-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眷村 3.CST: 

新竹市  538.7833  

彰化小食記 / 陳淑華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0 面; 22 公分 .-- (Taiwan 

style ; 80) .-- ISBN 978-957-32-9672-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小吃 3.CST: 

彰化縣  538.7833  

劉峯松全集. 4, 大人囝仔來聽古 / 劉

峯松編著 .-- 初版 .-- 彰化市 : 財團法

人拓展文教基金會, 11107 .-- 4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75-2-0 (精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民間故事 2.CST: 臺灣  

539.533  

台語諺語集詮 / 柯佩君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108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524-

89-7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諺語 2.CST: 臺語  539.933  

社會學 

社會學 / Richard T. Schaefer 著 ; 温如

慧, 李易蓁, 黃琇櫻, 鮑曉萱, 鮑曉詩, 

練家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

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41-48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學  540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 陳志柔, 林國明

主編 .-- 五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384 面; 23 公

分 .-- 精簡本 .-- ISBN 978-957-732-

669-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學 2.CST: 臺灣社會  

540  

人生好難 : 現代公民九個麻煩的哲

學問題 / 沃草烙哲學作者群著 ; 朱家

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sue ; 41) .-- ISBN 978-

626-335-714-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哲學 2.CST: 公民社會 

3.CST: 文集  540.207  

數位媒體時代的藝術與文化社會學 

= The sociology of art and culture in the 

era of digital media / 黃聖哲, 孔建宸主

編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出版 : 正

港 資 訊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9 .-- 312 面; 23 公分 .-- (Sociology 

MIT ; 6) .-- ISBN 978-986-307-222-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化 2.CST: 社會學 3.CST: 藝

術社會學 4.CST: 文集  541.207  

千年視野 : 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 = A 

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orld 

civilization / 顧敏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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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13-3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化 2.CST: 跨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541.26207  

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園文化治理

範式比較研究 / 房芳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 , 

11108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144-21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文化政策 

3.CST: 兩岸交流 4.CST: 比較研究  

541.2907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年報. 2021 = 2021 

annual report,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Ministry of Culture / 陳濟民, 

吳華宗, 粘振裕, 林滿圓, 張祐創, 林

旭彥, 李宛慈, 陳柏欽, 林其本, 周益

宏, 曾瓊慧, 劉明興, 陳雲安, 蔡媖美, 

廖健雄, 周秀姿, 鐘郁演, 靳佩芳, 許

楹和, 楊宏祥, 林宜君, 甘恩光, 吳昆

泰, 游英俊, 廖晉廷, 張嵐婷, 黃云亭, 

林宏隆, 黃巧惠, 林陽杰, 藍素華, 廖

玲漳, 李建興, 張政傑, 張雅珍, 王宣

曆, 劉偉民, 譚綸, 呂松穎, 莊婷智, 賴

俊甫, 方瑞蓮, 鄔金柱, 朱怡菁, 卓杏

蓉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11107 .-- 2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2-614-2 ( 精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CST: 文

化資產  541.2933  

資料同理心 : 飛奔的資料科學如何

變成「易讀好用」的人類新資源? / 

菲爾.哈維(Phil Harvey), 諾莉雅.希門

尼 斯 . 馬 丁 尼 茲 (Noelia Jiménez 

Martínez)著 ; 廖崇佑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寫出版社出版 : 大雁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300 面; 

21 公 分  .-- (Catch on! 知 道 的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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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0103) .-- ISBN 978-957-9689-8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資訊社會 2.CST: 資料探勘 

3.CST: 資料處理  541.415  

*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 / 凱斯.桑斯

汀(Cass R. Sunstein)著 ;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75) .-- ISBN 

978-986-525-711-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資訊社會 2.CST: 資訊需求 

3.CST: 資訊傳播 4.CST: 資訊管理  

541.415  

了解你心中的惡 : 從心理學、生物

學、經濟學觀點分析人性黑暗中的

光明面  / 賽門 .麥卡錫 -瓊斯 (Simon 

McCarthy-Jones)著 ; 鄭煥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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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 (臉譜書房 ; FS0154) .-- ISBN 978-

626-315-17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復仇  

541.7  

不服從的藝術 : 利用心理學技巧有

效提出異議、弭平反對力量,使你改

變世界的夢想成真  / 陶德 .凱希丹

(Todd B. Kashdan)作 ; 陳佳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705-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創造性思

考 3.CST: 說服  541.7  

跑得比真相更快的謠言 : 從偽知識、

假新聞到衛生紙之亂,一部最完整的

「資訊傳播心理學」 / 松田美佐著 ; 

林以庭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思 ; 

15) .-- ISBN 978-626-96160-4-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謠言 2.CST: 社會心理學  

541.772  

記者媽媽的數位教養力提案 : K~12

數位公民教養指南,幫助孩子管理數

位生活、培養數位素養 / 曾多聞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8 .-- 283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69-93-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網路媒體 2.CST: 資訊素養 

3.CST: 親職教育  541.83  

*跨領域傳播學術研討會專書論文集. 

2022 第四屆 / 蔡瑞霖, 楊慕理, 李偉

俊, 張慶仁, 謝繡如, 黃建超, 吳東明, 

張淑德, 徐詩婷, 吳玉珍, 李若愚, 祁

子瑄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雲

網路多媒體新聞協會, 11107 .-- 345 面; 

30 公分 .-- (傳播叢書系列 ; 4) .-- ISBN 

978-986-98074-5-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傳播研究 2.CST: 文集  

541.8307  

銘傳大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 2022 :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 : 傳播、創

新與應用論文專刊 / 陳柏宇主編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廣告暨

策略行銷學系, 11107 .-- 69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8584-41-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大眾傳播 2.CST: 傳播事業 

3.CST: 文集  541.8307  

*帝國解體與自由的堡壘 : 烏俄戰爭

的歷史源起、地緣政治與正義之辯 / 

黎蝸藤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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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544 面; 21 公分 .-- 

(八旗國際 ; 17) .-- ISBN 978-626-7129-

62-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國際關係 3.CST: 

歷史 4.CST: 俄國 5.CST: 烏克蘭  

542.2  

烏克蘭戰爭與台海安全情勢 / 馬振

坤, 董立文, 陳文甲, 崔琳, 范世平作 ; 

郭育仁主編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財

團 法 人 國 策 研 究 院 文 教 基 金 會 , 

11107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6729-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兩岸關係 4.CST: 俄國 5.CST: 烏克蘭  

542.2  

誰是外來者 : 在德國、臺灣之間,獨

立記者的跨國越南難民追索 / 黃文

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眾聲) .-- ISBN 978-957-08-

643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難民 2.CST: 移民史 3.CST: 越

南  542.277  

職涯引水人 : 2021 個案管理服務案

例 /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撰 .-- 臺北市 :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11108 .-- 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4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就業輔導 2.CST: 輔導機構 

3.CST: 輔導人員  542.75  

與孩子的對話練習 : 誇獎教育 X 標

籤效應 X 練習傾聽,在對話中更加親

近你的孩子 / 黃依潔, 姜曉秋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8 .-- 2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2-605-7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親子溝通 2.CST: 親子關係  

544.1  

你和我 是全世界最動人的故事 / 愛

莉姍妲.羅卡作 ; 勞爾.谷瑞迪繪 ; 葉

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338-520-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家庭關係 2.CST: 繪本 

3.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544.14  

母愛有多難 : 她從多重障礙兒身上,

看見更真實的自己  / 李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708-6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1.CST: 母親 2.CST: 育兒 3.CST: 多重

障礙  544.141  

媽媽與她們的產地 : 25 組媽媽類型

的行為和心理解析,讀懂自己,就能為

育兒及人際問題解套 / 鄭宇烈著 ; 陳

宜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673-7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母親 2.CST: 女性心理學 

3.CST: 人際關係  544.141  

別惹老婆生氣!如何避開吵架地雷區?

老公最重要的人生課題 / 鶴田豐和

作 ; 甘為治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9 .-- 255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803-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夫妻 2.CST: 兩性關係 3.CST: 

成人心理學  544.142  



51 

 

陳姓桂記大宗祠一貴祖開臺 360 週

年特刊 / 陳永芳總編輯 .-- 臺南市 : 財

團法人台南學甲中洲陳桂記大宗祠, 

11107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1230-2-1 (精裝) 普遍級  

1.CST: 陳氏 2.CST: 宗祠  544.24  

臺西回裔丁姓與丁府八千歲的信仰 / 

丁曙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宗

教生命關懷教育推廣學會, 11107 .-- 

265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8532-5-5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丁氏 2.CST: 宗族 3.CST: 家族

史 4.CST: 民間信仰  544.292  

我就是我,不是誰的另一半 / 朴又蘭

著 ; 丁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

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

分 .-- (平安叢書 ; 第 726 種)(Upward ; 

134) .-- ISBN 978-626-7181-01-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夫妻 3.CST: 兩性

關係  544.3  

失戀快樂,祝我快樂 / 小日刀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232-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覺察愛情模式 / 江珈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12-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戀愛心理學  

544.37  

妳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 東大教授寫

給女孩和女人的性別入門讀本 / 上

野千鶴子作 ; 陳介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這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8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03-4-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女性 2.CST: 性別角色 3.CST: 

性別研究  544.52  

回到家庭去 : 婦女職業問題討論集

(1933-1945) = Kinder, Küche, Kirche : 

dispute about women right-to-work, 

1933-1945 / 柯惠鈴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民國史料 ; 74-75) .-- 

ISBN 978-626-7157-39-8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57-40-4 (下

冊: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職業婦女 2.CST: 文集  

544.5307  

親愛的馬克瑪麗 : Re:是不是每個男

人都這樣? / 歐馬克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ISBN 978-957-658-888-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兩性關係 2.CST: 戀愛  544.7  

優活慢老 / 花蓮慈濟醫院羅慶徽副

院長暨高齡醫學跨領域團隊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

文志業基金會, 11107 .-- 304 面; 21 公

分 .-- (集 ; 2207A) .-- ISBN 978-626-

7037-85-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老年 2.CST: 老化 3.CST: 中老

年人保健 4.CST: 生活指導  544.8  

淡水好生活成果報告 : 2020 學習型

城鄉建構計畫 / 黃瑞茂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9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02-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新北市

淡水區  545.0933/103  

淡水好生活參與錄 : 永續生活圈營

造計畫+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 / 黃瑞

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00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03-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區域計

畫 3.CST: 新北市淡水區  

545.0933/103  

把設計帶到生活世界 : 都市設計跨

域設計參與工作坊的創新教學實踐 / 

黃瑞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6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600-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都市建築 

3.CST: 空間設計  545.14  

葫蘆墩 : 水岸花都 / 楊宏祥總編輯 .-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臺中市繁榮葫蘆

墩促進會, 11107 .-- 14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4628-3-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環境規劃 

3.CST: 臺中市  545.14  

臺北市田園城市成果專書 : 田園新

思維.永續綠生活 / 黃淑如, 吳健羣, 

莫華榕, 郭蘭香, 謝亞婷, 林立婷, 李

唐安, 許欣喬, 楊証閔編審 .-- 一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11109 .-- 89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44-38-1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都市綠化 

3.CST: 有機農業 4.CST: 臺北市  

545.14  

島嶼地景論文集 / 黃瑞茂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7 .-- 48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01-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都市更新 

3.CST: 社區總體營造 4.CST: 文集  

545.1407  

我們的生態化 : 二十年轉型輯錄 / 溫

鐵軍, 張蘭英, 劉亞慧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77-3-8 (平裝) 

NT$960 普遍級  

1.CST: 農村改革 2.CST: 鄉村建設 

3.CST: 個案研究 4.CST: 中國  

545.592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美國國

會議員與台灣民主化 / 鄭明德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出版社, 11107 .-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62-6-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2.CST: 非

政府組織 3.CST: 文集  546.62  

當代非政府組織的議題與發展 / 王

振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王振軒, 

11107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7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非政府組織  546.7  

社工師 6 合 1 題型解密專業加強版 / 

陳思緯編著 .-- 7 版 .-- 臺北市 : 考用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55-2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社工人員  

547  

社會工作(含概要) / 陳思緯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54-5 (平裝) NT$690 普

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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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概論 / 王文娟, 王育瑜, 吳宗

仁, 李易蓁, 林桂碧, 邱汝娜, 南玉芬, 

張麗玉, 許凱翔, 陳秀靜, 陳振盛, 曾

仁杰, 曾竹寧, 黃盈豪, 黃誌坤, 萬心

蕊, 劉珠利, 謝依君合著 .-- 七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7 .-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885-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547  

社會工作管理搶分題庫 / 陳思緯編

著 .-- 6 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6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25-53-8 ( 平 裝 ) 

NT$66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547  

社會福利概論 / 李易駿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95-6-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會福利  547  

*當代臺灣社會福利服務新論 : 從社

會安全網的制度變革出發 / 王順文, 

陳麗芬, 林淑女, 彭沛瀅, 林秀燕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4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5572-7-1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1.CST: 社會福利 2.CST: 社會服務 

3.CST: 社會政策 4.CST: 臺灣  547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小辭典 / 陳思緯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16 面; 17 公

分 .-- (隨身讀系列) .-- ISBN 978-986-

5525-57-6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研究方法 

3.CST: 詞典  547.031  

愛蔓延社會企業之社會影響力報告. 

2021 年 / 呂婷蓁編輯 .-- 臺中市 : 浸

宣出版社, 11107 .-- 133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986-98967-6-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愛蔓延社會企業 2.CST: 社會

企業  547.933  

慈濟宗門足跡 : 盤點生命延續慧命 : 

2021/12 攜手大愛/微光成炬點亮臺灣

/合心為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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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慈濟文史. 

史藏系列) .-- ISBN 978-626-957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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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保險招攬爭議 : 金融消費者權

益保障 / 池泰毅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99-

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消費者保護法規 2.CST: 金融

保險業  548.39023  

*基礎偵查技術 / 陳芳振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陳芳振, 11108 .-- 43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351-

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刑事偵查  548.6  

讓偵探帶你一窺徵信的「行內秘密」 

/ 柳欽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

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3-129-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偵探 2.CST: 徵信機構 3.CST: 

個案研究  548.68  

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 一位哲學教授

在兒子自殺後的心理旅程 / 理查德.

布斯比(Richard Boothby)著 ; 陳依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374-2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殺 2.CST: 心理復健 3.CST: 

悲傷  548.85  

經濟 

海耶克 : 揭穿社會主義真相的一代

經濟學大儒 / 吳惠林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37-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海耶克(Hayek, Friederich A. 

von(Friedrich August), 1899-1992) 

2.CST: 經濟學家 3.CST: 傳記 4.CST: 

經濟思想  550.1872  

經濟治國 : 社會不公的透視和改革 / 

高伯瑞著 ; 董更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71-

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經濟制度 2.CST: 經濟政策 

3.CST: 經濟哲學  552.094  

國 際 政 治 經 濟 學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左正東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36 面; 23 公分 .-- (Polis

系列) .-- ISBN 978-986-298-404-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國際政治經濟學  552.1  

競爭法新視野 : 關鍵反省及與智慧

財產權之交錯 / 王立達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720 面; 21 公分 .-- (國立政治

大學法學叢書 ; 111) .-- ISBN 978-957-

511-802-0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經濟法規 2.CST: 企業競爭 

3.CST: 智慧財產權 4.CST: 論述分析  

553.4  

智慧財產權概論  / 徐振雄著 .-- 八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52-1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智慧財產權 2.CST: 法規  

553.433  

原住民族企業狀況調查 . 109 年  = 

2020 indigenous enterprises operation 

survey /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08 .-- 

4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5-

68-4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民營企

業 3.CST: 調查統計  553.67  

企業併購理論與實務 / 林進富, 樓永

堅, 方嘉麟,周振鋒, 朱德芳合著 ; 方

嘉麟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

分 .-- (東亞地區企業併購系列 ; 2) .-- 

ISBN 978-957-511-800-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企業合併 2.CST: 個案研究  

553.73  

不動產實務法令彙編 : 常用法規 / 基

隆市政府地政處編 .-- 初版 .-- 基隆

市 : 基隆市政府, 11107 .-- 16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17-3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2.CST: 不動產  

554.133  

不動產實務法令彙編 : 規劃及開發

類 / 基隆市政府地政處編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政府, 11107 .--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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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17-34-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2.CST: 不動產  

554.133  

實用土地法精義  / 楊松齡著 .-- 22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54-6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554.133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墓基财产权法

律 制 度 研 究  = A comparative legal 

system study of the tomb base property 

right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 叶

修文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488 面; 21 公

分 .-- 正體題名: 中國大陸與台灣地

區墓基財產權法律制度研究 .-- ISBN 

978-626-7151-92-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墳墓 2.CST: 土地所有權 

3.CST: 比較研究 4.CST: 中國 5.CST: 

臺灣  554.4  

不動產估價體系  / 許文昌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07-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554.89  

*將行動學習應用於不動產風水學之

教學創新 / 郭進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華 岡 出 版 部 , 

11107 .-- 2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96-423-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堪輿  

554.89  

不動產經紀法規要論 / 曾文龍編著 .-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大日出版有限公

司, 11108 .-- 528 面; 21 公分 .-- (房地

產叢書 ; 73) .-- ISBN 978-957-8418-95-

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經紀業 2.CST: 房地產

法規  554.89023  

新工業國 : 企業經營者如何左右經

濟與政治大局 / 高伯瑞著 ; 譚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4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9-70-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工業 2.CST: 工業政策 3.CST: 

美國  555.952  

職業災害勞工使用自費醫療材料情

形評估研究 =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disases 

workers' usage of self-funded medical 

materils / 潘致弘, 杜宗禮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2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77-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勞工保險 2.CST: 醫療費用 

3.CST: 職業災害  556.82  

英美國家勞動契約法 / 謝棋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119-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2.CST: 勞動契約 

3.CST: 英美法系  556.84  

勞動基準法實務爭點 / 陳建文, 姚妤

嬙, 邱冠喬, 張義德, 洪瑩容, 邱靖棠, 

華育成, 張詠善, 李玉春, 林俊宏, 張

清浩, 翁瑋, 李佑均, 程居威, 華育成, 

劉素吟, 李有容, 張軒豪, 蔡菘萍, 李

瑞敏, 李柏毅, 葛百鈴, 蔡麗秋作 ; 臺

灣勞動法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44

面; 23 公分 .-- (臺灣勞動法學會叢書 ; 

6) .-- ISBN 978-957-511-817-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勞動基準法  556.84  

交通法規 / 張士賢, 蘇文祥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4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62-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交通法規  557.13  

修煉  : 全民服務的數位轉型 ,台灣

ETC 推動智慧交通產業出海的旅程 / 

謝宇程, 葉奕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Live & 

Learn ; 103) .-- ISBN 978-626-318-385-

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科技管理 

3.CST: 交通經濟  557.15  

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

推廣示範計畫(1/3) : 直轄市推廣應用 

/ 許添本, 溫谷琳, 魏三雅, 葉祖宏, 賴

靜慧, 孔垂昌, 黃明正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7 .-- 

2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23-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交通安全  

557.16  

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第 39

期 / 徐台生, 葉祖宏, 林文閔, 賴靜慧, 

黃士軒, 吳熙仁, 黃明正, 喻世祥, 周

文靜, 孔垂昌, 鄭信鴻, 李晴瑄, 王聖

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1107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24-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交通事故  

557.16  

鐵路事業民營化. II = Privatization of 

railroad business. II / 林淑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164 面; 23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794-8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鐵路事業 2.CST: 公營事業民

營化  557.2  

鐵路系統供需診斷模式軟體之維護

與擴充及策略分析. (1/2) / 李宇欣, 盧

立昕, 袁永偉, 陳佑麟, 許書耕, 賴威

伸, 鄔德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7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25-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鐵路管理 2.CST: 運輸規劃 

3.CST: 運輸系統  557.23  

推動臺灣發展高端航運服務業之關

鍵因素與可行性分析 / 饒瑞正, 林泰

誠, 邱榮和, 江雅綺, 陳胤安, 黃致皓, 

黃崇嘉, 謝良易, 許書耕, 王怡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7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27-9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航運業 2.CST: 航運管理 

3.CST: 產業發展 4.CST: 臺灣  557.4  

圖解海運學 / 張雅富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38-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航運  557.4  

向海而生 : 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

與社會 / 林玉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496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究叢刊) .-

- ISBN 978-957-08-6433-5 (精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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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港埠 2.CST: 歷史 3.CST: 社會

生活 4.CST: 清領時期 5.CST: 臺灣  

557.5933  

苗栗郵訊. 第 120 期 : 苗栗縣集郵學

會成立三十一週年紀念郵展特刊 / 

謝朝枝主編 .-- [苗栗縣] : 苗栗縣集郵

學會, 111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7454-1-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集郵  557.645  

日本昔話與俳句 / 王淑芬說故事 ; 阿

力金吉兒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96 面; 21 公分 .-- (有故事的郵票 ; 

4) .-- ISBN 978-957-32-9665-2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郵票 2.CST: 民間故事 3.CST: 

日本  557.64631  

台灣電信獨立自主工運 30 年 1992-

2022 : 工會社會化 產業民主化實踐 = 

Memorabilia of Taiwan telecom's 

independent labor movement 1992-2022 

/ 張緒中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

公司企業工會, 11108 .-- 120 面; 30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

06352-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電信 2.CST: 勞工運動史 

3.CST: 臺灣  557.7  

傳播使徒 : 傳教、傳媒與傳訊 : 耶穌

會光啟社與台灣電視發展(1958-2008) 

/ 黃乃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

大學出版社, 11108 .-- 677 面; 21 公

分 .-- (輔仁大學研究叢書 ; 237) .-- 

ISBN 978-986-0729-42-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光啟社 2.CST: 電視經營管理 

3.CST: 歷史  557.77  

民航法規各論 / 郭兆書著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出版社, 11107 .-- 3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22-4-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航空法規  557.91  

民航法規總論 / 郭兆書著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出版社, 11107 .-- 37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22-5-1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航空法規  557.91  

航空城產業概論. 2022 / 黃國楨作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84-97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場 2.CST: 機場規劃 3.CST: 

航空運輸管理 4.CST: 桃園市  

557.9533  

*Diamond : 鮮血、汗水與泥土,一部

鑽石貿易的全球史 / 蒂爾.瓦內斯特

(Tiji Vanneste)著 ; 陳雅馨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560 面; 23 公分 .-- (歷

史. 世界史) .-- ISBN 978-957-05-3439-

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國際貿易史 2.CST: 鑽石  

558.09  

國際貿易實務新論 / 張錦源, 康蕙芬

著 .-- 修訂十八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9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貿易實務  558.7  

財政；金融；投資 

貨幣銀行學原理  = Fundamental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 

黃昱程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23-6-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貨幣銀行學  561  

圖解數位科技 : 金融科技與數位銀

行 / 伍忠賢, 劉正仁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28-7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金融業 2.CST: 金融管理 

3.CST: 金融自動化  561.029  

數位金融科技與服務發展趨勢解析 

= Digital FinTech and service / 廖珈燕, 

張凱傑, 楊政霖, 李震華, 胡自立, 黃

仕杰, 賴苡安, 曾瀞瑩, 柳育林, 周樹

林 , 山端宏實 , 鈴木淳也 , Nikkei X 

TECH, Nikkei Computer 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 11108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75-3 ( 平 裝 ) 

NT$15200 普遍級  

1.CST: 金融業 2.CST: 金融管理 

3.CST: 金融自動化  561.029  

中央銀行臉書貼文系列專書. I / 中央

銀行網路金融資訊工作小組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央銀行, 11107 .-- 2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16-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融 2.CST: 文集  561.07  

從貨幣看近代中國的風雲變幻 / 彭

慶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32-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貨幣史 2.CST: 中國  561.092  

金 融 監 理 原 理  / John Armour, Dan 

Awrey, Paul Davies, Luca Enriques, 

Jeffrey N. Gordon, Colin Mayer, Jennifer 

Payne 著 ; 江朝聖, 吳奐廷, 黃種甲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9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251-8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金融監理 2.CST: 金融法規 

3.CST: 金融市場 4.CST: 國際金融  

561.7  

升息之後 : 從聯準會的貨幣政策看

收入、失業率、停滯性通膨問題的

解答 / 羅伯特.霍克特(Robert Hockett), 

亞倫.詹姆斯(Aaron James)作 ; 劉奕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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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9-42-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央銀行 2.CST: 貨幣政策 

3.CST: 經濟學 4.CST: 美國  

562.4521  

切老滾雪球之享受你的投資旅程  / 

謝毓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

訊出版社,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106-5-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理財小高手出任務 / John Lee, 藝英

作 ; 鄭朱延繪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8-906-

5 (第 1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兒童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563  

*理財小達人養成記. 1, 神奇記帳本 / 

沛亞作 ;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酷

小說) .-- ISBN 978-986-525-714-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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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理財 2.CST: 通俗作品  563  

跟著肯恩費雪洞悉市場 : 面對股市

波動,投資大師教你正確解讀市場規

律 / 肯恩.費雪(Ken Fisher), 菈菈.霍夫

曼斯(Lara Hoffmans)著 ; 劉奕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9-

4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認識自己,認識你的錢 / 瑞秋.克魯茲

(Rachel Cruze)著 ; 林師祺譯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大 田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79) .-- ISBN 978-986-179-761-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563  

24 小時外匯煉金術 / 歐陽聖司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9 .-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

27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外匯交易 2.CST: 外匯市場 

3.CST: 外匯投資  563.23  

國外匯兌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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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09 面; 26 公分 .-- (金融測驗

系列 ; 47) .-- ISBN 978-986-399-23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外匯 2.CST: 匯兌 3.CST: 外匯

法規  563.23  

ETF 紅綠燈投資術 / 股魚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11109 .-- 

22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06-6-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基金 2.CST: 投資  563.5  

人人都能學會靠 ETF 聰明存千萬全

圖解 / <<Smart 智富>>真.投資研究室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

化 , 城邦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 

11108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45-1-4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基金 2.CST: 投資  563.5  

地緣政治投資大局觀 : 認清現實與

週期的有效預測框架 / 馬可.帕皮奇

(Marko Papic)著 ; 呂佩憶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社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Catch on!知道的

書 ; HC0104) .-- ISBN 978-957-9689-

80-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地緣政治 3.CST: 

經濟預測  563.5  

矽谷創投啟示錄 : 一場由離經叛道

的金融家所發起的瘋狂投資遊戲,如

何徹底顛覆你我的生活、工作與娛

樂 方 式  / 塞 巴 斯 蒂 安 . 馬 拉 比

(Sebastian Mallaby)著 ; 林怡婷, 曹嬿

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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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376-6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創業投資  563.5  

200 張圖學會博弈選股撲克交易法 : 

股市贏家の 11 堂課,教你投資其實也

一門科學! / 孟慶宇著 .-- 新北市 : 大

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3

公分 .-- (Money ; 58) .-- ISBN 978-626-

714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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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控對稱操作學  / 黃韋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20 面; 21 公分 .-- (寰宇

技 術 分 析  ; 470) .-- ISBN 978-626-

95352-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平均 K 線複利操作秘笈 : 成為富足

的股市贏家 / 陳忠民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聚 財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372-4-3 (精裝) NT$39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年賺 18%的複利式存股 : 薪水救星喬

哥教你選對穩賺股,飆速累積本金,放

大資產 / 喬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采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 192 面; 23 公分 .-- (business ; 6) .-- 

ISBN 978-626-7087-49-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別讓主力賺走你的錢 : 59 招操盤技

術,決定你的高獲利 / 麻道明著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272 面; 23 公分 .-- (Money) .-- ISBN 

978-626-7148-13-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3.CST: 投資技術  563.53  

技術交易系統原理 : <<亞當理論>>

作者、技術指標之父的奠基之作  / 

威爾斯.威爾德(Welles J. Wilder)著 ; 

呂佩憶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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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9-40-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證券市場 2.CST: 證券分析  

563.53  

改變投資腦,散戶也能變高手 / 成中

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750-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股 Morning : 一日之計在於晨,股票新

手靠這本 / 賈股文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05-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股票作手回憶錄(獨家圖解股市最小

阻力路徑) : 一代交易巨擘傑西.李佛

摩的警世真傳,投資人必讀的操盤聖

經 / 愛德溫.勒斐佛(Edwin Lefèvre)著 ; 

丁聖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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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16 面; 23 公分 .-- 

(致富方舟 ; 3) .-- ISBN 978-626-7095-

63-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挑出穩賺股的 100%獲利公式 : 專買

「一年會漲三倍」的爆賺小型股 ,3

萬本金在 10 年滾出 3000 萬! / 遠藤

洋著 ; 張婷婷翻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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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4-07-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高勝率型態學大全 / 朱家泓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家泓顧問工作室 ,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6399-0-

8 (上冊:精裝) NT$4000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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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96399-1-5 (下冊:精裝) NT$4000 .-

- ISBN 978-626-96399-2-2 (全套:精裝) 

NT$80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國際理財規畫師教你富過三代的零

風險獲利法 : 巴菲特價值投資分析

大解密,年均 10%獲利,30 年賺進 1 億

財富 / 李日永作 ; 郭佳樺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3-08-4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專為膽小投資者所寫的股票入門書 / 

草食系投資人 LoK 著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Biz ; 

403) .-- ISBN 978-626-7123-88-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專買黑馬股. 2 : 從魚頭吃到魚尾的

飆股操作法 / 楊忠憲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659-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超賺錢散戶 : 必懂的 3 階段趨勢演變

模式、56 個多空訊號 / 丁聖元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 240 面; 23 公分 .-- (Money ; 41) .-- 

ISBN 978-626-7148-12-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當 代 價 值 投 資  / 斯 凡 . 卡 林 (Sven 

Carlin)作 ; 吳書榆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9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98-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投資技術  

563.53  

定量策略大師  武功秘笈  / Zdenek 

Zanka, Jan Rohrbacher, 周宏恩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8 .-- 2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81-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電腦軟體  

563.53029  

*混沌市場技術分析 : 一種新的觀點

與策略 / 謝季中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謝季中, 11107 .-- 3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292-0 ( 平 裝 ) 

NT$890 普遍級  

1.CST: 證券市場 2.CST: 投資分析 

3.CST: 混沌理論  563.54  

跌落神壇的金融天才 : 長期資本管

理公司的衰亡 / 羅傑.羅溫斯坦(Roger 

Lowenstein)著 ; 林東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23-5-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基金 2.CST: 投資  5663.5  

*財稅新布局 : 掌握 CFC&ESG 讓稅

負變稅富 / 台灣財富管理交流協會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703-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稅務 2.CST: 財務管理  567  

稅務會計 = Tax accounting / 陳妙香, 

李娟菁, 汪瑞芝編著 .-- 11 版 .-- 臺北

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7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302-1-9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稅務會計  567.01  

租稅法 = Taxation law / 吳嘉勳作 .-- 

四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023-8-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租稅法規 : 理論與實務 / 黃明聖, 黃

淑惠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8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118-8 (平

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政治 

政 治 修 辭 分 析  : 理 論 與 實 踐  = 

Analysis of political rhetoric : theory and 

practice / 胡全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92-54-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政治學 2.CST: 語言分析 

3.CST: 個案研究  570  

全能政府 : 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

興起 /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 謝宗林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52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文庫 ; 180) .-- ISBN 978-626-343-144-7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國家主義 2.CST: 極權政治 

3.CST: 經濟政策 4.CST: 國際關係  

571.19  

民主簡史 : 寫給我們這個世代的公

民之書 / 約翰.基恩(John Keane)著 ; 翁

尚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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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764-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歷史  571.6  

比較政府與政治 / 胡祖慶著 .-- 9 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35-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比較政府 2.CST: 比較政治  

572  

什麼是選舉? / HELLO BONNIE 國際

親子台作 ; Jo 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希望製造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0X20 公分 .-- (童心看世界系

列) .-- ISBN 978-626-96009-2-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選舉 2.CST: 繪本 3.SHTB: 認

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72.3  

鑿光 : 桃園文化發展紀實專刊 / 莊秀

美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

政府文化局, 11108 .-- 20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7159-25-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文化 3.CST: 

桃園市  572.9  

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討論會論

文集 / 歐素瑛, 黃翔瑜, 吳俊瑩, 陳世

局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

館, 11107 .-- 5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55-6 (精裝) NT$4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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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李登輝 2.CST: 臺灣政治 

3.CST: 民主化 4.CST: 文集  573.07  

2022 年中共兩會與台海情勢 / 王宏

仁, 董立文, 張五岳, 馬振坤作 ; 郭育

仁主編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11107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729-

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中共對臺政

策  573.09  

兩岸論戰 / 蔡輝振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 236 面; 23 公分 .-- (政論文學. 論戰

系列 ; 341) .-- ISBN 978-626-7161-05-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戰略  

573.09  

藍綠之外 : 地方派系、候選人出身

與宗親對立委選舉的影響 / 季節著 .-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 11109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7-223-

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選舉 2.CST: 臺灣  573.3  

考銓制度 / 許道然, 林文燦著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55-3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考銓制度  573.4  

常用文官制度法規彙編. 中華民國一

百十一年 / 考試院法規委員會編輯 .-

- 臺北市 : 考試院, 11108 .-- 300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62-4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文官制度 2.CST: 公務人員法

規 3.CST: 中華民國  573.4023  

*考試院施政編年錄. 中華民國一一 0

年 / 考試院編研室編 .-- 臺北市 : 考

試院, 11107 .-- 13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19-46-4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00 普遍級  

1.CST: 考試院 2.CST: 年表  

573.44211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17 案至第 20 案

實錄 / 中央選舉委員會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中央選舉委員會 , 

11107 .-- 5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12-5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25 普遍級  

1.CST: 公民投票  573.63  

監察院彈劾案糾舉案彙編. 中華民國

110 年 / 監察院綜合業務處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49-

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監察權 2.CST: 彈劾  573.83  

監察院糾正案彙編. 中華民國 110 年 

/ 監察院綜合業務處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19-50-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560 .-- ISBN 978-626-7119-51-8 (第

2 冊: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監察權  573.831  

「我們都被河蟹了」 : 德國知名記

者在中國監控國度的觀察紀實 / 馬

凱(Kai Strittmatter)著 ; 林育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

分 .-- (Next) .-- ISBN 978-626-335-741-

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威權政

治 3.CST: 獨裁  574.1  

中共重要人事專輯. 2022 年 / 中共研

究雜誌社編 .-- 一版 .-- 新北市 : 中共

研究雜誌社, 11108 .-- 4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822-1-2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574.1  

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發展歷程 : 天朝

思想、封建禮教、錯誤政策,五千年

文明為何變得脆弱不堪? / 張連文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8 .-- 260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55-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政治發展 2.CST: 中國  574.1  

平行與競爭 : 雙循環時代的中國治

理 / 翟東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

視界, 111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77-2-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公共行

政 3.CST: 行政管理  574.1  

2049 百年馬拉松 : 中國稱霸全球的

祕密戰略 /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作 ; 林添貴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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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2 面; 21 公分 .-- (麥田國

際 ; 3) .-- ISBN 978-626-310-288-0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外交 2.CST: 戰略 3.CST: 

國家安全  574.18  

破局 : 20 世纪 70 年代的"乒乓外交"

叙事 / 罗时铭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11108 .-- 216 面; 21 公分 .-

- 正體題名:破局: 20 世纪 70 年代的"

乒 乓 外 交 " 敘 事  .-- ISBN 978-626-

95964-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外交政策 2.CST: 體育 3.CST: 

中國  574.18  

日本的統治結構 : 從官僚內閣制到

議會內閣制 / 飯尾潤著 ; 林倩伃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44 面; 21 公分 .-

- (博雅文庫 ; 267) .-- ISBN 978-626-

343-05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官僚政治 2.CST: 內閣 3.CST: 

日本  574.255  

大國底色 : 巨變時代的基層治理 / 呂

德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277-4-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地方政府 2.CST: 地方自治 

3.CST: 行政管理 4.CST: 中國  575.2  

台三線治理白皮書 : 一種理想生活

的實踐 = Romantic Route 3 white paper : 

a day in the life / 陳瑞榮, 金玉珍, 袁靜

慧, 柯俊宏, 劉郁廷編輯 .-- 初版 .-- 新

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07 .-- 3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34-69-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文化政策 

3.CST: 客家 4.CST: 白皮書 5.CST: 臺

灣  575.33  

定礎 : 科技首都.幸福城市 / 陳書孜, 

陳玉鳳, 翁瑞祐, 林惠君著 .-- 第一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 

11108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91-30-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新竹縣  

575.33/111  

重返榮耀. 七部曲(2022.1-2022.6) / 賴

峰偉作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

湖縣政府, 11107 .-- 1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27-91-7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施政報告 

3.CST: 澎湖縣  575.33/141  

公共危險物品 : 計算題型及歷屆試

題彙編 / 游象傳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紅指南工作室, 11109 .-- 54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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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ISBN 978-626-95355-8-3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公共安全 2.CST: 消防安全  

575.864  

公安永續 安居新北 : 新北公安小組

成立 11 週年工作實錄 / 謝政達總編

審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11107 .-- 1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35-1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安全 2.CST: 新北市  

575.864  

救災體系 : 成效與變革 / 楊永年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2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117-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災難救助 2.CST: 災害應變計

畫  575.87  

民主路上 : 黨產來歸 / 林聰賢總編

輯 .-- 二版 .-- 臺北市 : 不當黨產處理

委員會, 11108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13-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政黨 2.CST: 財產 3.CST: 個案

研究  576.85  

台灣與東南亞 : 從中華民國到台灣

世代 =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 顧

長永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顧長永, 

11108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3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關係 2.CST: 政治經濟分

析 3.CST: 臺灣 4.CST: 東南亞  

578.193  

中東國家對外政治、經濟與安全關

係論文集 / 李順欽, 李登科, 馮世寬, 

陳世民等 10 位作 ; 李登科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阿拉伯文化經濟

協會, 11109 .-- 220 面; 21 公分 .-- (中

阿文庫 ; 41) .-- ISBN 978-626-95213-1-

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東問題 2.CST: 政治經濟 

3.CST: 國際關係 4.CST: 區域安全 

5.CST: 文集  578.193507  

韓國尹錫悅新政權與日韓關係 / 洪

耀南, 董思齊, 盧信吉, 林賢參作 ; 郭

育仁主編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11107 .-

- 70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6729-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外交政策 2.CST: 韓國  

578.32  

拜登亞洲行與印太安全局勢 / 蘇紫

雲, 王宏仁, 陳方隅, 楊昊, 董立文作 ; 

郭育仁主編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財

團 法 人 國 策 研 究 院 文 教 基 金 會 , 

11107 .-- 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6729-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國外交政策 2.CST: 美國亞

太政策  578.52  

美國第二 : 美國菁英如何助長中國

勢力取得世界霸權 / 艾薩克.史東.費

雪(Isaac Stone Fish)作 ; 顏涵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666-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美關係 2.CST: 美國外交政

策 3.CST: 國際關係  578.52  

從交往到遏制 : 美國的印太(亞太)戰

略與對中政策 / 李大中文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

478-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中美關係 2.CST: 亞洲問題 

3.CST: 戰略  578.52  

當代國際法引論 : 政策導向的闡述 / 

陳隆志著作 ; 廖福特, 黃昭元, 姜皇池, 

張文貞, 徐揮彥, 宋承恩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新世紀

文教基金會, 11107 .-- 6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3498-8-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國際法  579  

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獨立

評估意見 = Independent opinion on the 

second national report on the CRC / 國

家人權委員會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1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9-60-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人權公約 2.CST: 兒童福

利 3.CST: 兒童保護  579.27  

國際租稅講義 / 陳彩凰, 丁傳倫, 張智

揚, 丁英泰, 林嘉彥, 陳慧玲, 廖月波, 

張維欣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安侯

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財團

法 人 安 侯 建 業 教 育 基 金 會 發 行 , 

11109 .-- 530 面; 30 公分 .-- (KPMG 系

列) .-- ISBN 978-986-96797-7-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國際租稅 2.CST: 國際租稅法

規  579.943  

法律 

法學入門 / 李太正, 王海南, 法治斌, 

陳連順, 黃源盛, 顏厥安, 王照宇合

著 .-- 十七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04-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法哲學原理 / 黑格爾(G. W. F. Hegel)

著 ; 范揚, 張企泰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544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文庫 ; 69) .-- ISBN 978-626-343-159-1 

(平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黑格爾(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法律哲學  580.1  

法律,不只是法律 : 行為與社會事實

在法律判決時的角色 / 彼德.英格利

許(Peter W. English), 布魯斯.塞爾斯

(Bruce Dennis Sales)著 ; 龐元媛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56 面; 21 公分 .-

- (博雅文庫 ; 115) .-- ISBN 978-626-

343-043-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法律心理學 2.CST: 判決  

580.1617  

建構台灣法學 : 歐美日中知識的彙

整  = Constructing legal science in 

Taiwan :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 王泰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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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704 面; 23 公

分 .-- (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 12) .-

- ISBN 978-986-350-632-4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法學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580.933  

月旦小六法 / 陳聰富主編 .-- 三十三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19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89-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月旦簡明六法 / 黃榮堅, 許宗力, 詹森

林, 王文宇編 .-- 三十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0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810-5 (精

裝) NT$9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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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法律與生活 / 潘維大, 黃心怡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50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財稅法典 / 一品法學苑主編 .-- 十六

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 

11108 .-- 8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5629-6-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 林紀

東等編纂 .-- 93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120-

1 (精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3.CST: 判解  582.18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 黃昭元, 蔡茂寅, 

陳忠五, 林鈺雄編 .-- 四十八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49-5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四十一 / 司法院

憲法法庭書記廳編纂 .-- 初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1107 .-- 103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99-36-5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2.CST: 判例解

釋例  582.8  

日本法的饗宴 / 侯岳宏, 小林貴典, 顏

榕, 杜怡靜, 陳皓芸, 林季陽, 張惠東

合著 ;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資

料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3 公

分 .--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資料

中心叢書. 比較法學系列 ; 3) .-- ISBN 

978-957-511-799-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日本  583.31  

民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25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52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3-050-1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民法  584  

民法 : 本土案例式教材 / 王國治, 徐

名駒, 鄭錦鳳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53-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民法 2.CST: 判例解釋例  

584  

民法概要 / 陳聰富著 .-- 16 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96-

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法  584  

民法概要 / 詹森林, 馮震宇, 林誠二, 

陳榮傳, 林秀雄著 .-- 17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157-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民法  584  

民法總則 / 陳聰富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08-

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民法總則  584.1  

民法總則 / 葉啟洲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11-

2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民法總則  584.1  

歐盟被遺忘權發展及其影響 / 徐彪

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36-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網路隱私權 2.CST: 歐洲聯盟 

3.CST: 個案研究  584.111  

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 邱玟惠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15-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物權法  584.2  

債編總論逐條釋義. II, 債之效力、多

數主體之債、債之移轉與消滅 / 吳

志正, 管靜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97-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債法總論  584.3  

民法親屬新論 / 陳棋炎, 黃宗樂, 郭振

恭著 .-- 修訂十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92-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親屬法  584.4  

民法繼承新論 / 陳棋炎, 黃宗樂, 郭振

恭著 .-- 修訂十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93-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繼承  584.5  

人生理財的失落環節 : 遺產 / 李志正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

分 .-- (翻轉學系列 ; 95) .-- ISBN 978-

986-507-950-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遺產 2.CST: 財產繼承 3.CST: 

遺囑  584.53  

新刑法探索 / 張麗卿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14-3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刑法  585  

刑法概要 : 刑法總則 / 盧映潔, 李鳳

翔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87-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刑法總則 / 王皇玉作 .-- 八版 .-- 臺北

市  : 新 學 林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7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42-6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 張麗卿著 .-- 

10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7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065-5 ( 精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新刑法總則 / 林鈺雄著 .-- 10 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8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13-6 (精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刑法概要 : 刑法分則 / 盧映潔, 李鳳

翔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88-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刑法分則  585.2  

回應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

告 國 際 審 查 結 論 性 意 見 報 告  = 

Response to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from review of the ROC's initial repor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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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Corruption / 法務部廉政署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行 政 院 , 

11107 .-- 6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1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貪瀆罪 2.CST: 會議 3.CST: 文

集  585.2407  

少年事件處理法 / 陳慈幸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90-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少年事件處理法  585.78  

民事訴訟法 / 李淑明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06-8 (第 2 冊: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 / 許士宦著 .-- 第 3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784 面; 23 公分 .-- (口述講義. 

民事及家事程序法 ; 第 1 卷) .-- ISBN 

978-986-526-250-1 ( 上 冊 : 平 裝 ) 

NT$820 普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586.1  

刑事訴訟法 / 盧映潔, 李鳳翔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89-1 ( 平 裝 ) 

NT$82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 張麗卿著 .-

- 17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7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86-0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實務註釋 / 陳文

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957-

511-791-7 ( 上 冊 : 平 裝 ) NT$600 .-- 

ISBN 978-957-511-792-4 (下冊: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刑事訴訟法論 / 朱石炎著 .-- 十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9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民事上訴第三審撰狀實務 / 李永然, 

陳銘壎, 彭郁欣, 黃裴旻合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88 面; 21 公分 .-- 

(訴訟進階指引系列 ; 6) .-- ISBN 978-

957-485-507-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書狀 2.CST: 上訴  586.34  

調解學 / 姜世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93-1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調解  586.48  

芝加哥七人案 : 被審判的思想自由 / 

喬恩.維納(Jon Wiener)著 ; 成曼曼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891-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反對運動 2.CST: 衝突 3.CST: 

審判 4.CST: 美國  586.5  

我們的道路.正義與時間 : 花蓮律師

公會 50 週年專刊 / 魏鑽松, 廖學忠, 

林武順, 鍾年展, 曾泰源, 林國泰, 李

文平, 許正次, 張健河, 陳淑媛, 賴淳

良, 林國泰, 陳瓊伊, 高逸軒, 林秉嶔, 

張照堂, 李韋辰, 蔡雲卿, 魏辰州, 吳

秋樵撰文 ; 李文平, 蔡雲卿主編 .-- 初

版 .-- 花蓮市 : 花蓮律師公會, 11108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3-0-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花蓮律師公會  586.78  

商事法 / 陳櫻琴, 蔡鐘慶, 王忠一, 黃

仲宜, 顏忠漢, 郭豐榮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60-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商事法  587  

商事法 / 王文宇, 林國全, 曾宛如, 王

志誠, 蔡英欣, 汪信君合著 .-- 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12-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商事法  587  

公司法 / 潘秀菊著 .-- 12 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4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03-

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587.2  

公司法論 / 王文宇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18-

1 (精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587.2  

海商法 / 劉依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9 .-- 4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75-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海商法  587.6  

行政法 : 基礎理論與實務 / 蕭文生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9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85-3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法基本十講  / 李建良著 .-- 12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98-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法概要 / 陳意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66-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職權命令與風險行政 / 廖義男, 陳春

生, 董保城, 陳清秀, 陳淑芳, 簡玉聰, 

黃錦堂, 林明鏘, 宮文祥, 陳靜慧作 ; 

社團法人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行政法

學會,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13-6-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行政程序法 2.CST: 文集  

588.13507  

行政訴訟十講 / 李建良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 4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795-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行政訴訟法  588.16  

地方制度法釋義  / 劉文仕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53-9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地方自治 2.CST: 地方法規 

3.CST: 論述分析  588.22  

*著作權法 = Copyright Act /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編 .-- 三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 11108 .-- 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3-287-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著作權法  588.34  

法務部廉政署工作報告. 110 年度 / 

馮成, 沈鳳樑總編輯 .-- 臺北市 : 法務

部廉政署, 11107 .-- 132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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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443-93-1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1.CST: 法務部廉政署  589.13  

軍事 

戰雲密布!最強軍武百科 : 現代軍隊、

武器、規則 110 則 / 坂本雅之著 ; 蘇

聖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

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14-5-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軍事史 2.CST: 戰史 3.CST: 軍

事裝備  590.9  

宮本武藏五輪書 : 武藏兵法要義/必

勝.無敗/日本人精神與商戰思維的本

源 / 宮本武藏作 ; 林娟芳譯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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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i 生活 ; 30) .-- ISBN 978-626-

96405-2-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宮本武藏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兵法 4.CST: 謀略 5.CST: 日本  

592.098  

三国战役选评 / 林宗达着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三國研究評論叢書) .-- 正

體題名:三國戰役選評 .-- ISBN 978-

626-95092-6-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戰役 2.CST: 三國史  592.922  

三國戰役選評 / 林宗達著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三國研究評論叢書) .-- 

ISBN 978-626-95092-5-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戰役 2.CST: 三國史  592.922  

*駭客與國家 : 網路攻擊與地緣政治

新常態 / 班.布坎南(Ben Buchanan)作 ; 

王建基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

部政務辦公室, 11107 .-- 370 面; 23 公

分 .-- (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 ; 670) .-- 

ISBN 978-626-7080-33-7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家安全 2.CST: 網路安全 

3.CST: 網路戰  599.7  

臺灣的勝算 : 以小制大的不對稱戰

略,全臺灣人都該了解的整體防衛構

想 / 李喜明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8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防 2.CST: 國防戰略 3.CST: 

兩岸關係 4.CST: 臺灣  599.8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行旅者的世界史  / 蔣竹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

分 .-- (History 系列 ; 96) .-- ISBN 978-

626-335-71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史學史 2.CST: 文化史 3.CST: 

世界史  601.9  

大數據地圖與地理空間資料視覺化

設計指南 / 彭其捷, 卓易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5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042-6 ( 平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地理資訊系統 2.CST: 地圖繪

製 3.CST: 視覺設計  609.029  

中國史 

被消失的中國史 : 藩鎮割據到靖康

之難 / 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中華文明大系 ; 6) .-- ISBN 

978-986-178-611-7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疑案裡的中國史 : 民間流傳千古疑

雲 / 艾公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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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06-484-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疑案裡的中國史 : 帝王將相生死謎

團 / 艾公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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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06-483-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中國斷代史 

求古編 / 許倬雲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805 面; 21 公分 .-- (許倬雲作品集) .-

- ISBN 978-957-08-6489-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先秦史  621  

九鼎天下秦始皇 : 統一度量衡、修

築萬里長城、建阿房宮、廢分封設

郡縣、焚書坑儒......只有他來不及做

到,沒有他做不到! / 孟飛, 華斌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8 .-- 3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51-7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秦始皇 2.CST: 傳記  621.91  

天可汗李世民 : 殘忍又仁厚的雙面

帝王,玄武門梟首兄弟,皇城內逼禪父

皇,踏著手足的屍身,牽著英才的雙手,

開創不朽的盛世帝國! / 潘于真, 劉幹

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91-3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唐太宗 2.CST: 傳記  624.11  

天后聖帝武則天 : 出家還俗、宮鬥

立后,垂簾聽政、建周稱帝,蓋棺無字

碑 / 山陽, 郭豔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32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553-1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唐)武則天 2.CST: 傳記  

624.13  

蒙古帝國締造者成吉思汗 : 大敗金

兵,降伏西夏,遠征中亞,建立蒙古四

大汗國的一代天驕鐵木真 / 歐陽翰, 

楊玲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606-4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元太祖 2.CST: 傳記  625.71  

遼夏金元史 : 多元族群的衝突與交

融 / 周思成, 林鵠, 邱靖嘉, 張帆, 陳曉

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9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遼金夏史 2.CST: 元史  

6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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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起義明太祖 : 從前功高震主,一

朝兔死狗烹,嗜殺臣下卻仁愛百姓 / 

陳深名, 鹿軍士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31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98-2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明太祖 2.CST: 傳記  626.1  

大清金孫乾隆 : 內定皇帝不用爭,享

盡人間福;十全武功定盛世,難逃情愛

糾葛 / 孟飛, 華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3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594-4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清高宗 2.CST: 傳記  627.4  

民初珍史 / 張任民等著 ; 蔡登山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9 .-- 372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29)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35-0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北洋軍閥 2.CST: 民國史  

628.2  

抗戰紀聞 / 岳騫等著 ; 蔡登山主編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0 .-

- 414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30) .-- 

ISBN 978-626-7128-40-4 ( 平 裝 ) 

NT$54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民國史  

628.4  

中國文化史 

皇室原來這樣過 : 體育、飲食、婚

姻、喪葬,考驗人性的宮中生活 / 倪

方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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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3 公分 .-- 

(History ; 135) .-- ISBN 978-626-96383-

1-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中國  630  

這些語詞意思不是這樣啊! / 默石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30-1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化 2.CST: 問題集  

630.22  

中國外交史 

近代中日關係研究. 第二輯 / 陳鵬仁

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5091-9-

5 (全套:精裝) NT$12000 普遍級  

1.CST: 中日關係 2.CST: 外交史  

643.1  

中國地方志 

古地圖與金門史研究 / 陳炳容, 吳秀

琪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

縣文化局, 11108 .-- 5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68-82-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歷史 2.CST: 古地圖 3.CST: 福

建省金門縣  673.19/205.2  

那一年我在烏坵的日子 / 高丹華著 .-

- 臺北市 : 烏坵文史工作室,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6404-0-9 (全套: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福建省金門縣烏坵鄉  

673.19/205.9/111.4  

中國地理類志 

Google 地球與秦漢長城 / 邢義田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50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長城  681.6  

中國遊記 

杜甫的五城 : 一個火車迷的中國壯

遊 / 賴瑞和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爾

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39-665-6 (精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中國  690  

世界史地 

恐怖到睡不著的世界史 / 堀江宏樹

著 ; 吳亭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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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1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711  

虛假史 : 十大決定現今世界的謊言 / 

奧托.英格利希(Otto English)著 ; 吳盈

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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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9-

15-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711  

歷史與文化 : 大航海時代以後的世

界 / 胡志佳, 唐屹軒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

識教育中心, 11108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0-3-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化史  711  

人類的故事 /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著 ; 

辛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44-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世界史  713  

樹蔭的溫柔 : 第一本關於樹的情感

年表,看樹如何撩撥想像、觸動心靈、

成為生命永恆的連結 / 阿蘭.柯爾本

(Alain Corbin)著 ; 張喬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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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89-682-0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樹木 3.CST: 自

然崇拜 4.CST: 文學與自然  713  

老蟬遊記 / 劉秋蟬著 .-- 初版 .-- 雲林

縣斗六市 : 劉秋蟬, 11107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61-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福建-澎湖-臺灣 : 總結文獻中的早期

接觸(約西元 200–1450 年) / 羅德里

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著 ; 邱泰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

公司, 11108 .-- 21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38-975-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交流 2.CST: 航運史 

3.CST: 文集  730.407  

日本學指南 / 山藤夏郎, 林承緯, 柳瀬

善治, 陳志文, 楊素霞, 榊祐一, 羅曉

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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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97-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學術研究 2.CST: 文集 3.CST: 

日本  731.07  

諾門罕之夏 / 半藤一利著 ; 鄭天恩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燎原出版,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77-0-

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日俄戰爭 2.CST: 戰史  

731.278  

日本帝國的生活與空間 / 喬丹.桑德

(Jordan Sand)作 ; 胡慧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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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36-8-7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社會生活 

3.CST: 日本  731.3  

靜岡喔嗨唷! / Kayo 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117) .-- ISBN 978-986-336-42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靜岡縣  

731.74709  

*沖繩自古以來,不是日本神聖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 琉球王國的前世今

生 / 朱宥任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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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tory ; 

98) .-- ISBN 978-626-335-69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琉球  731.7881  

琉球是我們的 / 鄭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2-

32-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琉球  731.7881  

縱走日本二千哩  / 亞蘭 .布斯(Alan 

Booth)著 ; 廖素珊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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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 (當代名家旅行文學 ; MM1063Y) .-- 

ISBN 978-626-7156-20-9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徒步旅行 2.CST: 日本  731.9  

這才是真正的韓國 / 朱立熙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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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ew ; 118) .-- ISBN 978-626-

335-75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化 2.CST: 社會生活 3.CST: 

韓國  732.3  

文化與抵抗 /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巴薩米安(David Barsamian)

作 ; 梁永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立

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

986-360-195-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薩依德(Said, Edward W.) 

2.CST: 訪談 3.CST: 民族文化 4.CST: 

中東問題 5.CST: 國際衝突  735  

東南亞史 : 危險又關鍵的十字路口 /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著 ; 韓翔

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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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9-64-7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歷史 2.CST: 東南亞  738.01  

臺灣史地 

從資訊地圖看臺灣 : 用最直觀的資

訊圖表,重新認識島嶼大小事 / 王昱

堯, 賴進貴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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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

379-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圖表 2.CST: 臺灣  733  

奔赴的青春  : 二二八校園記事  = 

Youth in revolt : 228 incident on campus 

/ 王學儒, 邱羽瑄, 邱映寰, 林聖峰, 張

尹嚴, 陳永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 

11108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678-4-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二二八事件  733.2913  

臺灣原住民族與二二八事件展覽史

料專輯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編 .-- 

初版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19-52-

5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626-7119-53-2 (下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119-54-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二二八事件 2.CST: 臺灣原住

民族 3.CST: 史料  733.2913  

臺灣地名辭書. 卷廿三, 高雄市 / 施添

福總編纂 ; 林聖欽, 許淑娟編纂 ; 蔡

淑麗, 李明賢, 黃瓊慧撰述 .-- 初版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09 .-

- 7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19-59-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歷史地名 2.CST: 詞典 3.CST: 

臺灣  733.3704  

台灣活命之根 : 台灣精神 / 莊萬壽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6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323-6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化 2.CST: 言論集  

733.407  

一日深遊北台灣 : 20 條精選路線 / 葉

言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18 公分 .-- (作家作品集 ; 103) .-- 

ISBN 978-626-335-772-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733.6  

台灣老街 : 從街屋建築、城市文化、

庶民美食,看見最懷念的時代故事,尋

訪最道地的台灣味  / 許傑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16-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老街 2.CST: 人文地理 3.CST: 

臺灣遊記  733.6  

老牌新潮漫步地圖 : 老店新情味 / 莊

文松, 林珊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台灣地圖 ; 51) .-- ISBN 978-

626-320-218-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商店  

733.69  

咱台灣的味 : 收錄二十六集的在地

溫暖人情味,是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 

中華電視公司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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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59) .-- 

ISBN 978-626-96057-4-3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飲食風俗  

733.69  

草山的故事 / 吳亮衡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9 .-- 260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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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 89) .-- ISBN 978-626-335-773-

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陽明山國家公園 4.CST: 臺北市  

733.9/101.4  

偏山之城 : 這裡山綠雨又清 / 吳慧貞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1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5273-8-0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方志 3.CST: 

台北市信義區  733.9/101.4  

返潮基數 : 16 個基隆 DNA 關鍵數字 

/ 張惠媛著 .-- 初版 .-- 基隆市 : 雨都

漫步, 11107 .-- 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397-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都市發展 

3.CST: 基隆市  733.9/105.4  

臺灣民主 蘭城尋蹤 : 解說手冊 / 黃文

瀚編撰 .-- 宜蘭市 : 財團法人仰山文

教基金會, 11108 .-- 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8786-6-8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宜蘭縣  733.9/107.4  

話說五結 : 歷史跟著地名走 / 張文義, 

林秀蕙訪談 ; 張文義總編輯 .-- 初

版 .-- 宜蘭縣五結鄉 : 宜蘭縣五結鄉

公所, 11107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8-87-8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宜蘭縣五結鄉  733.9/107.9/107.4  

龍潭佳安 : 十個關於這片土地的故

事 / 潘丁菡撰稿 .-- 二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龍潭區公所, 11108 .-- 22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26-2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桃園市龍潭區  

733.9/109.9/119.1  

新埔鎮志 / 張寶釧總編輯 .-- 增修二

版 .-- 新竹縣新埔鎮 : 新竹縣新埔鎮

公所, 11108 .-- 713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91-28-9 (精裝) NT$2000 普

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新竹縣新埔鎮  

733.9/111.9/117.1  

蛻變的新埔 : 104-111 年新埔發展紀

錄 = The change of Xinpu Town / 張寶

釧, 鍾延威, 呂函螢撰稿 ; 張寶釧主

編 .-- 第一版 .-- 新竹縣新埔鎮 : 新竹

縣新埔鎮公所, 11108 .-- 26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091-29-6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新竹縣新埔鎮  

733.9/111.9/117.1  

小黑啤玩臺灣. 竹市篇 : 起大風 / 李

富生, 謝爾庭文字 ; 王睿加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68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6200-0-5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繪本 3.CST: 

新竹市  733.9/112.4  

葫蘆墩 : 豐原人文瘋 / 楊宏祥總編

輯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臺中市繁榮

葫蘆墩促進會, 11107 .-- 16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628-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臺中市豐原區  733.9/117.9/101.4  

尋蹟食旅 : 彰化 : 古蹟與美食的散步

提案 / 阿銓叔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嘉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22-1-

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古蹟 2.CST: 旅遊 3.CST: 彰化

縣  733.9/121.6  

彰化縣福興鄉 戀戀麥厝 : 情懷與傳

承 / 黃厚綿總編輯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彰化縣福興鄉麥厝社區發

展協會, 11108 .-- 1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450-0-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彰化縣福興鄉  733.9/121.9/149.2  

本地 The Place : 嘉義市 / 李佳芳, 下

港女子楊甯凱, 林家綾, 王郁敦採訪

撰稿 ; 黃銘彰主編 .-- 初版 .--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出版 ; 臺北市 : 編

集 者 新 聞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09-16-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旅遊 3.CST: 

嘉義市  733.9/126.4  

嚴選台南 : 府城食飲.綠植餐所.草藥

茶食 .古物老屋 .職人手作  / 吳靜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出版有限

公司 , 11110 .-- 224 面; 22 公分 .-- 

(Taiwan ; 11) .-- ISBN 978-986-336-425-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臺南市  

733.9/127.6  

雲淡風輕 123 : 原台南測候所.兩甲子

故事集 1898~2021 / 張玉璜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1107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21-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氣象臺 2.CST: 古蹟 3.CST: 歷

史 4.CST: 臺南市中西區  

733.9/127.9/105.6  

行佇咱的路 : 內門中埔講古 / 蘇振, 

卓秋枝, 游榮祥, 游金葉, 游富美, 游

綢, 鍾蕭含笑, 鄭永辰, 石嘉陞, 石岱

于, 謝清雄, 林榮元, 謝順安, 高菊蓮, 

薛景川, 林秋菊, 李文瑞, 林三志, 鄭

忠信, 鄭榮調, 蕭偵何, 謝能春, 謝林

審口述 ; 石岱于, 邱詠瑄, 姚佳妮, 施

馬懿, 翁家宏, 張正揚, 張雅婷, 陳亭

瑾, 傅雅祺, 游步廣, 黃森蘭, 鍾安, 譚

定宜訪談.撰文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 高雄市旗美

社區大學, 11107 .-- 1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1134-2-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高雄市內門區  733.9/133.9/113.4  

內埔田野旅行 / 曾喜城等著 .-- 初

版 .-- 屏東縣內埔鄉 : 屏東縣文化資

產維護學會, 11108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5022-7-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屏東縣內埔鄉  733.9/135.9/107.1  

澎湖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21 屆 / 

張美惠總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

市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1108 .-- 2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92-

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文集 3.CST: 

澎湖縣  733.9/141.07  

澎湖傳說 : 三十人公廟與龍德宮 = 

Legends of Penghu : the Temple of 

Thirty Men and Longde Temple / 林寶

安, 張宏宇, 林妍伶故事創作 ; 徒瑞福

Torulf Karlsson 英文作 .-- 初版 .-- 澎

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 11108 .-- 24 面; 21X30 公分 .-- 

(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海洋故

事繪本系列)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7-89-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歷史 2.CST: 民間信仰 3.CST: 

繪本 4.CST: 澎湖縣馬公市  

733.9/14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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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湖 傳 說  : 四 眼 井 與 萬 軍 井  = 

Legends of Penghu : the four-eyed well 

and the well of ten thousand soldiers / 林

妍伶, 張宏宇故事創作 ; 徐雅琦, 王意

婷英文作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11108 .-- 

24 面; 21X30 公分 .-- (澎湖縣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 海洋故事繪本系列)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427-90-0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井 2.CST: 歷史 3.CST: 繪本 

4.CST: 澎湖縣馬公市  

733.9/141.9/101.2  

歐洲史地 

改變全世界的軍事衝突 : 第一次世

界大戰 : 20 世紀初,一場全球性的軍

事衝突,導致全世界面臨空前的浩劫 

/ 加里.謝菲爾德(Gary Sheffield)作 ; 華

威國際編輯部譯 .-- 新北市 : 華威國

際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56-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第一次世界大戰  740.272  

不只是盛宴 : 餐盤裡的歐洲文化史 / 

周惠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0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歐洲  740.3  

超圖解英國史 : 從政經外交到藝術

文化,全方位了解大不列顛兩千年 / 

島崎晉著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

413-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英國史  741.1  

野生的東歐 : 偏見、歧視與謬誤,毒

舌背包客帶你認識書上沒有寫的歐

洲. 中 / 法蘭西斯.塔朋(Francis Tapon)

著 ; 賴堯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9 .-- 384 面; 21 公

分 .-- (八旗國際 ; 21) .-- ISBN 978-626-

7129-63-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東歐  744.09  

不只有巧克力 你想知道的立陶宛 / 

楊寧雅 Janin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閱樂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80 面; 21 公分 .-- (旅遊文化 ; 1) .-- 

ISBN 978-626-95824-6-4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立陶宛  747.819  

看得見的世界史 : 俄羅斯 / 肖石忠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29-417-2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俄國史  748.1  

烏克蘭 : 從帝國邊疆到獨立民族,追

尋自我的荊棘之路 / 謝爾希.浦洛基

(Serhii Plokhy)著 ; 曾毅, 蔡耀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51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08-6490-8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烏克蘭史  748.752  

美洲史地 

智利史 : 山海環繞的絲帶國 / 何國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05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491-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智利史  758.11  

非洲史地 

尋找非洲的白種人 : 聖經故事、殖

民探險到人種假說,一段尋找人類起

源 的 歷 史  / 羅 賓 森 (Michael F. 

Robinson)著 ; 梁永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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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573-6 (平裝) NT$599 普

遍級  

1.CST: 非洲史 2.CST: 人種學 3.CST: 

白種人 4.CST: 文化研究  760.23  

古埃及 : 揭開神祕古文明面紗 / 伊恩.

蕭(Ian Shaw)著 ; 趙睿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64-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古埃及 2.CST: 文明史 3.CST: 

埃及文化  761.3  

傳記 

青春造反 : 成為未來力的你!25 個渴

望改變世界的行動者故事 / 班雅明.

柯諾德勒(Benjamin Knödlerr), 克莉絲

汀.柯諾德勒(Christine Knödler)著 ; 黃

慧珍(Magda Huang)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菓

子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8 .-- 208 面; 24 公

分 .-- (Denken) .-- ISBN 978-626-96396-

0-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社會互動 

3.CST: 利他行為  781  

遙想當年人物 / 陳遠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8 .-- 196 面; 21

公分 .-- (Do 人物 ; 82)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28-1-7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傳記  781  

世紀今日 : 這一天,一個靈魂喚醒另

一個靈魂. 10 月-12 月 / 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80-06-8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這一天,一個靈魂喚醒另

一個靈魂(1 月~3 月) / 郝廣才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0-03-7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這一天,一個靈魂喚醒另

一個靈魂. 4 月~6 月 / 郝廣才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0-04-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世紀今日 : 這一天,一個靈魂喚醒另

一個靈魂. 7 月~9 月 / 郝廣才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0-05-1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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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帝國 : 大清滅亡將至,這些人都

在做些什麼? / 鳳凰衛視|鳳凰書品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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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83-0-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清代 3.CST: 中國  

782.2  

這群古人不簡單. 3, 鋤強扶弱 / 庄宏

安編著 ; 徐有武繪圖 .-- 初版 .-- 臺南

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073-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傳記 2.CST: 歷史故事 3.CST: 

中國  782.2  

這群古人不簡單. 4, 忠孝節義 / 庄宏

安編著 ; 徐有武繪圖 .-- 初版 .-- 臺南

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074-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傳記 2.CST: 歷史故事 3.CST: 

中國  782.2  

正說大清十二帝  / 劉雅琳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118) .-- ISBN 978-986-402-370-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清代 

4.CST: 中國  782.27  

正說大明十六帝  / 劉雅琳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117) .-- ISBN 978-986-402-369-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明代  

782.276  

那段難忘的歲月 : 浯鄉人物專訪 / 寒

玉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

縣文化局,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68-79-8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傳記 3.CST: 福

建省金門縣  782.631/205  

百世兵家之師孫武 : 著書立說,進獻

兵法,率軍破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顯名諸侯! / 岳展騫, 熊偉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8 .-- 24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90-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周)孫武 2.CST: 傳記  

782.817  

臥睡之龍諸葛亮 : 草船借箭、借東

風贏得赤壁之戰,且看孔明如何從躬

耕隴畝至一代謀士 / 岳展騫, 吳靜娜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95-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三國)諸葛亮 2.CST: 傳記  

782.823  

不愚忠的抗命將軍岳飛 : 於兵荒馬

亂中誕生,領岳家軍殺敵無數,不畏權

勢,成為一代抗金名將! / 山陽, 馬貝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0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04-0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宋)岳飛 2.CST: 傳記  

782.852  

祕檔解讀 : 戴笠與軍統 = Top secret : 

Tai Li and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 孫瀟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 

11107 .-- 冊 .-- (說史敘事 ; 4-5) .-- 

ISBN 978-626-7157-29-9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57-30-5 (下

冊: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戴笠 2.CST: 傳記  782.886  

高貴的失敗者 : 日本史上十個悲劇

英 雄 的 殞 落  / 伊 文 . 莫 里 斯 (Ivan 

Morris)著 ; 李靜怡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8-151-5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日本史  783.12  

你必須認識的韓國人 : 韓國 50 名人

列傳 / 知韓文化協會[作]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知韓文化協會,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879-1-

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韓國  783.21  

重生效應 : 自己的人生就要自己定

義 十位更生人重新定義人生的精采

展現 = Rebirth effect / 何金樹, 林孟偉, 

張登凱, 張逸忠, 曾敬道, 楊國輝, 廖

國斌, 劉文中, 錢柏均, 蔡林良合著 ; 

卓天仁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巔峰

潛能有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183-4-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人物志  

783.31  

雲端時代你該有的溫柔斜槓 : 11 個

兼顧家庭與人生的優秀女性人生典

範 / 楊雅如, YiLing, 鍾佑妮, Avita, 林

貞妏, COCO, 楊雅純, Jennifer, 周佳雯, 

連瑩, 趙玉霜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53-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臺灣傳記  

783.318  

人海共濟 : 南方澳「百位戰風戰湧

討海人」生命故事 / 陳財發, 黃麗惠, 

李阿梅, 吳淑菁撰文 .-- 初版 .-- 宜蘭

縣蘇澳鎮 : 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

會, 11108 .--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059-3-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漁業 3.CST: 

人物志 4.CST: 訪談 5.CST: 宜蘭縣蘇

澳鎮  783.36/107  

員林 500<<堅持>>的故事  = Yuan 

Lin's story 500 / 齊瓦哥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左上角企劃顧問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80633-7-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人物志 

3.CST: 訪談 4.CST: 彰化縣員林市  

783.36/121  

崇德奬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傳

記. 第四屆 / 王禹生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會, 11108 .-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415-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人物志 

3.CST: 職場成功法 4.CST: 高雄市  

783.36/131  

大其心 : 全美電信第一華人,貝爾實

驗室全球執行副總裁許濬回憶錄  / 

許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36

面; 23 公分 .-- (People ; 487) .-- ISBN 

978-626-335-754-9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許濬 2.CST: 回憶錄  

783.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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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長 : 林石甫教授追思紀念特

輯 = Professor Shih-Fu Ling 1948-2021 

/ 陳彩雲總編輯 .-- 臺中市 : 任漢平美

術館, 11108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110-8-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林石甫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不待黃昏的貓頭鷹 : 陳紹馨的學術

生命與臺灣研究  / 鄭力軒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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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368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究先行者

叢書 ; 6) .-- ISBN 978-986-350-634-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陳紹馨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社會學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四年級前段班 / 蔡秀菊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294-328-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蔡秀菊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任景讓將軍傳略傳世全集 / 任世重

著 .-- 增訂 1 版 .-- 臺北市 : 任世重, 

11108 .-- 275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91-0 (精裝) 普遍級  

1.CST: 任景讓 2.CST: 軍人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我的青芽歲月 / 鍾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 336 面 ;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88) .-- ISBN 978-986-450-472-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鍾玲 2.CST: 作家 3.CST: 自傳 

4.CST: 臺灣  783.3886  

杏壇生涯 : 黃秀政口述訪談紀錄 / 黃

秀政受訪 ; 蕭碧珍, 楊絲羽採訪.紀

錄 .-- 初版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11109 .-- 2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61-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黃秀政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訪談  783.3886  

孤芳自賞 : 我和臺中一中的結緣史 = 

Solitary self-admiration / 陳長庚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陳長庚,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82-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陳長庚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金門情深深 / 方亞先著 .-- [金門縣金

城鎮] : 薛芳千, 11107 .-- 冊 .-- ISBN 

978-626-01-0320-0 ( 上 冊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626-01-0321-7 (下

冊: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方亞先 2.CST: 自傳 3.CST: 福

建省金門縣  783.3886  

城市.程式 : 打造幸福臺北市,黃珊珊

堅持初心的體制改革之旅 / 黃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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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View point ; 112) .-- ISBN 

978-626-318-386-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黃珊珊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公共行政 4.CST: 台北市  

783.3886  

拾景文回憶錄 / 拾景文作 .-- 一版 .-- 

臺中市 : 奇果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071-2-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拾景文 2.CST: 回憶錄  

783.3886  

紅人館 / 陳國財作 .-- 臺北市 : 橋樑

文化工作室, 11107 .-- 6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280-5-0 ( 平 裝 ) 

NT$888 普遍級  

1.CST: 陳冠宇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現聲說法 : 一位資深法官的回憶錄 / 

李相助口述 ; 范立達執筆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56 面; 21 公分 .-- (博雅

文庫 ; 14) .-- ISBN 978-626-343-044-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李相助 2.CST: 法官 3.CST: 回

憶錄  783.3886  

陳千武文學筆記  / 吳櫻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若水文學學會, 陳

千武文學協會(籌備處),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246-2-

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陳千武 2.CST: 作家 3.CST: 傳

記 4.CST: 臺灣  783.3886  

尋根 : 國際名廚 Nobu 的真味信念 / 

李昂, 韓良憶, 初聲怡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28

種 )(Forward ; 59) .-- ISBN 978-626-

7181-0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李信男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森羅萬象 展夢人生 / 謝森展作 .-- 臺

北市  : 創意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567-80-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謝森展 2.CST: 回憶錄 3.CST: 

臺灣  783.3886  

游勝雄傳奇錄 : 美國維達土地開發

集團總裁游勝雄的傳奇回憶 / 游勝

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郭承平 , 

111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6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游勝雄 2.CST: 傳記  

783.3886  

歲月三章 / 李致遠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98-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李致遠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境隨心轉,C'est la vie : 李承仲董事長

勵志人生指南超展開,打造你想要的

人生! / 李承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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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65-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李承仲 2.CST: 傳記 3.CST: 人

生哲學  783.3886  

謝文達傳 : 臺灣首位飛行員 / 謝東漢, 

吳餘德著 .-- 1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

國航空史研究會, 11108 .-- 冊 .-- (航

空史料 ; 8) .-- ISBN 978-957-28533-6-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謝文達 2.CST: 飛行員 3.CST: 

空軍 4.CST: 傳記 5.CST: 中國  

783.3886  

觀圖.觀文.觀歷史 : 八十人生家國紀

事 / 趙立年著作 .-- 臺中市 : 哈姆雷

特文化行銷有限公司, 11109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7543-4-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趙立年 2.CST: 傳記  

783.3886  

葉慈 : 唯獨一人,愛你那朝聖者的心,

一本書讀懂愛爾蘭詩人葉慈 / 大風



68 

 

文創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93-0-4 (平

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葉慈(Yeats, W. B.(William 

Butler), 1865-1939) 2.CST: 傳記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愛爾蘭  

784.198  

法國小說之父巴爾札克 : 社會鷹眼,

看穿階級與金錢的糜爛塵世;筆底流

光,兩千凡人無非是主角 / 李詩禹, 熊

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46-0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巴爾札克(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 2.CST: 作家 3.CST: 傳記 

4.CST: 法國  784.28  

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 : 海上男兒的

自由俊逸是他的文章風格,犀利冷凝

的觀察眼光是他的創作繆思 / 李詩

禹, 華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648-4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莫泊桑(Maupassant, Guy de, 

1850-1893) 2.CST: 作家 3.CST: 傳記 

4.CST: 法國  784.28  

量子天才第二春 : 精彩人生急轉彎 / 

馬庫斯.施米可(Marcus Schmieke)著 ; 

王方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優善

時空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17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5385-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施米可(Schmieke, Marcus) 

2.CST: 自傳 3.CST: 德國  784.38  

昨日世界 : 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 史蒂

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著 ; 史行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大雁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86-8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茨威格(Zweig, Stefan, 1881-

1942) 2.CST: 回憶錄  784.418  

科學革命者伽利略 : 上知日月星相,

下知力學慣性,揭發真相的探索者,百

折不屈的科學人生 / 潘于真, 馬貝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8 .-- 22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25-5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

1642) 2.CST: 傳記  784.58  

樂高人生 : 我的族譜 / 延斯.安德森

(Jens Andersen)著 ; 楊明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9 .-- 3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74-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克里斯提安森家族

(Christiansen family) 2.CST: 傳記 

3.CST: 企業經營 4.CST: 丹麥  

784.737  

打得開心,贏得漂亮 : 麥可.戴爾從創

辦人到領導者的生存之戰 / 麥可.戴

爾(Michael Dell)作 ; 陳珮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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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亞當

斯密 ; 18) .-- ISBN 978-626-7092-75-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戴爾(Dell, Michael) 2.CST: 企

業家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785.28  

美國文學之父馬克.吐溫 : 飽含開拓

的精神與粗獷的幽默,以誇張性的冒

險故事與生動的人物素描,開創屬於

美國文學的一片天 / 潘于真, 何水明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47-7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吐溫(Twain, Mark, 1835-1910) 

2.CST: 傳記  785.28  

葛超智紀念文集 / 杜祖健主編 ; 蔡岳

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6-49-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葛超智(Kerr, George H., 1911-

1992) 2.CST: 傳記 3.CST: 文集  

785.28  

陳氏百九公族譜 / 陳美玲總編輯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臺灣省桃園縣陳

氏百九公祭祀公業族譜編修委員會, 

11108 .-- 5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401-0-2 (精裝) 普遍級  

1.CST: 陳氏 2.CST: 族譜  789.33  

紫雲同安汶水華房黃氏家譜 / 浯洲

汶水 華房 黃氏 家譜 編修 委員 會修

編 .-- 金門縣金沙鎮 : 財團法人金門

縣汶浦黃氏宗親基金會, 11108 .-- 488

面 ; 30X42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11-0-9 (精裝) 普遍級  

1.CST: 黃氏 2.CST: 族譜  789.33  

臺灣北海岸客家 : 阿里磅練氏族譜

與地方社會 / 洪馨蘭作.計畫主持 ; 練

肇嘉協同主持 .-- 初版 .-- 南投市 : 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

會, 11109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56-3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1.CST: 練氏 2.CST: 客家 3.CST: 族譜 

4.CST: 家族史  789.33  

文物考古 

物見 : 48 位物的閱讀者,與他們所見

的世界 = Seeing : 48 object readers and 

their worlds / 柯律格, 喬迅, 巫鴻, 高彥

頤, 梅玫, 羅森, 李雨航, 板倉聖哲, 謝

明良, 班宗華, 竹浪遠, 余佩瑾, 塚本

麿充, 劉宇珍, 米凱, 賴毓芝, 施靜菲, 

史彬士, 孟絜予, 林麗江, 盧慧紋, 王

淑津, 馬孟晶, 李慧漱, 彭盈真, 胡素

馨, 霍吉淑, 雷德侯, 陳愷俊, 吳曉筠, 

邱士華, 黃蘭茵, 森達也, 文以誠, 芬

萊, 劉宓亞, 葉凱蒂, 石慢, 宮崎法子, 

蔡家丘, 魏瑞明, 蔡九迪, 劉禮紅, 小

林宏光, 馬雅貞, 王靜靈, 趙金勇, 顏

娟英作 ; 胡宗香, 薛芸如, 洪婕憶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85 面; 23 公分 .-

- (遠足 panorama ; 1) .-- ISBN 978-986-

508-152-2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美術考古 2.CST: 文物研究 

3.CST: 藝術評論 4.CST: 文集  

790.1607  

徐州漢玉 / 徐州博物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眾志美術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楊建芳師

生古玉研究會圖錄系列 ; 10) .-- ISBN 

978-986-95338-4-3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1.CST: 古玉 2.CST: 圖錄  794.4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中英日詞彙實用 3400 : 交通、購物、

追劇、旅行,日常生活絕對用得到的

單字大全 / 檸檬樹英日語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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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檸檬樹國際

書版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3 公

分 .-- (三國語言系列 ; 8) .-- ISBN 978-

986-92774-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英語 3.CST: 日語 

4.CST: 詞彙  801.72  

漢藏語同源詞綜探 / 全廣鎮著 .-- 增

訂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

限公司, 11107 .-- 4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5-1890-9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漢藏語系 2.CST: 詞源學  

801.82  

中國訓詁學 / 周何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0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訓詁學  802.1  

成語四格漫畫. 2 / 木海著 ; souart 繪 .-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蘋果文

庫 ; 139) .-- ISBN 978-626-320-214-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漫畫  

802.183  

*識漢字讀本 : 河洛語增廣賢文 / 陳

文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棲息意

識實體化研發所, 11107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17-4-7 (平裝) 

NT$1660 普遍級  

1.CST: 漢字 2.CST: 閩南語 3.CST: 讀

本  802.2  

中文悅學堂 : 閱讀寫作雙導引 / 林于

盛, 高美芸, 陳猷青, 蔡文彥, 賴素玫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096-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寫作法  802.3  

新詳解國語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編

輯群編著 .-- 修訂五版 .-- 臺南市 : 世

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600 面; 15 公分 .-- (中文字典系列 ; 

3) .-- ISBN 978-626-313-075-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閩南語音字分清楚. 1 : 語言用字暨詞

彙分類 / 鄭安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103-4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語音 3.CST: 詞

彙  802.52324  

閩南語音字分清楚. 2 : 類似音字暨多

音錯音 / 鄭安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104-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語音 3.CST: 詞

彙  802.52324  

(國民營事業)國文(論文寫作) / 黃淑

真, 陳麗玲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20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作文  802.7  

(升科大四技)國文完全攻略 / 李宜藍

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29-0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日常生活華語. 尼泊爾篇 / 郭妍伶, 王

志偉, 王柔方, 陳煒翰合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學

系, 111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232-2-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當代中文課程. 3-1, 課本 / 王瓊淑, 盧

翠英, 盧德昭編寫 ;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教學中心, 11109 .-- 2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2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當代中文課程. 3-2, 課本 / 王瓊淑, 盧

翠英, 盧德昭編寫 ;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教學中心, 11109 .-- 2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3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當代中文課程. 3-3, 課本 / 王瓊淑, 盧

翠英, 盧德昭編寫 ;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教學中心, 11109 .-- 2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3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好學五十音字帖(教科書字體)(寂天

雲隨身聽 APP 版) / 葉平亭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43-5 (16K 平裝)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音 3.CST: 假名  

803.1134  

我的菜日文 : 輕鬆記住 50 音 / 雅典

日研所企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典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全民學日語 ; 70) .-- ISBN 

978-626-95952-9-7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音 3.CST: 假名  

803.1134  

馬上聽!馬上唸!馬上寫!自學日語 50

音 / 雅典日研所企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 320 面; 21 公分 .-- (全民學日語 ; 

70) .-- ISBN 978-626-96423-1-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音 3.CST: 假名  

803.1134  

日語漢字讀音字典 / DT 企劃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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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65-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日語漢字 2.CST: 讀音  

803.114  

日語類義表現 / 黃淑燕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鴻儒堂出版社, 11109 .-

- 608 面; 21 公分 .-- (日語語法系列) .-

- ISBN 978-986-6230-69-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sugoi 日本語. I(手機學日語版) / 王曉

芸, 王靖絜, 馮湘鈞, 郭德信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5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本便利商店 : Nippon 所藏日語嚴

選講座 = 日本のコンビニ。  / EZ 

Japan 編輯部著 ; 田中裕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128 面; 28 公分 .-- 

(Nippon 所藏 ; 17) .-- ISBN 978-626-

7164-33-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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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前千萬不要看!圖解美食日語 / 

Live 互動日本語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41-67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服務業日語 : 套用、替換、零失誤!

第一線人員最實用,100%提高業績的

全方位日本語應對指南 / 田中實加, 

松川佳奈, 劉馨穜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9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4-232-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3.CST: 服務

業  803.188  

初學日文的第一堂會話課 / Mei Liao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

公司,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98-2 (平裝) NT$379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超百搭實用日語會話 / 雅典日研所

企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1 公

分 .-- (全民學日語 ; 69) .-- ISBN 978-

626-95952-8-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超高命中率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

(情境單字、單字模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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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32 面; 

21 公分 .-- (捷進日檢 ; 12) .-- ISBN 

978-986-246-712-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精修版新制

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聽力 N3 / 吉

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林太

郎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13) .-- ISBN 

978-986-246-711-4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3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躺著背韓語單字 2000 / 朴永美, 林大

君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韓語

系列 ; 20) .-- ISBN 978-626-96215-4-5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詞彙  803.22  

有故事的韓國語文化 / 趙楨順, 朴娜

英, 丘多慧著 ; 陳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 

11107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63-0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超人氣韓劇教你的實用韓文表達  : 

機智醫生生活、雖然是精神病但沒

關係、愛的迫降 / 南姞任, 金鎮雄, 宋

賢珠, 安義正, 黃银霞, 徐恩英, 吳善

姈, 李秀真, 玄英熙作 ; 龔苡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 (EZ Korea ; 41) .-- ISBN 978-626-7164-

31-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全 圖 解 、 10 倍 速 韓 語 會 話  / 

Krongkwan Chimnarong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 51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07-

199-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會話  803.288  

越南語商務會話  / 陳凰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系列 ; 109) .-- ISBN 978-986-5560-82-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越南語 2.CST: 商業 3.CST: 會

話  803.7988  

自學印尼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 / 張倩

倩(Ingrid Dominica)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語研學院出版社, 11109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466-9-5 (平

裝) NT$449 普遍級  

1.CST: 印尼語 2.CST: 讀本  

803.9118  

西班牙語初級入門 / 陳怡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3 公分 .-- (語言學

習 ; 24) .-- ISBN 978-626-320-215-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西班牙語 2.CST: 讀本  

804.78  

這不是英語 : 從語言看英美文化差

異的第一手觀察誌 / 艾琳.莫爾(Erin 

Moore)著 ; 劉泗翰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

房 ; FS0061X) .-- ISBN 978-626-315-

17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言學習  805.1  

100 First Words 給小小孩的中英 100

單字書. 2, 城市篇 / 愛德華.安德伍德

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07-705-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SHTB: 詞

彙書--3-6 歲幼兒讀物  805.12  

用自然發音串記單字不用背 : 以風

靡全球的「心智圖」概念,利用「音

形相近」的字母組快速牢記 1200 個

基礎英單 / 邱律蒼, 劉容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31-4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兩千單字圖像記憶法 : 讓你記憶單

字的效率提高 3-10 倍 / 高嫚 Ivana 

Kao 作 .-- 初版 .-- [彰化市] : 高嫚講

堂, 11107 .-- 50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332-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彙  805.12  

玩轉字首字根 : 理科英文單字這樣

記好簡單! / 清水建二, すずきひろし

作 ; 馬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

納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56-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基礎英文字彙力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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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8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孩子的第一本英文拼讀書 / 路易思, 

楊淑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進出

版有限公司, 11108 .-- 16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95328-5-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發音  805.141  

英文發音全圖解 : 母音子音大補帖,

孩子輕鬆學發音,從小贏在起跑點 / 

吳芸蓁, 潘妍潔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心文創, 11109 .-- 264 面; 20X21

公分 .-- (英語館 ; E011) .-- ISBN 978-

626-96360-0-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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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英語 2.CST: 發音  805.141  

英打自然發音法(phonics) / 林漢忠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11107 .-- 6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68-9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發音  805.141  

公關界帝王羅蘭的五堂英文課 : 能

量爆表的七十則名言,讓你不僅學會

英 文 , 更 找 回 鋼 鐵 之 心 的 自 信  / 

ROLAND, 田中茂範著 ; 童唯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73-05-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搭配詞的力量. 動詞篇 = The power of 

collocations / 王梓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外語達人 ; 24) .-- 

ISBN 978-986-5560-81-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動詞  805.165  

(升科大四技)英文完全攻略 / 劉似蓉

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23-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國民營事業)英文 / 劉似蓉編著 .-- 第

十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2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文 2.CST: 讀本  805.18  

信天翁號上的獵鷹 (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 Scott Lauder, Walter 

McGregor 作 ; 蔡裴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46-6 (25K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第一本整合各大英文測驗的聽力練

習 : 新制多益 X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X

英檢初中級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原來如

此 ; E262) .-- ISBN 978-626-7116-17-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黃玟君的觀念英文閱讀. 2, 如何快速

看懂文章 / 黃玟君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

61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即選即用銀行英語會話 / 楊曜檜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114-0 (平裝附光

碟片) NT$53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銀行業 3.CST: 會

話  805.188  

IELTS 雅思分類字彙 / Logoport 作 ; 

留嘉伶,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2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616-

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詞彙  805.189  

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 聽

力&口說模擬試題+解答  / 張文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423-0-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能力測驗  

805.189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 中高級閱讀

測 驗  = Access to GEPT : reading 

test(high-intermediate) / 顧叔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82-4-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 中高級聽力

測 驗  = Access to GEPT : listening 

test(high-intermediate) / 林淑雯, 譚延

綸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196 面; 26 公

分 .-- (堂奧書碼 ; TA0154) .-- ISBN 

978-626-95682-5-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新制全民英檢 GEPT 初級聽力&閱讀

測驗 10 回試題包 : 全新題型 / Sean 

Kenny, Eric Sabatino, Jacalyn Bonda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8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問題集  

805.1892  

50 天搞定新制多益核心單字隨身讀 /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 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40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8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考遍天下無敵手全新制多益 TOEIC

模擬試題+解析(虛擬點讀筆版) / 白

熒植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

教育集團-不求人文化, 11108 .-- 5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99-7-

8 (平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多益金色證書核心英單 1500 : 

600-900 分高效學習(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寶塔教育集團語言教育研

究中心著 ; 蔡裴驊, 賴祖兒, 關亭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5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0-142-8 (25K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新制多益聽力搶分訓練營 : 3 STEPS

打造高效聽力腦(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 Park Hye-young, Jeon Ji-won, 

Joseph Bazil Manietta 著 ; 關亭薇, 蔡

裴驊, 蘇裕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

149-7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心智圖 : 德語單字連鎖記憶法 / 格蘭

慕勒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德語系

列 ; 3) .-- ISBN 978-986-5544-91-1 (平

裝附光碟片) NT$350 普遍級  

1.CST: 德語 2.CST: 詞彙  805.22  

*華德來 : 德語文法小撇步 / 黃惠慈

編輯 .-- 二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技大

學師資培育中心, 11107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27-78-2 (上冊: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德語 2.CST: 語法  805.26  

用德語說臺灣文化 : 福爾摩沙印象 = 

Formosa auf Deutsch : mehr als ein 

Reiseführer / 姚紹基, 黃逸龍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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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繽紛外語

系列 ; 110) .-- ISBN 978-986-5560-79-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德語 2.CST: 讀本 3.CST: 臺灣

文化  805.28  

*華德來 : 初級德語教材 / 黃惠慈作 .-

- 二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技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 11107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27-79-9 (下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德語 2.CST: 讀本  805.28  

初學俄語讀本 / 凃文慈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64-6-

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俄語 2.CST: 讀本  806.18  

信不信由你 一週開口說阿拉伯語 / 

鍾念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

際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

分 .-- (繽紛外語系列 ; 114) .-- ISBN 

978-986-5560-80-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阿拉伯語 2.CST: 讀本  

807.88  

文學 

書寫與差異  / 雅克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 ; 張寧譯 ; 國立編譯館主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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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592 面; 

21 公分 .-- (麥田人文 ; 79) .-- ISBN 

978-626-310-286-6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文學哲學  810.1  

我為何寫作  / 喬治 .歐威爾 (George 

Orwell)著 ; 張弘瑜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06-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歐威爾(Orwell, George, 1903-

1950) 2.CST: 寫作法  811.1  

華文創意寫作與跨媒體實踐 / 梁慕

靈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262 面; 23 公分 .-- (新.座標 ; 

40)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36-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2.CST: 教學研究 

3.CST: 媒體 4.CST: 文集  811.1  

不學無術 : 從標點符號、期末報告

到專書寫作 / 謝世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46-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論文寫作法  811.4  

論文寫作方法與格式  =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 a complete guide / 孟樊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3 公

分 .-- (研究方法叢書) .-- ISBN 978-

986-298-405-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論文寫作法 2.CST: 研究方法  

811.4  

英中筆譯教學 : 理論、實務與研究 / 

廖柏森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613-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翻譯學  811.7  

客語司儀腳本彙編 / 古宜玉, 何石松, 

宋宜芳, 林登濱, 林明志, 周金水, 邱

雯琳, 邱龍英, 胡玉琴, 徐貴榮, 高政

強, 梁華君, 傅煒耀, 傅鳳英, 彭賢祥, 

曾曉, 黃金利, 黃瑞雲, 葉玉珍, 葉倫

崇, 詹鋐泉, 鄒欣倫, 鄒棋原, 廖新煋, 

歐冬蓉, 鄧凱丰, 謝致宜, 謝惠琴, 鍾

潤城, 戴秀華作 ; 唐春榮, 林登濱合

編 .-- 初版 .-- 桃園市 : 社團法人桃園

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11107 .-- 238 面; 

25 公分 .--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系列叢書) .-- ISBN 978-626-96371-0-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演說術 2.CST: 腳本 3.CST: 客

語  811.9  

世界童話 = World of tales / 陳俐妤編

著 ; 吳玉婉, 謝乃禹, 莊婉媚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16X17 公

分 .-- (故事小百科 ; 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072-2 (精裝) 普遍

級  

 815.96  

中國文學 

回憶創造社 / 張資平原著 ; 曾祥金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9 .-- 290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7128-37-4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創造社 2.CST: 歷史  820.64  

晚清海外旅行書寫的異國形象 / 陳

室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3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 800009) .-- 

ISBN 978-986-478-707-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旅遊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20.7  

文學賞析 : 閱讀嘉年華 / 亞洲大學中

文編輯小組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348-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鑑賞  

820.77  

中國茶文學的文化闡釋 / 周聖弘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3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1-94-5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文學評論  820.9  

典型在夙昔 : 經世濟民情懷書寫 / 林

宜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68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古典文學叢

刊 ; 803018) .-- ISBN 978-986-478-708-

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2.CST: 文學評論  

820.9  

世變中的畫意詩心 : 晚清民初題畫

詩詞研究 / 柯秉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107 .-

- 5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91-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題畫詩 2.CST: 詩評 3.CST: 詞

論 4.CST: 清代  820.9107  

詩中「詩」 : <<全唐詩>>中論詩詞

彙之考察 / 吳品萫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

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8 .-- 432 面; 21

公分 .--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 

155) .-- ISBN 978-986-350-628-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唐詩 2.CST: 詩評 3.CST: 詞彙  

821.84  

中國文學總集 

評註古文辭類纂 / 姚鼐輯 ; 王文濡評

註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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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ISBN 978-

957-15-1892-3 (全套 :平裝 ) NT$2000

普遍級  

 830  

<<詩經>>裡的草木手記 / 王張應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9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394-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詩經 2.CST: 研究考訂  

831.18  

小學生唐詩 50 首,閱讀必勝 / 齊格飛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3-133-1 (第 1 冊:平裝附光

碟片) NT$300 .-- ISBN 978-626-343-

134-8 (第 2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831.4  

圖說 : 新古文觀止的故事 / 高詩佳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11-9 (平裝附

光碟片) NT$320 普遍級  

 835  

文學如是說 : 素養與體用的迴旋舞 / 

洪英雪, 洪然升, 周翊雯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38-6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博思行遊 : 大學國文新編 / 王韻如, 

余寶貝, 邱秀春, 陳昭利, 陳素華, 黃

麗香, 黃麗華, 賴玉樹, 簡淑慧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1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9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實用中文 / 吳連堂, 伍純嫺, 金清海, 

丁孝明, 康維訓, 呂立德, 王玉佩, 陳

龍騰, 林秀珍, 陳祺助編著 ; 金清海, 

伍純嫺主編 .-- 二版 .-- 高雄市 : 麗文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0-205-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閱讀與書寫的繽紛樂章 / 呂春明, 周

芳敏, 徐玉美, 許煜青, 陳怡如, 陳姿

夙, 張苾芳, 黃美玉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

35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點閱菁華 : 中文閱讀與表達 / 林勝彩, 

夏怡芸, 陳正宜, 費泰然, 曾德宜, 劉

香蘭, 劉智妙, 盧景商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

34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勞美玉詩文集 / 勞美玉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107 .-- 202 面; 21 公分 .-- 部

分內容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95657-7-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48.7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夢的標點 : 田原年代詩選 / 田原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

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387-603-8 (平裝) 普遍級  

 851.487  

心靈漫遊 = Mind wandering and words 

/ D.G. Lampaulus 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糊塗里國際有限公司, 11107 .-- 

171 面 ; 24 公 分  .-- ISBN 978-626-

95558-1-9 (平裝) NT$368 普遍級  

 855  

生活是無以名狀的碎片 / 不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384 面; 19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5041 種)(不朽作品集 ; 2) .-

- ISBN 978-957-33-3926-7 (平裝) 普遍

級  

 855  

聊齋志異. 十 / (清)蒲松齡原著 ; 曾珮

琦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 (圖說經典 ; 33) .-- ISBN 978-986-178-

612-4 (平裝) NT$299 普遍級  

 857.27  

平山冷燕 / 天花藏主人編次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03-5 (平裝) 普遍級  

 857.44  

三國大時代 : 三國演義 / 朱嘉雯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127-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三國演義 2.CST: 研究考訂  

857.4523  

水滸梁山農場今世傳 / 百木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8 .-- 406 面; 21 公分 .-- (現代文

學  ; 73-) .-- ISBN 978-986-0762-31-0 

(上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水滸傳 2.CST: 研究考訂  

857.46  

水滸傳 / 施耐庵著 ; 金聖嘆批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0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90-8 (平裝) 普遍級  

 857.46  

<<西遊記>>小說無關吳承恩考及其

他 / 王見川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10 面; 

19 公分 .-- (中國民間信仰 ; 25) .-- 

ISBN 978-986-5600-70-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西遊記 2.CST: 研究考訂  

857.47  

*西遊記.妖界大地圖 / 張卓明著 ; 段

張取藝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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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36 面; 

32 公分 .-- (小野人 ; 54) .-- ISBN 978-

986-384-759-5 (精裝) NT$990 普遍級  

 857.47  

百年紅學經典論著輯要. 第一輯, 何

其芳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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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3 公分 .-- (人

文系列 ; 6) .-- ISBN 978-626-96257-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紅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研究考訂  857.49  

百年紅學經典論著輯要. 第一輯, 高

語罕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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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3 公分 .-- (人

文系列 ; 7) .-- ISBN 978-626-96257-1-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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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紅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研究考訂  857.49  

魯迅經典小說集 : 吶喊(收錄阿 Q 正

傳、孔乙己等小說) / 魯迅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

典 ; 86) .-- ISBN 978-986-178-613-1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57.63  

人在江湖飄呀 / 一世華裳作 .-- 初

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 

11109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39-9 ( 卷 1: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7176-40-5 (卷

2: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

7176-41-2 (卷 3: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42-9 ( 卷 4: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7176-43-6 (全

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十兩買個藥膳妻 / 寒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3801-

E123806) .-- ISBN 978-986-527-591-4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592-1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593-8 (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594-5 (卷

4: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595-2 (卷 5: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27-596-9 (卷 6: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57.7  

夫人好氣魄 / 途圖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文創風 ; 1091-1094) .-- ISBN 

978-986-509-350-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51-8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52-5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53-2 (第 4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冬至 / 凝隴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

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冊 .-- (雲霄

系列) .-- ISBN 978-626-7176-48-1 (上

冊 :平裝 ) NT$250 .-- ISBN 978-626-

7176-49-8 ( 下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626-7176-50-4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囚鳥 / 白芥子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7 .-- 260 面; 21

公分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

626-7176-37-5 (平裝) NT$330 限制級  

 857.7  

汀南絲雨 / 狄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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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

986-506-499-0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06-500-3 (下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06-501-0 (全

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死神降臨 = Death arrives / 米高貓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

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26-56-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7.7  

邪祟 / 大圓子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9 .-- 冊 .-- (蘭

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44-3 

(上冊:精裝) NT$360 .-- ISBN 978-626-

7176-45-0 ( 中 冊 : 精 裝 ) NT$480 .-- 

ISBN 978-626-7176-46-7 (下冊:精裝) 

NT$480 .-- ISBN 978-626-7176-47-4 (全

套:精裝) 限制級  

 857.7  

京都第一花瓶妻  / 尹南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藍海系列 ; E123701-

E123704) .-- ISBN 978-986-527-586-0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587-7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588-4 (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589-1 (卷

4: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和死對頭成親了 / 夏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3901-

E123904) .-- ISBN 978-986-527-597-6 

(卷 1: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

527-598-3 (卷 2: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599-0 ( 卷 3: 平 裝 ) 

NT$290 .-- ISBN 978-986-527-600-3 (卷

4: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旺仔小後娘 / 藍輕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 冊 .-- (文創風 ; 1089-1090) .-- ISBN 

978-986-509-348-8 ( 上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349-5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是我言不由衷 / 卡宴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7 .-- 250

面; 21 公分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38-2 (平裝) NT$330 限

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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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8-372-

2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626-338-373-9 (第 5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娛樂圈是我的,我是你的. 第一部, 予

你星光 / 春刀寒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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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

986-506-490-7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491-4 (中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492-1 (下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506-493-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畫千金 / 微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冊 .-- (小說 house 系列 ; 544-546) .-- 

ISBN 978-986-467-348-3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49-0 (中

冊 :平裝 ) NT$270 .-- ISBN 978-986-

467-350-6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夢裡不知是牽手 : 偏偏錯過的人是

你 / 露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

思出版事業網, 11108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62-30-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對換花轎嫁對郎 / 青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3501-

E123503) .-- ISBN 978-986-527-582-2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583-9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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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27-584-6 (卷 3: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影帝家的祕密房客 / 風夜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264 面; 21 公分 .-- 

(月光之城系列 ; B003) .-- ISBN 978-

957-8696-43-3 (平裝) NT$30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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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338-378-4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38-379-1 (第 4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孺子帝. 卷二, 流放的帝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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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 (New black ; 12) .-- ISBN 978-626-

7092-68-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7  

孺子帝. 卷三, 皇城外的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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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400 面; 23 公

分 .-- (New black ; 13) .-- ISBN 978-626-

7092-69-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7  

賺夠銀子和離去 / 京玉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冊 .-- (文創風 ; 1087-1088) .-

- ISBN 978-986-509-346-4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47-1 (下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離婚 / 老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

34-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鹹魚妻等和離 / 王安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4101-

E124104) .-- ISBN 978-986-527-603-4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604-1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05-8 (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606-5 (卷

4: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饕餮記. 第一部 / 殷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06-495-2 (上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506-496-9 (下

冊 :平裝 ) NT$360 .-- ISBN 978-986-

506-497-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墻頭馬上 / 微笑的貓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8 .-- 250

面; 21 公分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36-8 (平裝) NT$330 限

制級  

 857.7  

閱讀與宣講 : 吳地寶卷的編創與流

通 / 丘慧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7-3335-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寶卷 2.CST: 俗文學 3.CST: 清

代  858.69  

兒童文學 

童話夢工場 : 長髮公主變身記 / 耿啟

文作 ; 貓十字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0 公分 .-- (童話夢工場 ; 15)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21-577-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59.6  

太平島保衞戰. 第三冊, 法師的危機 / 

老芙子, 落紅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希望製造有限公司, 11107 .-- 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09-3-9 (平裝) 

普遍級  

 859.9  

再等一下嘛 : 克服拖延 / 沈媛著 ; 豆

豆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教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30 面; 23X25

公分 .-- (寶貝叛逆期親子繪本)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96392-4-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59.9  

我們吵架了 : 學會和解 / 沈媛著 ; 豆

豆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教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30 面; 23X25

公分 .-- (寶貝叛逆期親子繪本)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06926-9-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59.9  

我就愛說「不」 : 懂得接納 / 沈媛著 ; 

豆豆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

教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30 面 ; 

23X25 公分 .-- (寶貝叛逆期親子繪

本)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392-

1-2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59.9  

東西找不到 : 養成秩序感 / 沈媛著 ; 

豆豆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

教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30 面 ; 

23X25 公分 .-- (寶貝叛逆期親子繪

本)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392-

5-0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59.9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 下雨了 / 范文芳

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9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051-55-

9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59.9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 小寄居蟹的新

家 / 范文芳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9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7051-56-6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59.9  

哼!我生氣了 : 戰勝暴躁 / 沈媛著 ; 豆

豆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教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30 面; 23X25

公分 .-- (寶貝叛逆期親子繪本)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96392-0-5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59.9  

都要聽我的 : 拒絕任性 / 沈媛著 ; 豆

豆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教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30 面; 23X25

公分 .-- (寶貝叛逆期親子繪本)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96392-3-6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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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你陪我 : 不再黏人 / 沈媛著 ; 豆

豆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教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30 面; 23X25

公分 .-- (寶貝叛逆期親子繪本)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96392-2-9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59.9  

東方文學 

(好消息)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

夠可愛。 / 氷高悠作 ; 邱鍾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9 .-- 29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85-0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OVERLORD. 15, 半森林精靈的神人. 

上 / 丸山くがね作 ; 可倫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9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21-777-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Silent Witch : 沉默魔女的祕密 / 依空

まつり作 ;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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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787-4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

件 ,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 / 

櫻木櫻作 ;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

784-3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刀語 / 西尾維新著 ; 王靜怡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8-406-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626-338-407-1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

338-408-8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38-409-5 (第 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38-410-1 (第

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

338-411-8 (第 6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38-412-5 (第 7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38-413-2 (第

8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

338-414-9 (第 9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38-415-6 (第 10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626-338-416-

3 (第 1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626-338-417-0 (第 12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1.57  

十二個人的信 / 井上廈著 ;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5045 種)(大賞 ; 140) .-

- ISBN 978-957-33-3929-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 為了成為圖書管

理員不擇手段!. 第五部, 女神的化身. 

IV / 香月美夜著 ; 許金玉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44 種)(mild ; 45) .-- ISBN 978-

957-33-3919-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小說 十字架の女. 2, 復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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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6235-6-3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1.57  

不可思議 / 真梨幸子著 ; 王蘊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5047 種)(大賞 ; 141) .-- 

ISBN 978-957-33-3930-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1.57  

中村倫也之非常雜談 / 中村倫也作 ; 

邱香凝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799-7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凶人邸殺人事件 / 今村昌弘著 ; 詹慕

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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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E-Fiction ; 50) .-- ISBN 978-

626-7073-74-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61.57  

心 / 夏目漱石著 ; 林佳翰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八

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日本經典文學) .-- ISBN 

978-957-710-864-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1.57  

心 / 夏目漱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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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2-99-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王者的求婚. 1, 極彩魔女 / 橘公司作 ;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4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75-1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同個屋簷下的四個女人 / 三浦紫苑

作 ;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62) .-- 

ISBN 978-626-7061-31-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7  

如忌名獻祭之物 / 三津田信三作 ; 緋

華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573-3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861.57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7, 加奈子

if / 伏見つかさ作 ;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9 .-- 29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76-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那個已然飽和的夏天。 / カンザキ

イオリ作 ; 韓宛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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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374-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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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7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 夕

蜜柑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6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81-2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玩具修理者 / 小林泰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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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恠 ; 27) .-- ISBN 978-626-

7073-77-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1.57  

後宮之烏 / 白川紺子作 ; 李彥樺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冊 .-- (iREAD ; 156) .-- 

ISBN 978-957-658-897-6 (第 1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658-898-3 (第

2 冊: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祈願的病歷表 / 知念實希人作 ; 詹慕

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11) .-- ISBN 978-

957-741-573-8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1.57  

約會大作戰 DATE A BULLET 赤黑新

章 / 東出祐一郎作 ; Q 太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9 .-- 28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96-6 (第 8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真庭語 / 西尾維新作 ; 王靜怡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9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419-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1.57  

記憶中的妳 / 三秋縋作 ; 邱香凝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7 .-- 448 面; 21 公分 .-

- (春日文庫 ; 110) .-- ISBN 978-957-

741-570-7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1.57  

偵探已經,死了。 / 二語十作 ; 陳梵帆

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27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90-6 (第 6 冊: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7  

動機(橫山秀夫經典短篇集) / 橫山秀

夫作 ;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小說緣廊 ; 24) .-- ISBN 

978-986-133-838-5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1.57  

異世界悠閒農家  / 內藤騎之介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5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782-9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陪我到最後 / 鈴木大輔著 ; uncle wei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21-798-0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間諜教室. 5, 「愚人」愛爾娜 / 竹町

作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42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83-6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義妹生活 / 三河ごーすと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64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86-7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腦髓工廠 / 小林泰三著 ; 張筱森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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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88 面; 21 公

分 .-- (恠 ; 3) .-- ISBN 978-626-7073-76-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1.57  

編舟記 / 三浦紫苑著 ; 黃碧君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

公司, 11107 .-- 284 面; 21 公分 .-- (文

學森林 ; YY0133C) .-- ISBN 978-626-

7061-32-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 寿安

清作 ;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92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80-5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 岬著 ; 簡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09 .-- 368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5049 種)(YA! ; 72) .-- 

ISBN 978-957-33-3921-2 (第 12 冊:平

裝) 普遍級  

 861.57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 馬場翁作 ; 廖

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冊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778-2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779-9 (第 16 冊:平

裝) 普遍級  

 861.57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 愛七

ひろ作 ; 九十九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6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03-1 (第

2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寶島 / 真藤順丈著 ; 高詹燦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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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

626-314-254-1 (全套:平裝) NT$600 普

遍級  

 861.57  

魔球 /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5048 種)(東野圭吾作品集 ; 

12) .-- ISBN 978-957-33-3934-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1.57  

妖怪托顧所. 5, 公主招親試煉 / 廣嶋

玲子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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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4-02-

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妖怪托顧所. 6, 妖貓公主出擊 / 廣嶋

玲子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4-03-

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 / 苅田澄子文 ; 

土田伸子圖 ; 黃惠綺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6 面; 19X19 公分 .-- (小魯

寶寶書 ; 92N)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77-09-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了不起!了不起! / 增田裕子文 ; 竹內

通雅圖 ; 周姚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6 面; 22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31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

19-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大猩猩的麵包店 / 白井三香子文 ; 渡

邊秋夫圖 ; 賴秉薇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 面; 28 公分 .-- (小魯寶寶

書 ; 35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77-27-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白熊兄弟去買菜 / serico 圖 ; 滝乃美

和子文 ; 球球館編輯群譯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4 面; 20X20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42-205-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白熊兄弟的便當店 / 滝乃美和子文 ; 

serico 圖 ; 球球館編輯群譯 .-- 初版 .-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4 面; 20X20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42-206-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白熊兄弟的蛋糕店 / 滝乃美和子文 ; 

serico 圖 ; 球球館編輯群譯 .-- 初版 .-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4 面; 20X20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42-207-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老鼠奇奇的星之湖野餐趣 / 福澤由

美子著 ; 黃立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204-3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老鼠奇奇的驚喜 / 福澤由美子著 ; 黃

立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

203-6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快!快!宅急便 / 竹下文子作 ; 鈴木守

繪 ; 方美鈴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2 面; 21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521-9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我是你的腳踏車 / 石井聖岳文.圖 ; 陳

維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32 面; 24 公分 .-- (精選圖

畫書) .-- ISBN 978-626-7140-46-8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交通--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我是推土機! / 三浦太郎文.圖 ; 張玲

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76-

98-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想像--0-3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我相信你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佩穎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8 面; 26 公

分 .-- (宮西達也繪本 ; 307) .-- ISBN 

978-626-7177-22-8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1.599  

我愛你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佩穎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8 面; 26 公分 .-- 

(宮西達也繪本 ; 308) .-- ISBN 978-

626-7177-21-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角落小夥伴 : 天空藍的每一天 : 白熊

繪本 / 橫溝由里著 ; 高雅溎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58-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角落小夥伴 : 天空藍的每一天 : 企鵝?

繪本 / 橫溝由里著 ; 高雅溎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60-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角落小夥伴 : 天空藍的每一天 : 炸豬

排與炸蝦尾繪本 / 橫溝由里著 ; 高雅

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10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61-5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角落小夥伴 : 天空藍的每一天 : 蜥蝪

繪本 / 橫溝由里著 ; 高雅溎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62-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角落小夥伴 : 天空藍的每一天 : 貓繪

本 / 橫溝由里著 ; 高雅溎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59-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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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小電車 / 薰久美子作 ; 加藤陽子

繪 ; 李慧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519-6 (精裝) NT$34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河馬啵啵的剉冰派對 / accototo 福田

敏生+明子文.繪 ; 三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0 面; 23X23 公分 .-- (繪

本館 ; 80) .-- ISBN 978-626-7164-35-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烏鴉點心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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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4-01-2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2.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嘿嘿嘿嘿嘿,看起來好好吃 / 宮西達

也文.圖 ; 周姚萍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48 面; 26 公分 .-- (宮西達也

繪本 ; 310) .-- ISBN 978-626-7177-20-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拋掉書本上街去 / 寺山修司著 ; 李佳

翰, 嚴可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日文系 ; 61) .-- ISBN 978-986-

179-760-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67  

尋隱日本 / 白洲正子著 ; 高詹燦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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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8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1.67  

不便利的便利店 / 金浩然著 ; 陳品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寞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

分  .-- (Soul ; 47) .-- ISBN 978-626-

95938-4-2 (平裝) 普遍級  

 862.57  

行星語書店 / 金草葉著 ; 郭宸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8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2.57  

無底洞 / 潘世運作 ; 尹嘉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108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36) .-- ISBN 978-957-741-

575-2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62.57  

學校裡無處可去的少年們 / 金重美

著 ; 胡椒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Story) .-- 

ISBN 978-626-335-692-4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862.57  

天才麵包理髮師. 3, 烘焙鎮的臭小子 

/ Monster Studio 文.圖 ; 徐月珠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88 面; 21 公分 .-- 主要內容

國語注音 .-- ISBN 978-957-658-895-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  

汪喵偵探 : 快腳神偷大對決 / 李承敏

文 ; 河民石圖 ; 林佩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96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43-818-3 (精裝) 

普遍級  

 862.596  

突如其來的元宇宙 : 把笑容還給茱

麗葉 / 車釉振文 ; Eiri 圖 ; 吳佳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 (童心園系列 ; 265) .-- ISBN 978-986-

507-943-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2.596  

普通兄妹的搞笑對決 / Baek Nando

作 ; 柳蘭姬繪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64

面; 25 公分 .-- (普通兄妹系列) .-- 

ISBN 978-957-658-886-0 (第 1 冊: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2.596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4, 找出隱

藏教室的祕密 / 崔銀玉文 ; 帕卡娜美

(Pakinami)圖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系

列 ; 250) .-- ISBN 978-986-507-951-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6  

一二一二,拉 / 明儒廷(Melly)文.圖 ; 

我家編輯群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我

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38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748-64-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2.599  

魔法圖書館. 3, 阿拉丁與神燈 / 智逌

莉作 ; 李景姬繪 ; 石文穎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61-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2.599  

未來生活指南 / 約夫.布盧姆作 ; 吳宗

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448 面; 21

公分 .-- (D 小說 ; 37) .-- ISBN 978-957-

741-566-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4.357  

先知(圖文版) / 紀伯倫著 ; Luckylulu

繪 ; 何雅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

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22) .-- ISBN 978-

626-96354-0-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5.751  

亞際南方 : 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 / 張

錦忠, 魏月萍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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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15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95583-3-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馬來文學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868.707  

臺灣文學 

成為人以外的 : 臺灣文學中的動物

群像 / 余美玲, 楊翠, 馬翊航, 李欣倫, 

葉淳之, 廖偉棠, 蕭義玲, 范宜如, 林

楷倫, 龔卓軍, 瀟湘神, 林宛瑄, 黃宗

慧, 何曼莊, 羅晟文, 丘鉦倫, 呂樾, 陳

文琳, 林怡伶著 ; 黃宗潔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聯經

文庫) .-- ISBN 978-957-08-6442-7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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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臺灣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動物 4.CST: 文集  863.207  

清質澄輝 : 林文月學術與藝術研究 / 

黃如焄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8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文學理論

叢刊 ; 801007) .-- ISBN 978-986-478-

702-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林文月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散文 4.CST: 文學評論  

863.25  

詭祕客 = Crimystery. 2022 / 臺灣犯罪

作家聯會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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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392-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小說 2.CST: 推理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63.27  

*歌仔冊年刊. 第二期 / 蕭藤村, 施炳

華, 沈逢吉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斗

南鎮 : 台灣歌仔冊學會, 11107 .-- 1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21-2-

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說唱文學 2.CST: 臺灣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文集  

863.28  

心手集 : 學生作品精選. 伍 / 正修學

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 高雄

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 11107 .-- 378

面; 30 公分 .-- 111 年度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 T1-1:扎根多元基礎學習-

文史科 .-- ISBN 978-986-06945-9-8 (平

裝) 普遍級  

 863.3  

文雨飛陽 : 2022 第二十一屆蘭陽青

年文學獎.鄉土書寫獎作品集 / 徐惠

隆主編 .-- 宜蘭縣員山鄉 : 宜蘭縣文

藝作家協會, 11108 .-- 3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003-8-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3  

時間流 : 2022 臺中科大文學獎作品

集 / 何寶籃總編輯 .-- 臺中市 : 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11107 .-- 

34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18-3-4 (平裝) 普遍級  

 863.3  

臺灣文學獎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22 

/ 乜寇.索克魯曼, 王興寶, 多馬斯, 利

玉芳, 吳明倫, 吳維緯, 吳餘鎬, 邱一

帆, 林孟寰, 林美麗, 邱立仁, 周慧玲, 

洪明道, 胡長松, 張典婉, 許哲彬, 陳

豐惠, 黃明峯, 葉國居, 鄭雅怡, 謝明

瑾, 蘇碩斌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國

立臺灣文學館, 11107 .-- 167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15-9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3.3  

人間天國 : 陳秀珍詩集 / 陳秀珍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8 .-- 

310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06-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1  

*王宣曆詩集. VII : 依然 / 王宣曆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王宣曆, 11107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95-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四季的眼神 : 曾貴海詩選集. 一 / 曾

貴海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325-

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左窗之旅 = My left eye / 張意如作 .-- 

臺北市 : 絲露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46-0-

6 (平裝) NT$470 普遍級  

 863.51  

白沙山莊的雲 / 康原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 23 公 分  .-- ( 晨 星 文 庫  ; 

180213) .-- ISBN 978-626-320-219-1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863.51  

再見等待碰見自由 : 曾貴海詩選集. 

二 / 曾貴海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玉 山 社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94-326-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我只為你寫詩 / 劉少雄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820)(秀詩人 ; 101)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97-5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我的想念不是燦爛的火花 : 鄭烱明

自選詩集 / 鄭烱明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7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327-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1  

我們的姓氏叫社會 / 黃木擇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100 面; 21 公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805)( 秀 詩 人  ; 

102)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

98-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夜,向你撒了謊 / 古月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言文化, 11108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51-6-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1  

尚未熄滅 / 巫本添著 .-- 臺北市 : 唐

山出版社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專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328 面; 21 公

分 .-- (巫本添.創作文集) .-- ISBN 978-

986-307-220-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虎虎.虎年.有福 : 林煥彰詩畫集 / 林

煥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8 .-- 166 面; 26 公分 .-- (閱讀大

詩 ; 49)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707-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1  

金色的曾文溪 : 方耀乾台漢英三語

詩集 The golden Zengwen River / 方耀

乾著 ; 戴春馨英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216 面; 21 公分 .-- BOD 版; 台語文、

中文、英文對照  .-- ISBN 978-626-

7088-96-8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1  

金門囝仔.神 / 林益彰作 .-- 初版 .-- 

[ 臺 南 市 ] : 大 南 國 生 活 工 作 室 , 

111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446-1-5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3.51  

拼布詩  : 詩與拼貼藝術的對話  = 

Poems of collage :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poems and the art of collage / 張

蘭芳作 .-- 初版 .-- 臺東市 : 蘭芳工作

室, 11107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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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6365-0-1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1  

秋實吟懷 : 秋實詩社五週年紀念詩

集 / 蘇溫光, 甄寶玉, 洪增得, 賴南海, 

林志賢, 鄭景升, 劉坤治等著 ; 鄭景升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0 面; 21 公

分  .-- (文化生活叢書 . 詩文叢書  ; 

1301071) .-- ISBN 978-986-478-703-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借水聲渡河 / 雪硯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2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95-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張詩詩畫全集 = Chang, Shih complete 

works of poems and paintings / 張慶麟, 

張慶仁合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

市雲網路多媒體新聞協會, 11107 .-- 

371 面; 23 公分 .-- (文創藝術叢書 ; 

1) .-- ISBN 978-986-98074-6-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淬鍊出詩文 / 余鑑昌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有 富 玅 曇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84 面; 19 公分 .-- (伍藝元藝

術 ; 1) .-- ISBN 978-626-96412-0-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詩的意想世界 / 陳麗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陳麗玫, 11109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286-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詩控動物園 / 亮孩著 .-- 初版 .-- 新竹

縣竹北市 : 亮語文創教育有限公司, 

11110 .-- 136 面; 19 公分 .-- (詩星 ; 3) .-

- ISBN 978-986-97664-9-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1  

夢幻 Illusions : 青峰詩選 / 青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 

11107 .-- 122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詩

叢 ; 158) .-- 中英法對照 .-- ISBN 978-

986-314-612-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 / 徐

珮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372-0-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壞掉的少年 / 許赫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108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12-6-3 (經摺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罌粟藍 : 台灣文學 Poppy Blue 詩文/

攝影/美學 / 微雨山嵐圖文 .-- 初版 .-- 

高雄市 : 微雨山嵐, 11108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59-0-0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浯鼎詩影 / 吳鼎仁作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8-

80-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一千零一顆星星 : 第十二屆全校創

意短劇比賽 / 何寶籃總編輯 .-- 臺中

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11107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318-2-7 (平裝) 普遍級  

 863.54  

我願意 : 沉浸式劇本+創作全紀實 / 

吳洛纓, 洛思本娛樂製作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706-2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863.54  

*無眠 / 李屏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5-698-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4  

劇透 : 北藝大學生劇本創作集 / 葉玟

嵐, 郭家瑋, 陳湘怡, 饒珮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07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186-4-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4  

一個女校長的祕密 / 蔡麗鳳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蔡 麗 鳳 ( 新 北 市 ), 

11108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5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大稻埕,歌劇院,貝爾實驗室 / 林秀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

業網,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現

代散文 ; 17) .-- ISBN 978-986-0762-29-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山永遠都在 : 我還是小安 / 安婕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有限

公司 , 11108 .-- 162 面; 22 公分 .-- 

(Fansapp ; 133) .-- ISBN 978-626-95757-

8-7 (平裝) 普遍級  

 863.55  

台灣小事 / 吳鈞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

叢 ; 710) .-- ISBN 978-986-323-473-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永遠的謝晉 : 理想中國的藝術良心 / 

巫本添著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出

版 : 正港資訊文化專業有限公司發

行, 11109 .-- 176 面; 21 公分 .-- (巫本

添 .創作文集) .-- ISBN 978-986-307-

221-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5  

白靈夏天日記 : 摩挲閒筆(2022.4 至 6

月) / 白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

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書 ; 692) .-- ISBN 978-

957-639-664-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石光乍現 / 石知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People) .-

- ISBN 978-957-08-6485-4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 一個小男孩

的美國遊學誌 / 簡媜作 .-- 二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

分 .-- (印刻文學 ; 158) .-- ISBN 978-

986-387-604-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5  

尾巴人 / 林銘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87) .-- ISBN 

978-986-450-480-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5  

我把自己埋進土裡 : 我在我的世界

爆炸後就去了土耳其留學 / 玖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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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庫 ; 1389) .-- ISBN 978-986-450-477-

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我的東引 你的小島 / 陳翠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一卷文化,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12-2-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角落微光 : 小鎮醫師的故事 / 莊聰吉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 (藝文叢書 ) .-- ISBN 978-957-457-

638-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孩子,你的未來能飛翔 / 蔣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87-7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5  

客舍 : 拉斯維加斯 / 楊美玲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2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19)(北美華文作

家系列 ; 44) .-- BOD 版 .-- ISBN 978-

626-7088-99-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活出精采。看見美好 : 二十載的生

命筆記 / 張榮弘文.攝影 .-- 初版 .-- 臺

北 市  : 佳 音 廣 告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6070-1-8 (平裝) 普遍級  

 863.55  

時光晴影 : 紀年。歲壬寅 / 許時晴

Daisy Hsu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衍

舖, 11109 .-- 30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80892-5-9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863.55  

畫過夜空的一顆白球 / 柯書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7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39-663-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3.55  

僧廬聽雨 / 鄭華清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86-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榕樹下 / 楊忠海著 .-- 初版 .-- 金門縣

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8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8-84-

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榛芯話 / 榛果 H 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22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78-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鳳凰花開時 ,我學會了笑  / 羅小曼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80-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5  

擊壤歌 / 朱天心作 .-- 四版 .-- 臺北市 : 

聯 合 文 學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叢 ; 

687) .-- ISBN 978-986-323-471-5 (精裝) 

NT$650 普遍級  

 863.55  

浯鄉縮影 : 陳長慶散文集(2014~2021) 

/ 陳長慶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8 .-- 3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68-81-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臺語甜不辣 / 楊國顯編著 .-- 高雄市 : 

菜根香出版社, 11109 .-- 100 面; 19 公

分 .-- (菜根社系列叢書) .-- ISBN 978-

986-6169-7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笑話  863.56  

13 號凶宅 / 墨水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64 面; 20 公分 .-- (霓幻鑰系

列 ; K6401) .-- ISBN 978-957-8696-44-

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十朝. 貳部曲 : 奇道. 卷一, 藏龍臥虎 

/ 高容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大斯文創

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2170-6-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十朝. 貳部曲 : 奇道. 卷二, 龍戰于野 

/ 高容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大斯文創

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2170-7-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十朝. 貳部曲 : 奇道. 卷三, 神龍擺尾 

/ 高容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大斯文創

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2170-8-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十朝. 貳部曲 : 奇道. 卷五, 龍韜豹略 

/ 高容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大斯文創

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37-0-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十朝. 貳部曲 : 奇道. 卷六, 亢龍有悔 

/ 高容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大斯文創

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37-1-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十朝. 貳部曲 : 奇道. 卷四, 龍興雲屬 

/ 高容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大斯文創

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2170-9-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小庶女旺貴人 / 千尋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328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3401) .-- ISBN 978-986-527-590-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不請自來小鮮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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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13) .-- ISBN 978-

986-335-800-8 (平裝) NT$290 限制級  

 863.57  

今貝世界 / 丁予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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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368-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夫債難逃 / 青微作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4-25-

5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太郎 / 陳彥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9 .-- 232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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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 版 .-- ISBN 978-986-445-709-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少年三劍俠 / 吳方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吳方, 11107 .-- 冊 .-- ISBN 978-

626-01-0299-9 (卷 1: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01-0300-2 (卷 2: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01-0302-6 (卷

4: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01-

0301-9 (卷 3: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01-0303-3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863.57  

月桂樹下的時光祕密 / 七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96 面; 21 公分 .-- (花園

系列 ; G2803) .-- ISBN 978-626-95797-

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末等魂師第 2 部. 2, 就是讓你想不到 

/ 銀千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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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銀千羽作品 ; 9) .-- ISBN 978-

626-96042-5-8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向光植物 / 李屏瑤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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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697-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7  

在暗殺目標前 B 轉 O 了 / M.貓子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50) .-- ISBN 978-626-96024-2-1 (平裝) 

限制級  

 863.57  

百鬼夜行. 卷 9, 報喪女妖 / 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42) .-- ISBN 

978-626-7094-95-2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3.57  

老公不色怎麼當 / 喬湛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24-8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自末日為你而來 / 語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7 .-- 222 面; 23

公分 .-- BOD版 .-- ISBN 978-626-7058-

44-2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床婚 / 倪淨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

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4-26-2 (平

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我在古代有婚約 / 蒔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 288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4201) .-- ISBN 978-986-527-602-7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把你藏在雨季 / 禾子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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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53-0-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男人 543 = Just for man / 岳清清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藝術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4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63-1-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3.57  

私生 / 梅洛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639-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來自天堂的雨 / 晨羽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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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冊 .-- 

(戀小說 ; 157-158) .-- ISBN 978-626-

96353-3-7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626-96353-4-4 (下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夜夜拐婚 / 石秀作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4-23-

1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姑娘上朝去之畫師糊口養包子 / 風

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

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4001) .-- ISBN 978-

986-527-601-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空笑夢 / 邱祖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叢

書 ; YLM39) .-- ISBN 978-957-32-9669-

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63.57  

附身 / 晨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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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小說 ; 10) .-- ISBN 978-

626-96042-6-5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哇!今夜哪裡有鬼? / 黯然銷混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辰品多媒體有限公

司出版 : 悅閱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18-0-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7  

秋霜花月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108 .-- 526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

垂 ; B184) .-- ISBN 978-626-96422-0-5 

(平裝) NT$500 限制級  

 863.57  

約定好的未來邂逅  / 秋茶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212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

626-7058-45-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苦海 = Samsara / 靡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 邦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3-40-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站起來跳舞 / 葉天祥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8 .-- 212 面; 15 公

分 .-- (釀冒險 ; 12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08-3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殺戮靈魂 / 草子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26-3 (第 2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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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螱 = Deep termites / 蟻客狂潮, 關貫

之作 .-- 初版 .-- 新竹市 : 中西化學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953-4-1 (平裝) 

普遍級  

 863.57  

牽手的夜晚不作夢 / 佐渡遼歌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356-2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喜嫁剋妻夫 / 米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3601) .-

- ISBN 978-986-527-585-3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愛你獸性大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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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24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512) .-- ISBN 978-986-

335-799-5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愛情學分 / 765334, 藍色水銀, 宛若

花開, 汶莎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藍

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15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041-9-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萬能[]仔店 / 黃文俊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臺文戰線雜誌社, 11108 .-- 168

面; 21 公分 .-- (臺文戰線小說 ; 5) .-- 

ISBN 978-986-89525-6-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萬福瑪麗亞 / 鄒永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16 面; 21 公分 .-- (聯合

文叢 ; 708) .-- ISBN 978-986-323-472-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詭軼紀事. 伍, 頭肩三把火 / Div(另一

種聲音), 尾巴 Misa, 龍雲, 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36) .-- ISBN 

978-626-7094-92-1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3.57  

躲在牆壁裡的哀泣 / 林央敏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遠景

文學叢書 ; 113) .-- ISBN 978-957-39-

1145-6 (平裝) 普遍級  

 863.57  

盡頭之處,有你 / 摸西摸西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9 .-- 246

面; 21 公分 .-- (要有光)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49-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福爾摩沙哀愁 / 翊青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57-8-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63.57  

精思戀之罪 / 太陽奈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08 .-- 

232 面; 21 公分 .-- (大好文學 ; 7) .-- 

ISBN 978-626-95832-7-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艋舺暗城 / 翊青著 .-- 臺北市 : 獵海

人, 11107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57-9-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7  

蒙妮卡日記 / 平路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

家) .-- ISBN 978-957-08-6436-6 (平裝) 

普遍級  

 863.57  

酷蓋爸爸 : 影視改編小說 / 杰德影音

原著 ; 瀝青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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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

360-9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墜愛.罪愛 / 辰時未了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244 面; 21 公

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

46-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錯誤的祈禱 / 藍色水銀, 語雨, 宛若花

開, 六色羽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天

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7 .-- 1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06-7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總裁為我寬衣解帶 / 菲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

子熊工作室發行,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11) .-- ISBN 978-

986-335-798-8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雙重犯罪 : 血紅之塔 / 貝爾夫人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274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102)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48-0 (平

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霧之淞 / Emilya Kao 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1-81-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屬於你的青春信箋 / 蒔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294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97)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47-3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7  

未來不是夢 / 鄭清和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文學街出版社, 11107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80-7-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3  

小雀幸品格童話. 1, 阿賢的小確幸 / 

鄭宗弦文 ; BO2 圖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1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658-890-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小雀幸品格童話. 2, 大嘴巴不見了 / 

鄭宗弦文 ; 顏銘儀, BO2 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1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658-891-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小雀幸品格童話. 3, 愛心小精靈選拔 

/ 鄭宗弦文 ; 樂本漾, BO2 圖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11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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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658-892-1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96  

小選舉大作戰 / 邱靖巧著 ; 欣笛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社, 11108 .-- 232 面; 21 公分 .-- (少兒

文學館 ; 3) .-- ISBN 978-626-95832-6-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96  

不愛打獵的唐伯虎想畫畫 / 姚念廣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 

11108 .-- 40 面; 19X19 公分 .-- (兒童.

寓言 ; 12) .-- BOD 版 .-- ISBN 978-626-

96329-9-2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96  

奶奶的鬼故事 / 黃文輝文 ; 九子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8 .-- 96 面; 21 公分 .-- (小兵故

事百匯. II ; 24) .-- ISBN 978-986-5581-

69-5 (平裝) NT$190 普遍級  

 863.596  

好勝的小刺蝟 = Quills / 林慧賢(Wai 

Yin Bettray)文.插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1108 .-- 2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136-6-5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96  

玲瓏車 / 鄧榮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9 .-- 164 面; 21 公分 .-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49-0-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6  

時光小學. 四 : 暴龍爸爸回來了 / 王

文華著 ; 貓魚繪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908-5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迷鳥 / 安宇著 ; 王淑慧圖 .-- 初版 .-- 

臺 北 市  : 九 歌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少兒

書房 ; 290) .-- ISBN 978-986-450-475-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教室裡有鬼 : 愛哭鬼不哭了 / 李光福

作 ; 王秋香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8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517-2 (平裝) NT$230 普

遍級  

 863.596  

貓卡卡的裁縫店. 3 : 神奇的魔法長針 

/ 亞平文 ; 李小逸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719-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館中鼠 / 張郅忻著 ; 許育榮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少兒

書房 ; 291) .-- ISBN 978-986-450-476-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麻雀風了 : 蘇善童詩集 / 蘇善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9 .-- 138

面; 21 公分 .-- (兒童文學 ; 61)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49-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8  

小小的 / 陳彥伶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30-0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小兔踏踏上學去 / 勞動部總策畫 ; 

阿文 Arwen Huang 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94-324-3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99  

小蛙的夏日快報 / 微笑先生文 ; 林孜

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書局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6 面 ; 

24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30-830-8 (精裝) NT$27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牛角姐姐的公車週記 : 3 號 / 黃主真

撰文 ; 張嗣禕繪圖 .-- 初版 .-- 金門縣

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8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83-

5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牛郎織女七月七 / 郝廣才文 ; 莫妮卡

貝瑞(Monica Barengo)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 面; 33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99-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節慶故事--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米米玩收拾 / 周逸芬文 ; 陳致元, 和

英美術團隊圖 .-- 三版 .-- 新竹縣竹北

市  : 和英出版社 , 11107 .-- 36 面 ;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6972-4-7 (精裝) NT$299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我家附近的流浪狗 / 賴馬文.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48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283-3 (精

裝附光碟片) NT$360 普遍級  

 863.599  

河馬家小劇場 : 春天來了一顆蛋 / 道

禾幼兒園第二十五屆畢業班河馬家

全體師生作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

鎮 : 張奕萱, 11107 .-- 32 面; 15X15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48-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爸爸小時候 : 第一次逛迪化街 / 朱秀

芳文 ; 陳麗雅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40 面; 26 公分 .-- (小魯創作繪本) .-- 

ISBN 978-626-7177-26-6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9  

空空的 / 陳彥伶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21-8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阿公帶我出去玩 / 艾比 Abbie 圖.文 .-

- 初版 .-- 臺中市 : 艾比, 11107 .-- 32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01-0336-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晚安,小熊 / 鄭潔文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4 面; 27 公分 .-- (小小公

民科學家)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08-6438-0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第一次當哥哥 / 侯秋玲文 ; 黃雄生

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2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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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小魯成長繪本) .-- ISBN 978-

957-490-598-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開心農場 : 怎麼吃健康又環保? / 劉

嘉路文 ; 瑞雅葛芙圖 .-- 二版 .-- 臺北

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40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80-00-6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躲貓貓 = Peekaboo / 吳佳穎圖.文 .-- 

初版 .-- 雲林縣西螺鎮 : 雲林縣西螺

鎮安定國民小學 , 11108 .-- 36 面 ; 

19X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0750-71-3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3.599  

纖肚睿拉 / 李書霏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1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21-8-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詩畫采風傳客情 : 客家語童詩創作

繪本 / 李國海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

栗縣政府教育處 , 11110 .-- 61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70-23-

9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7598  

原鄒山林 : 鄒族口傳文學與文化智

慧研究 : 以浦忠成、浦忠勇與伐依

絲.牟固那那文學為例 / 蔡政惠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6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0-230-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 2.CST: 臺灣原住民

族 3.CST: 民族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863.82  

西洋文學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 / 詹姆斯.喬

伊斯(James Joyce)著 ; 辛彩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84 面; 21 公

分 .-- (愛經典 ; 62) .-- ISBN 978-626-

335-746-4 (精裝) NT$520 普遍級  

 873.57  

不能說的秘密 / 傑佛瑞.亞契作 ; 李靜

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7 .-- 464 面; 21

公分 .-- (春天文學 ; 24) .-- ISBN 978-

957-741-568-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73.57  

莫羅博士島 /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 

陳胤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61) .-- 

ISBN 978-626-335-760-0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7  

點 燈 人  / 艾瑪 .史東尼克 斯 (Emma 

Stonex)作 ; 黃涓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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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375-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雙城記 /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 ; 

宋兆麟譯 .-- 再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

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32-1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73.57  

我的家 ,在這裡 / 金姆 .史萊特(Kim 

Slater)著 ; 黃筱茵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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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故事

館) .-- ISBN 978-626-7000-70-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9  

泡泡男孩  / 史都華 .福斯特(Stewart 

Foster)作 ;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青春閱讀

Bridge) .-- ISBN 978-986-338-514-1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873.59  

月亮莎莎的冬季魔法 / 哈莉葉.曼凱

斯特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25-6 (平裝) 普遍級  

 873.596  

月亮莎莎惹上大麻煩 / 哈莉葉.曼凱

斯特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22-5 (平裝) 普遍級  

 873.596  

月亮莎莎與鬧鬼城堡 / 哈莉葉.曼凱

斯特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24-9 (平裝) 普遍級  

 873.596  

月亮莎莎魔法新樂園 / 哈莉葉.曼凱

斯特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23-2 (平裝) 普遍級  

 873.596  

柳林中的風聲  / 肯尼士 .葛拉罕姆

(Kenneth Grahame)原著 ; 陳正馨改寫 ; 

小島研究站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

文學必讀經典 60) .-- ISBN 978-986-

338-518-9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73.596  

砂之精靈  / 伊迪絲 .內斯比特(Edith 

Nesbit)著 ; 楊玉娘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 潮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45-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殘酷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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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蘋

果文庫 ; 143) .-- ISBN 978-626-320-

22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96  

護身符的故事  / 伊迪絲 .內斯比特

(Edith Nesbit)著 ; 朱曾汶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世界文學

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316-846-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3.596  

魔法星際寵物. 8, 隱藏的咒語 / 琳達.

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 陳思因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1 公分 .-

- (Much 讀本 ; 96) .-- ISBN 978-957-

521-575-0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73.596  

小兔子準備好了! / 瑪佑克.亨瑞克斯

(Marjoke Henrichs)作 ; 柯倩華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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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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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7 .-- 40 面; 28

公分 .-- (繪本滴 ; 107) .-- ISBN 978-

626-7038-44-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小狐猴聽媽媽的話 / 賽謬爾蘭利.斯

溫(Samuel Langley-Swain)文 ; 海倫.巴

奈(Helen Panayi)圖 ; 王奕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70-89-7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雨過天晴的菲力克斯 / 杜尼亞.約根

(Dunja Jogan)文.圖 ; 張家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6287-2-8 (精裝) 普遍級  

 873.599  

洞裡頭有什麼東西? / 蕾貝卡.蔻柏

(Rebecca Cobb)圖.文 ; 艾可翻譯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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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2 面; 27

公分 .-- (繪本滴 ; 28) .-- ISBN 978-626-

7038-49-9 (精裝) NT$340 普遍級  

1.SHTB: 想像--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害怕受傷的心 / 奧立佛傑法文.圖 ; 郭

恩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0-01-

3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睡不著的小公主 / 斯圖爾特.特洛德

(Stuart Trotter)文.圖 ; 黃婷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70-90-3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一位作家的午後 / 費滋傑羅作 ; 村上

春樹主編 ; 羅士庭, 賴明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

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文

學森林 ; YY0264) .-- ISBN 978-626-

7061-34-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7  

大亨小傳 / 費茲傑羅(F.S.K.Fitzgerald)

著 ; 石建華譯 .-- 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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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7  

老人與海 / 海明威(Hemingway)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世界文學

經典名作) .-- ISBN 978-626-7021-44-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7  

我與你之間所有宇宙的祕密 / 班傑

明 . 艾 里 雷 . 薩 恩 斯 (Benjamin Alire 

Sáenz)作 ; 曾倚華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

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376-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掉到地球上的人  / 沃爾特 .特維斯

(Walter Tevis)著 ; 呂玉嬋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42 種)(Choice ; 355) .-- ISBN 

978-957-33-3918-2 (平裝) 普遍級  

 874.57  

無限可能 : 假如...? / 迪士尼 Disney 作 ; 

林永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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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8-349-4 (平

裝) 普遍級  

 874.57  

噢 ! 威 廉  / 伊 莉 莎 白 . 斯 特 勞 特

(Elizabeth Strout)著 ; 葉佳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19) .-- ISBN 978-986-406-311-

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7  

繼承遊戲 / 珍妮佛.琳.巴恩斯(Jennifer 

Lynn Barnes)著 ; 郭庭瑄翻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

90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4.57  

白雪 / 格林兄弟文 ; 尹芳吉伯(Yvonne 

Gilbert), 丹尼納諾(Danny Nanos)圖 ; 

何俊宏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7180-

02-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  

移動島傳奇. 1, 最後倖存者 / 凱瑟琳.

艾波蓋特(Katherine Applegate)作 ; 黃

鴻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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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71-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9  

移動島傳奇. 2, 最初帶路者 / 凱瑟琳.

艾波蓋特(Katherine Applegate)作 ; 黃

鴻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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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72-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9  

移動島傳奇. 3, 唯一繼承者 / 凱瑟琳.

艾波蓋特(Katherine Applegate)作 ; 黃

鴻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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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73-1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74.59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4, 鎖定新目標-

征服地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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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8 .-- 184 面; 21 公分 .-- 

(故事++) .-- ISBN 978-626-314-238-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好消息壞消息 / 傑夫.麥可(Jeff Mack)

文/圖 ; 呂嘉能編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664-66-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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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羅想像世界  / 馬特 .德拉佩尼亞

(Matt de la Peña)文 ; 克里斯汀.羅賓遜

(Christian Robinson)圖 ; 柯倩華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707-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哪 個 屁 股 是 媽 媽 的 ? / 強尼 . 雷 頓

(Jonny Leighton)文 ; 麥克.拜恩(Mike 

Byrne)圖 ; 蔡心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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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40 面; 28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626-

96240-6-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彩虹小馬. 15, 朋友與敵人 / 麥格諾莉

亞.貝拉(Magnolia Belle)作 ; 朱崇旻翻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9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381-

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最初是一顆核桃 / 愛米瓊.帕克特文

字 ; 費里希妲.薩拉繪圖 ; 海狗房東譯

者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06-5 (精裝) 

普遍級  

 874.599  

* 喂 , 小 螞 蟻  / 菲 利 普 . 胡 斯 (Philip 

Hoose), 漢娜.胡斯(Hannah Hoose)文 ; 

黛比.蒂莉(Debbie Tilley)圖 ; 林良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2 面 ; 

22X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664-65-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74.599  

野蠻人之神 : 太平天國 / 施益堅著 ; 

林敏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20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選) .-- ISBN 978-

957-08-6486-1 (平裝) 普遍級  

 875.57  

千萬別打開!古怪快遞 : 吱吱響的包

裹  / 夏 洛 特 . 哈 柏 薩 克 (Charlotte 

Habersack)著 ; 管中琪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75-3 (精裝) 普遍級  

 875.59  

晚安故事摩天輪. 2, 108 個夢想故事 / 

桑德拉格林文 ; 安娜馬莎繪 ; 林珍良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1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5-285-7 ( 精 裝 ) 

NT$599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6  

晚安故事摩天輪 : 108 個晚安故事 / 

史黛菲.卡曼麥爾(Steffi Kammermeier), 

米雪艾拉.魯道夫(Michaela Rudolph), 

米雪艾拉.哈娜瓦文 ; 安娜.卡瑞娜.比

肯史多克(Anna Karina Birkenstock)圖 ; 

林珍良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5-284-0 (精

裝) NT$599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6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原著 ; 張譯譯 .-- 三版 .-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89-1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876.57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 墨丸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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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489-681-3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876.59  

怪盜亞森.羅蘋. 2, 空心岩柱 / 莫理斯.

盧布朗作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有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3 公分 .-

- (經典名著 ; 14) .-- ISBN 978-626-

95934-3-9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76.596  

帕 可 好 愛 雷 鬼 樂  / 瑪 嘉 莉 . 呂 榭

(Magali Le Huche)圖.文 ; 艾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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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2 面; 21

公分 .-- (finger book ; 22) .-- ISBN 978-

626-7038-48-2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SHTB: 美感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爺爺奶奶的彩色回憶 / 阿里安娜.邵

永尼文 ; 阿爾巴.瑪利安.里耶拉圖 ; 

黃翠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67-1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877.599  

請投大野狼一票! / 大衛.卡利著 ; 瑪

嘉莉.克拉弗雷繪 ; 尉遲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07-709-6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7.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黃金鳥籠  / 卡蜜拉 .拉貝格(Camilla 

Läckberg)作 ; 王娟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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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364-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81.357  

怪誕故事集  / 奧爾嘉 .朵卡萩(Olga 

Tokarczuk)著 ; 鄭凱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0 公分 .-- (to ; 130) .-

- ISBN 978-626-7118-88-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82.157  

葉慈詩選 : 塵世玫瑰 / 威廉.巴特勒.

葉慈著 ; 趙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216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57-710-866-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84.151  

幽靈西蒙.嚇破膽爵士 / 凱爾.艾金森

(Cale Atkinson)文.圖 ; 向慕華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56 面; 26 公分 .-- (迷繪

本 ; 116) .-- ISBN 978-957-521-574-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85.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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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布莉達的靈修之旅 / 保羅.科爾

賀(Paulo Coelho)著 ; 陳佳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

分 .-- (藍小說 ; 330) .-- ISBN 978-626-

335-702-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85.7157  

母親的河流 / 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

(Maria José Silveira)作 ; 余沛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4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715-7-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885.7157  

波特貝羅女巫  /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著 ; 李淑珺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12 面; 21 公分 .-- (藍小

說 ; 331) .-- ISBN 978-626-335-767-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85.7157  

魔鬼與普里姆小姐  / 保羅 .科爾賀

(Paulo Coelho)著 ; 周漢軍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00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332) .-- ISBN 978-626-335-

768-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85.7157  

看 穿 謊 言 的 女 孩  / 邁 可 . 洛 勃 森

(Michael Robotham)著 ; 江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400 面; 21 公

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90) .-- ISBN 

978-626-315-170-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887.157  

新聞學 

記者在現場 / 中央通訊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688) .-- ISBN 

978-986-387-605-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記者 2.CST: 新聞報導  895.1  

藝術類 

總論 

終 極 藝 術 百 科  / 蘇 西 . 霍 吉 (Susie 

Hodge), 大衛.泰勒(David Taylor)作 ; 

王翎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69-1-4 (精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通俗作品  900  

宜蘭美術. 64 期 / 林宏杰編輯委員 .-- 

宜蘭縣羅東鎮  : 宜蘭縣美術學會 , 

11107 .-- 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291-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期刊  900.5  

美術解剖學 : 人體繪圖專科 / 金井裕

也作 ; 蘇聖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

576-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藝術解剖學 2.CST: 人體畫  

901.3  

彰化.巴黎對話 : 臺法藝術交流展 = 

Le Dialogue entre Changhua et Paris : 

L’Exposition artistique entre Taiwan et 

la France / 張雀芬總編輯 .-- 初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7 .-- 176

面; 30 公分 .-- 中法對照 .-- ISBN 978-

986-5473-75-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  

科技斡旋.亞洲觀點 = Mediating Asia / 

古納蘭.納德拉罕(Gunalan Nadarajan), 

曾鈺涓策展 ; 黃舒屏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7 .-- 

112 面; 3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32-617-3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  

小中現大 : 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術

收藏 / 余思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 11108 .-- 19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36-

7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蒐藏品 3.CST: 作

品集 4.CST: 藝術展覽  902.33  

太平洋的風.美麗臺東 : 二〇二二臺

東大學美產系師友聯展專輯 = The 

wind of the Pacific Ocean beautiful 

Taitung : 2022 departmental joint 

exhibition of department of art industry,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 林昶戎總

編輯 .-- 初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

學美術產業學系, 11107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5-0-0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光  : 臺 灣 文 化 的 啟 蒙 與 自 覺  = 

Lumière : the enlightenment and self-

awakening of Taiwanese culture / 蔣伯

欣撰文 ; 吳慧芳, 楊貴雯執行編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館 ; 

臺北市 : 臺北教育大學 MoNTUE 北

師美術館, 11108 .-- 1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71-07-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宜蘭縣美術學會會員暨藝術學院教

授交流展. 2022 / 林宏杰總編輯 .-- 宜

蘭 縣 羅 東 鎮  : 宜 蘭 縣 美 術 學 會 , 

11107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291-9-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金門美術家聯展. 2022 / 盛崧俊總編

輯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美術學會, 11107 .-- 168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5140-5-7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南應大藝術獎. 2022 = TUT art awards 

/ 吳弘鈞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

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11108 .-- 8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615-

68-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夏之頌. 2022 : 生活美學藝術交流展 / 

江雨桐總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新

竹市美術協會, 11108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666-2-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桃城美展 . 第 26 屆  = 26th the Art 

Exhibition of Chiayi City / 廖秀玲, 侯

淑姿撰稿 ; 李兆隆, 許琇惠執行編

輯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 

11108 .-- 13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9-17-5 (線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游藝港都 : 中華文創學會會員聯展

2022 = 2022 artist exhibition / 王建民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文創學

會, 11108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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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5107-1-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雲林縣美術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第十

二屆 2022 壬寅年 / 黃新弼總編輯 .-- 

雲林縣虎尾鎮  : 雲林縣美術協會 , 

11108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6474-6-6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腳%F0%A7%BC%AE 之詩 = Through 

the rivers / 楊琴詩.影像 .-- 初版 .-- 臺

中市 : 楊琴, 11110 .-- 500 面; 1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60-6 ( 精 裝 ) 

NT$60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當代藝術家邀請展 . 2022 = 

2022 Taichung Contemporary Artists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 陳佳 君 總 編

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08 .-- 3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08-6 (精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巡迴展

專 輯 . 2022 = Taichung city medical 

association / 洪耀欽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出版  : 

臺中市醫師公會發行, 11108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8091-5-

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灣美術新貌獎. 2022 = 2022 Taiwan 

Emerging Art Awards / 陳佳君總編

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港

區藝術中心, 11108 .-- 10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6-06-2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 第 22 屆

2022 = 22nd Taiwan International Art 

Association Exhibition / 謝春美, 蔡維

祥, 許文德, 方鎮洋編輯 .-- 臺中市 :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 11107 .-- 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86-3-

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釀 : 國立員林高中第十九屆美術班 / 

蔡承諺, 張芷綺, 胡俞妃, 蔡芳宸, 許

筱亞, 許責泓, 李虹儀編輯 .-- 彰化縣

員林市 :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11108 .-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51-58-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丹青大師齊白石 : 以淳樸的民間藝

術風格與傳統的文人畫風相融合,達

到中國現代花鳥畫的巔峰 / 盧芷庭, 

胡元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623-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齊白石 2.CST: 藝術家 3.CST: 

藝術評論 4.CST: 傳記  909.887  

游藝桃花源 : 文學家筆下的桃園藝

術職人 / 古蒙仁, 向鴻全, 林央敏, 張

捷明, 莊華堂, 陳謙, 謝鴻文, 羅貴月

作 ; 林央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小雅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78-1-

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藝術家 2.CST: 訪談 3.CST: 臺

灣傳記  909.933  

音樂 

臺灣音樂年鑑 . 2021 = 2021 Taiwan 

music yearbook / 張儷瓊主編  .-- 初

版 .--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532-616-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音樂 2.CST: 年鑑 3.CST: 臺灣  

910.933  

李哲洋談樂錄 / 李哲洋等著 .-- [新北

市] : 李偉涵, 11109 .-- 38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304-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李哲洋 2.CST: 學術思想 

3.CST: 音樂 4.CST: 文集  910.9933  

低 : 大衛.鮑伊的柏林轉變 / 雨果.威

爾肯(Hugo Wilcken)著 ; 楊久穎譯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潮浪文化, 11109 .-- 3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96327-2-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鮑伊(Bowie, David) 2.CST: 搖

滾樂 3.CST: 音樂家 4.CST: 傳記 

5.CST: 英國  910.9941  

聽障女孩艾芙琳.葛蘭妮顛覆打擊樂

的心路歷程 : 用身體聆聽動人的音

樂 / 雪儂.史塔克(Shannon Stocker)文 ; 

黛玟.哈茲華斯(Devon Holzwarth)圖 ; 

蔡心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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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240-5-8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葛蘭妮(Glennie, Evelyn) 

2.CST: 音樂家 3.CST: 聽障 4.CST: 傳

記 5.CST: 通俗作品  910.9941  

布拉姆斯的叛逆傲骨 : <<德意志安

魂曲>>、<<c 小調第一交響曲>>、

<<匈牙利舞曲>>,自由卻孤獨的主流

反叛者 / 景作人, 音渭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1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28-6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布拉姆斯(Brahms, Johannes, 

1833-1897) 2.CST: 作曲家 3.CST: 傳

記 4.CST: 德國  910.9943  

扼住命運的咽喉,貝多芬與他的交響

樂 : <<命運>>、<<英雄>>、<<田園

>>、<<莊嚴彌撒>>以深刻的浪漫精

神歌頌英雄主義,喊出時代聲音,維也

納也為他哭泣 / 劉新華, 音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8 .-- 1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29-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2.CST: 音樂家 3.CST: 傳

記  910.9943  

浪漫音樂詩人舒曼與他光輝卻坎坷

的人生 : <<蝴蝶>>、<<春天交響曲

>>、<<桃金娘>>,以文字結合音符,

帶來一首首如詩如花的愛之詩篇  / 

景作人, 音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19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49-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舒曼(Schumann, Robert, 1810-

1856) 2.CST: 作曲家 3.CST: 傳記 

4.CST: 德國  910.994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布拉姆斯 / 保羅.荷

密斯著 ; 王婉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2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69-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布拉姆斯(Brahms, Johannes, 

1833-1897) 2.CST: 作曲家 3.CST: 傳

記 4.CST: 德國  910.9943  

猶唱新歌 : 孟德爾頌神劇研究 = Still 

I sing a new song : a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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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ssohn's oratorios / 盧文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186-3-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孟德爾頌(Mendelssohn-

Bartholdy, Felix, 1809-1847) 2.CST: 音

樂家 3.CST: 樂評 4.CST: 傳記  

910.9943  

跟著安魂曲見上帝!永恆的音樂神童

莫札特 : <<唐璜>>、<<魔笛>>、<<

安魂曲>>磅礡的序曲如他的璀璨人

生,天縱之才終不敵命運捉弄,傳奇的

一生如同樂曲般稍縱即逝 / 劉新華, 

音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626-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莫札特(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2.CST: 音樂家 

3.CST: 傳記  910.99441  

鋼琴之王李斯特 : <<浮士德>>、<<

但丁>>、<<奧爾菲斯>>、<<普羅米

修斯>>跳脫敘事的束縛,抒發內心的

情感,拓出全新音樂形式「交響詩」 

/ 劉昕, 楊夢露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15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597-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李斯特(Liszt, Franz, 1811-

1886) 2.CST: 音樂家 3.CST: 傳記 

4.CST: 匈牙利  910.99442  

戰火下的輝煌日輪蕭斯塔科維契  : 

<<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

鼻子>>、<<黃金時代>>生在被箝制

思想的年代,以怪誕的音樂語言與鮮

活的節奏性表達對世事的譏諷 / 劉

一豪, 音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4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638-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蕭斯塔科維契(Shostakovich, 

Dmitriĭ Dmitrievich, 1906-1975) 2.CST: 

音樂家 3.CST: 傳記 4.CST: 俄國  

910.9948  

別人的歌+我的詞 / 林夕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11107 .-- 3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445-7-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流行歌曲 2.CST: 音樂創作  

913.6  

*金曲佳謠-現代裡的經典 : 陳麗晶琵

琶獨奏會演出曲目書面詮釋 / 陳麗

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

學華岡出版部, 11108 .-- 19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96-424-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琵琶 2.CST: 演奏 3.CST: 樂曲

分析  919.33  

建築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2021 : 聲域,來

自 濕 地 的 交 響 樂  = 2021 Guandu 

international nature art festival : sounds 

of the fields : symphony from the 

wetlands / 葉瑞方撰文 ; 何麗萍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北

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 

11107 .-- 165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7837-2-9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環境藝術 2.CST: 公共藝術  

920  

形式與規則 / 王明蘅作 .-- 再版 .-- 臺

南市 : 落塵社, 11108 .-- 26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2909-2-0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空間設計 3.CST: 

藝術哲學  920.1  

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作品集 / 高

山青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門聯

合建築師事務所, 111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89-0-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22 

= FIABCI-Taiwan Real Estate 

Excellence Awards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暨

世界不動產聯盟臺灣分會, 11108 .-- 

456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

99301-1-6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中英文年刊. 2021

年創刊號 / 吳祥瑋, 黃靜怡編輯設

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07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1-1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建築美術設

計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文集  

920.7  

庫哈斯談建築的危險 / 雷姆.庫哈斯

(Rem Koolhaas), 桑 佛 . 昆 特 (Sanford 

Kwinter)著 ; 吳莉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84-3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庫哈斯(Koolhaas, Rem)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現代建築 4.CST: 文

集  920.7  

中國建築美學史 : 先秦至兩漢 : 臺榭

乘虛 X 殉葬建屋 X 天圓地方,從個人

德性的彰顯到鬼神信仰的推展 / 王

耘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8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57-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中國美學史  

922  

中國建築美學史 : 魏晉至明清 : 重視

風水 X 匠人精神 X 亂石為美,從服膺

特定制度到建築工藝的多元化 / 王

耘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5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79-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中國美學史  

922  

神靈的殿堂 : 李乾朗剖繪中國經典

古建築. 2 = The temples of the gods : a 

cutaway l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architecture / 李乾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6 公分 .-- (觀察家博

物誌  ; TW018) .-- ISBN 978-957-32-

9671-3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中國  922  

眾生的居所 : 李乾朗剖繪中國經典

古建築. 1 = The dwelling places of all 

beings : a cutaway l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architecture / 李乾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6 公分 .-- 

(觀察家博物誌 ; TW017) .-- ISBN 978-

957-32-9670-6 (平裝) NT$7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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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中國  922  

朝鮮半島的建築 / 中西章著 ; 黃蘭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

公司, 11108 .-- 36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38-976-4 (精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建築史 

3.CST: 韓國 4.CST: 北韓  923.32  

建築園冶獎. 2022 : 追本溯源.園宇宙 

= Yuan Ye awards. 2022 :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

經營協會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社 團 法 人 高 雄 市 建 築 經 營 協 會 , 

11107 .-- 3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783-5-9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景觀工程設計 2.CST: 景觀藝

術 3.CST: 作品集  929  

雕塑 

植 田 明 志 造 形 作 品 集  = Cosmos 

Akishi Ueda art works / 玄光社作 ; 黃

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62-36-4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31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1 : 山城坐

勢 : 張熒淼個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

栗 市  : 苗 栗 縣 政 府 文 化 觀 光 局 ,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70-25-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1 : 木.異術 : 

曾安國木雕個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70-24-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2 : 木藝在

嘉.心刻度 : 嘉義市木雕學會會員聯

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

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70-21-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2 : 出發.水

虎號 : 台灣木雕協會聯展 / 林彥甫總

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11108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70-17-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2 : 台中市

雕塑學會會員聯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1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70-2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2 : 苗栗縣

三義木雕協會會員聯展 / 林彥甫總

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111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70-19-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2 : 藝隨心

轉 : 董旻晋個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

栗 市  : 苗 栗 縣 政 府 文 化 觀 光 局 ,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70-18-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告別關係中的你仍如此美麗 : 李霽

洵 = You are beautiful even when you 

say goodbye : Chi-Hsun Lee / 李霽洵

作 .-- 臺北市 : 首都藝術中心, 11108 .-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7686-6-6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臺灣木雕專題展. 2022 : 羅漢真象 : 

李秉圭木雕薪傳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109 .-- 12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0-22-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菊島漆好 : 陳永興漆藝展. 2022 / 簡

佑誠總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

市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1107 .-- 120

面; 25 公分 .--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07) .-- ISBN 978-986-5427-8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漆藝 2.CST: 作品集  938.9  

書畫 

竹久夢二 TAKEHISA YUMEJI : 日本

大正浪漫代言人與形塑日系美學的

「夢二式藝術」  / 王文萱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432-0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竹久夢二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4.CST: 作品集 5.CST: 日本  

940.9931  

潑墨大師張大千 : 從仿畫到被仿畫,

三載敦煌面壁創人未所能,及人所比,

宛若飛仙躍向國際,中西合璧的書畫

聖手 / 盧芷庭, 周麗霞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627-9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張大千 2.CST: 臺灣傳記 

3.CST: 畫家  940.9933  

不同時間,不同光影,永恆的莫內 : <

印象.日出>、<撐傘的女人>、<魯昂

大教堂>,撕開藝術偏見,揭開歐洲繪

畫史大革命,印象派永不消逝的燈塔 

/ 宋承澤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552-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莫內(Monet, Claude ,1840-

1926)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940.9942  

後印象派浪子高更 : <黃色的基督>、

<經過海中>、<布列塔尼的風景>捨

棄世俗與文明生活,逃向原始野性並

充滿藝術和美的天堂 / 劉星辰, 音渭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80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24-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高更(Gauguin, Paul, 1848-1903) 

2.CST: 畫家 3.CST: 畫論 4.CST: 傳記 

5.CST: 法國  940.9942  

This is 林布蘭  / 喬蕊拉 .安德魯斯

(Jorella Andrews) 著  ; 尼 克 . 希 金 斯

(Nick Higgins)繪 ; 劉曉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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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8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29) .-- ISBN 978-626-96096-8-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1669)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940.99472  

表現主義先驅梵谷 : <星夜>、<麥田

群鴉>、<向日葵>以猙獰的垂死姿

態,怒張著委靡凋零的花瓣,對抗這過

度明亮的世界 / 馬文佳, 林錡, 音渭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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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50-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梵谷(Van Gogh, Vincent, 1853-

1890)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4.CST: 

荷蘭  940.99472  

沁喜甘露 : 林緞書畫集 / 林緞作 .-- 嘉

義市 : 林緞, 11108 .-- 8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49-1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媧煉之餘 : 散仙杜三鑫 畫石.刻石 / 

杜三鑫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意在

藝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42-2-

0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印譜 3.CST: 作品

集  941.5  

溥心畬書畫集 / 黃光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09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82-303-

3 (平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砌  : 王 意 淳 書 法 創 作 專 輯  = 

Calligraphy works of Yichun Wang / 王

意淳著作  .-- 臺中市  : 鶴軒藝術 , 

11107 .-- 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95621-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硯畊留痕 : 郭芳忠書法創作展作品

集 / 郭芳忠創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

化生活美學館, 11108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18-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黃金陵書法粹選 / 黃金陵著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楊正翡, 111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57-

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茄典教會設教六

十五週年聖經金句書法比賽優勝作

品輯 / 劉松日總編輯 .-- 高雄市 : 財

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

茄典教會, 11107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334-0-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游藝墨痕 : 2022 彰化縣游藝雅集書

學會臺韓書法交流展 / 李憲專, 吳秀

停主編 .-- 彰化縣大村鄉 : 彰化縣游

藝雅集書學會, 11108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6883-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水墨畫藝術美學與發展 / 黃光男, 黃

慶源, 鄭佳耀, 徐嘉霠, 鄭世昱, 湯玳, 

賀琛博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

家出版社, 11109 .-- 128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282-302-6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繪畫美學 

3.CST: 畫論 4.CST: 文集  944.07  

元畫全集. 第一冊 / 王耀庭, 朱惠良, 

李如珊, 林柏亭, 陳階晉, 許郭璜, 黃

文玲, 廖堯震, 劉宇珍, 劉榕峻, 賴奐

瑜, 譚怡令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秦鼎文流實業有限公司, 11108 .-- 328

面; 44 公分 .-- ISBN 978-986-96354-4-

8 (精裝) NT$1950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畫冊 3.CST: 元

代  945.5  

元畫全集. 第二冊 / 朱惠良, 何傳馨, 

李如珊, 許郭璜, 馮明珠, 廖堯震, 劉

洋名, 劉榕峻, 譚怡令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秦鼎文流實業有限公司 , 

11108 .-- 328 面; 44 公分 .-- ISBN 978-

986-96354-5-5 (精裝) NT$19500 普遍

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畫冊 3.CST: 元

代  945.5  

終年喃喃自語 中年男難自語 : 王南

人創作展 = Murmurs all year round/the 

murmurs of a middle-aged man : solo 

exhibition by Wang Nan-Jen / 王南人

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

蘆墩文化中心, 11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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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6-07-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蔡俊章水墨畫集 : 2022 畫展精選 / 蔡

俊章作 .-- 臺北市 : 華圓設計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69-3-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蔡草如 : 神話、戲臺與逆光赤城 = 

Tshuà Tsháu Jû : myth, stage and the 

backlit fort provintia / 林育淳總編輯 .-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美術館, 

11107 .-- 288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0701-27-2 (精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膠彩畫 3.CST: 

畫冊  945.6  

西洋學院素描自學全書 / 傑哈.艾克

曼(Gerald Ackerman), 格雷頓.帕利許

(Graydon Parrish)作 ; 杜蘊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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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6 面; 28

公分 .-- (art school ; 98) .-- ISBN 978-

986-459-433-7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巴格(Bargue, Charles, 1826 or 

1827-1883.) 2.CST: 素描 3.CST: 繪畫

技法  947.16  

韓國繪師的角色繪製重點攻略 / 崔

元喜作 ; 林季妤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9 .-- 冊 .-

- ISBN 978-986-377-798-4 (第 1 冊:平

裝) NT$320 .-- ISBN 978-986-377-799-

1 (第 2 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體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2  

*ABC 可愛動物著色繪本 / 吳明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大眾

教育基金會, 11108 .-- 5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427-2-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39  

大冒險挑戰 / 李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

版  :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9 .-- 112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

險隊) .-- ISBN 978-986-5588-99-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武神瓦爾基里 : 挪威.維京.獸戰士 / 

李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184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40) .-- 

ISBN 978-986-5588-98-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漫畫  947.41  

這是什麼梗 : 圖解動物日常很有戲 / 

Joshua Barkman 原著 ; 張雅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14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324-241-8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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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漫畫  947.41  

新手漫畫技法教程 : 零基礎漫畫素

描入門 / C.C 動漫社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

79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素描 3.CST: 繪畫

技法  947.41  

薑餅人王國語文英雄榜. 2, 龍之丘. 

上集 / 金強賢文 ; 金璂守圖 ; 徐月珠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8 .-- 165 面 ; 25 公 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889-1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日本當代最強插畫. 2022 : 當代最強

畫師豪華作品集 / SE 編輯部作 ; 陳

家恩譯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725-3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電腦繪圖 3.CST: 

作品集  947.45  

火柴人圖解大全 : 工作也能派上用

場! / MICANO 著 ; 郭家惠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32-9667-6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台 灣原住 民部 落圖像 畫冊 集錦  = 

2020 Minsnkwan squ minptasan zga na 

Taywan qalang Tayal = A collection of 

pictures from Taiwan's aboriginal tribes / 

陳勝榮文字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勝

榮, 11109 .-- 122 面; 21X30 公分 .-- 中

文、泰雅族語、英文對照 .-- ISBN 

978-626-01-0366-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旅塗時光 : 邊走邊畫的繪話本 / 莊祖

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大人國 ; 7) .-- ISBN 978-

626-335-725-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3.CST: 旅遊  

947.45  

浪漫滿屋!彩繪童話風夢想屋 / 井田

千秋著 ; 蔡毓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76 面; 25X25

公分 .-- (彩繪良品 ; 4) .-- ISBN 978-

986-7627-48-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無人島漂流 100 日日記 / gozz 作 ; 盧

慧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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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92 面; 26 公

分 .-- (Wander ; 3) .-- ISBN 978-626-

96034-5-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魔法插畫帖 : 簡單掌握技巧,以線條

妝點每一天! / ちょ作 ; 洪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9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7-801-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形 . 色 . 面 的 變 奏  : 曲 德 義 個 展  = 

Variation of forms, colors and planes : 

Chu Teh-I solo exhibition / 高森信男專

文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基

金會, 11108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74-0-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繪畫 2.CST: 抽象藝術 3.CST: 

畫冊  947.5  

島鄉畫影 : 洪明標金門鄉野畫輯 / 洪

明標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

門縣文化局, 11108 .-- 60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68-86-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膽小別看畫. IV : 看穿人性陰暗與畫

作背後的複雜心機 / 中野京子作 ; 于

曉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732-

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藝術欣賞  

947.5  

心情故事 : 黃博穗的畫冊詩集. 水彩

篇 / 黃博穗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1-91-

4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心中福爾摩沙 : 葉茂雄 80 回顧展 = 

Retrospect of the Past 80 Years Yab Bo 

Hiong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 葉茂雄

作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 

11107 .-- 132 面; 25X26 公分 .-- (文化

藝廊) .-- ISBN 978-626-7109-15-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四十六屆 = The 

46th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in Taiwan 

2022 /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 

11108 .-- 12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9810-9-6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高雄市美術研究學會藝術作品集 . 

2022 / 高雄市美術研究學會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上鋐書庫有限公司, 

11107 .-- 11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53-4-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竟意 .勁藝 .逕自然 : 沈東榮繪事卅

(1992~2022) / 沈東榮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東海大學美術系所, 11107 .-- 

1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

548-118-6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黃崇洪作品集 / 黃崇洪作 .-- 臺北市 : 

黃崇洪, 11107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44-6 ( 平 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水彩畫 3.CST: 畫

冊  948.5  

靈動 : 陳縈禎創作特輯 = Spirituality 

throbbing special collection / 陳彩雲總

編輯  .-- 臺中市  : 任漢平美術館 , 

11108 .-- 1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91110-7-2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毗暗者光.共生 : 海至 = Symbiosis of 

darkness : rain hill X GSA Gallery / 鄭

世弘, 陶文岳, 史訥訥撰稿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璽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1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8751-2-7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壓克力畫 2.CST: 畫冊  

948.94  

攝影；電腦藝術 

*異獸藏身處的精靈 : 藝評召喚術 = 

Hiding place : art writings and other texts 

/ 陳寬育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陳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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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11107 .-- 26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1-0289-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攝影 2.CST: 文集  950.7  

攝影曝光設計寶典 / 新知互動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53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2.CST: 攝影光學 

3.CST: 數位攝影  952.12  

動畫動態動作基礎 : 動畫概念 X 人

體透視 X 比例規律,掌握好技法,讓你

筆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 孫立軍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8 .-- 23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596-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電腦動畫 2.CST: 繪畫技法  

956.6  

*鴿子公寓 = Pigeon apartment / 林靄

彤作 .-- 新北市 : 林靄彤, 11107 .-- 110

面; 14X2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8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  

*原子少年 : 奇蹟的夏天 / 踢帕娛樂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5-713-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像攝影 2.CST: 攝影集  

957.5  

*來回攀登之間 : 在極限中誕生的照

片 / 金國威(Jimmy Chin)作 ; 張國威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324 面; 31 公分 .-- (Art ; 26) .-

- ISBN 978-986-5562-70-0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攀岩 2.CST: 攝影集  957.7  

高雄眷村三部曲. 二部曲 : 長日將盡 

= A trilogy on Kaohsiung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episode II : the 

remains of the day = 高雄眷村三部曲. 

エピソード II : 日の名残り / 侯淑姿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8 面; 36 公

分 .-- ISBN 978-626-7031-39-1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眷村  957.9  

高雄眷村三部曲. 三部曲 : 鄉關何處 

= A trilogy on Kaohsiung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episode III : out of 

place = 高雄眷村三部曲. エピソード

III : 故郷はどこにある? / 侯淑姿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80 面; 36 公分 .-- 

ISBN 978-626-7031-40-7 ( 精 裝 ) 

NT$2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眷村  957.9  

高雄眷村三部曲. 首部曲 : 我們在此

相遇 = A trilogy on Kaohsiung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episode I : here is 

where we meet = 高雄眷村三部曲. エ

ピソード I : ここは私たちの会う場

所 / 侯淑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

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0 面; 36 公分 .-- ISBN 978-626-7031-

38-4 (精裝) NT$2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眷村  957.9  

高雄眷村三部曲 : 侯淑姿眷村女性

影 像 書 寫 論 述 集  = The trilogy o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in 

Kaohsiung : the discourses of Hou Lulu 

Shur-tzy's female image writings = 高雄

眷村三部曲 : ホウ.ルル.シュウズ論

文集 : 女性が写真をつづるとき / 侯

淑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

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5 公分 .-- (Critique ; 26) .-- ISBN 978-

626-7031-41-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攝影作品 2.CST: 藝術評論 

3.CST: 女性 4.CST: 眷村  957.9  

鯤鯓王平安鹽祭攝影集. 2021 / 黃文

博主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南鯤鯓

代天府, 11110 .-- 192 面; 30 公分 .-- 

(南鯤鯓藝文叢書 ; 36) .-- ISBN 978-

986-98929-8-8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Fleur 花 : Chihana 10th anniversary / 張

婉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張婉婷, 

11108 .-- 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01-0288-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山水路橋 : 72-74(2020-2022)台灣漫遊

攝影 = Hometown and landscape : 72-

74(2020-2022) Taiwan travel 

photography / 葉藤庚攝影.文字 .-- 初

版 .-- 臺北市 : 葉藤庚, 11109 .-- 136

面; 21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59-0 (精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旅遊文學  

958.33  

生活取樣 : 他的樣子,他的故事。 : 手

機攝影集 / 趙樹人攝影.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

業設計系, 111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8-1-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印象江南 / 楊塵著 .-- 初版 .-- 新竹縣

竹北市 : 楊塵文創工作室, 11109 .-- 

368 面; 28 公分 .-- (楊塵攝影集 ; 3) .-

- ISBN 978-626-95734-2-4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旅遊文學 

3.CST: 江南地區  958.33  

空間迷向 = Spatial disorientation / 吳垠

慧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

美術館, 11107 .-- 80 面; 24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626-7144-37-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眠夢 / 馮渟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馮渟懋, 111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365-1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愛的物理學 / Peter Su, Mo 作 .-- 臺北

市 : 是日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561-3-7 (精裝) NT$168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新竹縣攝影學會紀念影集. 第 37 屆 

= The 37th commemorative album of the 

Hisinchu Photographic Society / 江春炫, 

林裕昌, 傅遠智, 徐煜棋, 吳麗芳, 葉

國安編輯委員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

竹縣攝影學會, 11107 .-- 17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362-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照 化 入 鏡  : 柯 錫 杰 心 世 界  = 

Transcendental visions : Ko Si-Chi's art 

works / 林育淳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市美術館, 11108 .-- 196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0701-28-

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設計戰國策. 2022 : 教育部鼓勵學生

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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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2022 :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 林磐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出版 :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發行, 11108 .-- 3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70-0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數位藝術 3.CST: 

作品集  960  

藝遊卦山 : 彰化國際藝術節. 2021 = 

2021 Changhua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 / 張雀芬總編輯 .-- 初版 .-- 彰化

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7 .-- 17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5473-81-5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裝置藝術 2.CST: 作品集 

3.CST: 藝文活動 4.CST: 彰化縣  

960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

寶典 : 最新修訂試題(112 年啟用) / 技

能檢定研究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4-261-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視覺藝術 2.CST: 視覺設計 

3.CST: 考試指南  960.22  

歐文字體的製作方法 : 資深字體設

計師小林章,從零開始設計歐文字體

的關鍵知識與細節 / 小林章著 ; 曾國

榕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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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60 面; 

26 公 分  .-- (Zeitgeist 時 代 精 神  ; 

FZ2009) .-- ISBN 978-626-315-171-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2.CST: 字體  962  

色彩構成 : 明度對比 X 空間混合 X

色彩調和,結合基礎知識與技巧訓練 

/ 王忠恆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584-5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基礎色彩新論 : 從心理設計到科學

應用 / 魏碩廷, 陳鴻興, 謝翠如, 李文

淵, 徐明景, 吳瑞卿, 孫沛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50-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靚庄 : 客家關西色彩 = Hakka colors 

Guanxi / agua 執行總編 .-- 新北市 : 客

家委員會, 11107 .-- 11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5434-70-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色彩學 2.CST: 生活美學 

3.CST: 新竹縣關西鎮  963  

1 秒擺脫素人設計 / ARENSKI 作 ; 沈

俊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

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14-4-6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2.CST: 版面設計  

964  

版面研究所. 4, 零基礎版面結構學 / 

ingectar-e 著 ; 黃筱涵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3 公分 .-- (創意家 ; 43) .-- ISBN 978-

957-658-894-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版面設計  964  

讓人三秒失心瘋的荷包掏空術 : 創

意、廣告與設計 / 李金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2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42-2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廣告設計  964.2  

越過山,看見______ : 2022 藝術長廊

創 作 展  = Over the mountain, 

seeing______ : arts corridor exhibition / 

林淑鈴創作 ; 王莉莉主編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 11107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349-

6-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編織工藝 2.CST: 作品集 

3.CST: 美術館展覽  966  

一學就會の立體浮雕刺繡可愛圖案

集 / アトリエ Fil 著 ; 彭小玲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

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80 面; 26 公分 .-- (趣.手

藝 ; 65) .-- ISBN 978-957-9623-87-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刺繡 2.CST: 手工藝  966.8  

日本設計師給你の好房子圖鑑 : 150

個關鍵設計,獨門開出學、微觀設計

論、格局新角度,讓你找到舒適居家

的最大值 / 石井秀樹, 杉浦充, 都留理

子, 長谷部勉, 村田淳著 ; 桑田德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

35-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空間設計 

3.CST: 個案研究  967  

微型住宅規劃設計攻略 : 破解格局

分割手法、精準設定尺寸,坪數小也

能住得舒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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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08-841-6 ( 平 裝 ) 

NT$599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空間設計  

967  

餐飲 OMO 體驗與設計 : 串連多場景

消費的餐飲空間企劃與設計攻略  /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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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408-843-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空間設計 

3.CST: 餐廳  967  

*2022 座在府城作品專輯 = "Seat" in 

Tainan city / 盧圓華主任編輯 .-- 高雄

市 : 樹德科技大學橫山 USR 專案推

動辦公室 ; [臺南市] : 臺南.家具產業

博物館, 11107 .-- 120 面; 42 公分 .-- 

ISBN 978-626-95520-8-5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家具 2.CST: 家具設計 3.CST: 

作品集  967.5  

技藝 

Salon Flowers 嶺貴子的季節鮮花課 / 

嶺貴子著 ; 張瑋芃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8 .-- 160 面; 23 公

分  .-- (better ; 77) .-- ISBN 978-986-

5562-7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英式花藝實作課 : 獨門鮮花處置法,

延長切花 2 週鑑賞期!以最精簡花材,

玩出各式瓶花、盆花、桌花 / 谷川

文江著 ; 羅淑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73-04-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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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馨詠心 : 瓶花與心象花 : 2022 中

華 插 花 藝 術 展 作 品 集  = Heart 

resonance of vase and fragrance : vase 

flower and expressionist flower 

arrangement : 2022 flower arrangement 

exhibition / 趙惠娟主編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 11107 .-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

9155-69-4 (精裝) NT$1350 普遍級  

1.CST: 花藝 2.CST: 作品集  971  

趣味摺紙大全集 : 超好玩&超益智!

完整收錄 157 件超人氣摺紙動物&紙

玩具 / 主婦之友社授權 ; Alicia Tung

譯  .-- 三 版  .-- 新 北 市  : Elegant-

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24 面; 26 公

分 .-- (趣.手藝 ; 36) .-- ISBN 978-957-

9623-88-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摺紙  972.1  

戰鬥紙陀螺(最終進化版) : 核心增強!

更神奇的旋轉力! / 四方形大叔原著 ; 

陳盈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1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24-242-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摺紙  972.1  

超簡單 DIY 玩剪紙 / イワミ*カイ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73-627-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剪紙  972.2  

喝一碗茶 : 茶人、茶碗、陶瓷燒製,

北大路魯山人說日用器皿的誕生  / 

北大路魯山人著 ; 侯詠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小感日

常 ; 17) .-- ISBN 978-626-7096-16-1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茶具 2.CST: 茶藝 3.CST: 日本

美學  974.3  

四藝三昧茶道展演 / 蕭麗華, 陳昱廷

著 .-- 宜蘭縣礁溪鄉 : 佛光大學人文

學院, 11107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75-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茶藝 2.CST: 禪宗 3.CST: 佛教

修持  974.8  

戲劇 

跨界對談. 16. 2021 : 表演藝術研究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 趙玉玲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

演藝術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1107 .-

- 2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41-1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表演藝術 2.CST: 文集  980.7  

雕刻時光 : 塔可夫斯基的藝術與人

生,透過電影尋找生活的答案,理解這

個永遠超出我們理解的世界 / 安德

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著 ; 

鄢定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88-

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影美學 2.CST: 影評  

987.01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集. 下, 外語片 / 

梁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300 面; 21 公分 .-- (新美學 ; 

64)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38-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987.013  

富貴榮華 / 施昇輝作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博 思 智 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41-3-3 (平裝) NT$320 .-- ISBN 

978-626-96241-4-0 ( 平 裝 簽 名 版 ) 

NT$320 普遍級  

1.CST: 電影劇本  987.34  

第一次拍電影就上手 / 衣笠竜屯等

著 ; 張克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37-3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電影製作 2.CST: 電影攝影  

987.4  

About Youth 默默的我,不默默的我們 : 

劇照書 / 大慕可可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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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38-386-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2.CST: 照片集  

989.233  

滴水的推理書屋 : 影像創作紀實 / 拙

八郎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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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8-387-6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989.233  

酷蓋爸爸. 2 : 劇照書 / 杰德影音原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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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6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2.CST: 照片集  

989.233  

遊藝；娛樂；休閒 

觀光學概論 / 楊惟涵, 羅天人, 黃東政, 

林香君, 盧俊吉, 郭惠珠, 何旻娟, 陳

文錦, 林大裕, 楊建夫, 林家茜, 張景

棠, 陳彥佑, 陳英任, 高崇倫, 林嘉琪

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108 .-- 3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2-887-3 ( 平 裝 ) 

NT$425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旅遊業管理  

992  

文化旅遊視野下的遺產旅客旅遊決

策調查 : 以美國田納西內戰的國家

歷史古蹟區為例  = Heritage tourist' 

gaze : Tennessee Civil War National 

Historic area / 林錦玲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出版社, 111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78-1-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遺產 2.CST: 觀光行政 

3.CST: 個案研究  992.2  

山徑.聚落與人群 : 雪山山脈周邊人

文景觀資源 / 許勝發, 王雅恬, 林秋婷

文字撰稿 .-- 苗栗縣大湖鄉 : 雪霸國

家公園管理處, 11109 .-- 37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8-16-8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雪霸國家公園  992.3833  

領隊帶團的 7 堂先修課 : 想投入「領

隊」職業之前,必看的前導教科書! / 

林聞凱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

化有限公司, 11108 .-- 216 面; 22 公

分 .-- (Masters ; 2) .-- ISBN 978-626-

96112-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領隊 2.CST: 導遊  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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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露營車玩大自然 / Linda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14-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露營 2.CST: 自助旅行 3.CST: 

汽車旅行  992.78  

60 秒破案心理學 / 王亞姍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資優

生系列 ; 50) .-- ISBN 978-986-453-174-

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門薩學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 : IQ 終

極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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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74-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門薩學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 : 邏輯

終極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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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675-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環保百科謎錄 / 楊國顯編著 .-- 高雄

市 : 菜根香出版社, 11109 .-- 100 面; 

19 公分 .-- (菜根社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6169-8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謎語 2.CST: 臺語  997.4  

中華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3-2 (第 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中華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2-5 (第 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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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416-

5 (第 27 冊: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國民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10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1-8 (第 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國民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10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0-1 (第 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PlayStation2 終極聖經 / 前田尋之監

修 ; 林克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數位原力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5904-1-4 (上冊:

精 裝 ) NT$1280 .-- ISBN 978-626-

95904-2-1 (下冊:精裝) NT$1280 普遍

級  

1.CST: 電動玩具 2.CST: 電腦遊戲  

997.8  

Minecraft 建造大師 : 設計超酷小遊戲 

/ Sara Stanford 著 ; 王豪勳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3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都給你玩就好!Minecraft Switch 版超

破格指令大事典 / 麥塊職人組合作 ; 

盧品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尖 端 出 版 ,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9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超重機模型製作教科書  / HOBBY 

JAPAN 編輯部作 ; 林農凱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9 .-- 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77-796-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工藝美術  999  

關 鍵 在 於 土 的 泥 巴 仗  / Armour 

Modelling 編輯部作 ; FORTRESS 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9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77-80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戰車 3.CST: 工藝

美術  999  

藝想空間 / 臺灣國際心手藝推廣協

會師資群作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

鎮  : 臺 灣 國 際 心 手 藝 推 廣 協 會 , 

11110 .-- 62 面; 30 公分 .-- (手作系

列) .-- ISBN 978-986-92446-2-6 (平裝)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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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คู่มอืสุขภาพคนทอ้ง/ผูแ้ต่ง 

กระทรวง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และสวสัดกิารกรมอน

ามยัแห่งชาต ิ.-- คร ัง้ที ่5 .-- 臺北市 : 健康

署, 11107 .-- 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44-4 (平裝) NT$18 普遍

級  

សសៀវសៅសុខភាពស្រសត ីមានផ្ទៃស ោះ/អ្នក

និពនធ  ក្កសួងសុខាភិបាល 

រដ្ឋបាលលលើកកំពស់សុខភាព .-- 

លលើកទី៥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7 .-- 

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43-7 (平裝) NT$18 普遍級  

คู่มอืสุขศกึษาส าหรบัหญงิต ัง้ครรภ/์ผูแ้

ต่ง 

กระทรวง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และสวสัดกิารกรมอน

ามยัแห่งชาต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7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49-9 (平裝) NT$16

普遍級  

សសៀវសៅណែនាំពីចាំសែោះដឹងសុខភាព

សម្រមាប់ស្រសត ីមានផ្ទៃស ោះ/អ្នកនិពនធ  

ក្កសួងសុខាភិបាល 

រដ្ឋបាលលលើកកំពស់សុខភាព .-- 

លលើកទី២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7 .-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48-2 (平裝) NT$16 普遍級  

Agency Against Corruption, Ministry of 

Justice annual report. 2021/editor-in-

chief Feng Cheng, Shen Feng-Liang .-- 

臺北市 : 法務部廉政署, 11107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94-

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Buku Panduan Ibu Hamil/penulis Dinas 

Kesehatan Nasional Departemen 

Kesehatan dan Kesejahteraan .-- edisi ke-

5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7 .-- 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42-0 (平

裝) NT$18 普遍級  

Manual Pendidikan Kesehatan untuk 

Wanita Hamil/penulis Dinas Kesehatan 

Nasional Departemen Kesehatan dan 

Kesejahteraan .-- edisi ke-2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7 .-- 92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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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137-47-5 (平裝) NT$16

普遍級  

Maternal health education 

handbook/author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健康

署, 11107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45-1 (平裝) NT$16 普遍

級  

Matrnal health handbook/author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5th edition .-- 臺

北市 : 健康署, 11107 .-- 7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40-6 (平裝) 

NT$18 普遍級  

Sổ tay hướng dẫn sức khỏe thai 

phụ/tác giả Sở Sức khỏe Quốc dân Bộ 

Y tế và Phúc lợi .-- phiến bản thứ 2 .-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7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46-8 (平裝) 

NT$16 普遍級  

Sổ tay sức khỏe phụ nữ mang thai/Tác 

giả Sở Sức khỏe Quốc dân Bộ Y tế và 

Phúc lợi .-- phiến bản thứ 5 .-- 臺北

市 : 健康署, 11107 .-- 7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37-41-3 ( 平 裝 ) 

NT$18 普遍級  

Taiwan at a Glance. 2022-2023/editors 

Alicia Y.H. Wang, Torie Gervais, Clare 

Lear, Jim Hwang .-- 1st edition .-- 臺北

市 : 外交部, 11108 .-- 96 面; 16 公分 .-

- ISBN 978-986-5447-45-8 ( 平 裝 ) 

NT$70 普遍級  

Taiwan cultural content industries survey 

report. 2021. vol.I: 

book.magazine.comic.original image 

industries/editor-in-chief Izero Lee .-- 1st 

edition .-- 臺北市 : 文策院, 11107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

610-4 (平裝) 普遍級  

Taiwan cultural content industries survey 

report. 2021. vol.II: television.motion 

picture.animation industries/editor-in-

chief Izero Lee .-- 1st edition .-- 臺北市 : 

文策院, 11107 .-- 11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611-1 (平裝) 普遍

級  

Taiwan cultural content industries survey 

report. 2021. vol.III: popular music.radio 

industries/editor-in-chief Izero Lee .-- 1st 

edition .-- 臺北市 : 文策院, 11107 .-- 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612-

8 (平裝) 普遍級  

Taiwan cultural content industries survey 

report. 2021. vol.IV: gaming.e-sports 

industries/editor-in-chief Izero Lee .-- 1st 

edition .-- 臺北市 : 文策院, 11107 .-- 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613-

5 (平裝) 普遍級  

The Control Yuan 90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editor Control Yua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7 .-- 

7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

47-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The Malaysian albatroll: 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essays on the May 13 

incident/edited by Tee Kim Tong, Sim 

Wai Chew .-- 高雄市 : 中山大學人文

研究中心, 11109 .-- 150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95583-4-6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大武 魯凱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Ngudradreadrekadha ka tailaiLabuwan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63-2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大武 魯凱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Ngudradreadrekadha ka tailaiLabuwan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20-5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中 排 灣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1 階 = 

pinayuanan a tjinuvecekadanan/國立政

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37-

3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中 排 灣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1 階 = 

pinayuanan a tjinuvecekadanan/國立政

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94-

5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丹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Takivat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32-8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丹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Takivat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8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6-89-1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太魯閣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ri 

Truk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

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66-3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太魯閣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ri 

Truk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

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23-6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北 排 灣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1 階 = 

pinayuanan a tjinuvirian/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5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36-6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北 排 灣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1 階 = 

pinayuanan a tjinuvirian/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06-93-8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卡那卡那富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ri Kanakanav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8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57-1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卡那卡那富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ri Kanakanav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83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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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183-14-4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卡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Takibakh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7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31-1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卡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Takibakh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7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6-88-4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四季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e na 

Cquliq Tayal/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65-6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四季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e na 

Cquliq Tayal/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22-9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多納 魯凱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bakani Kongadavane/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59-5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多納 魯凱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bakani Kongadavane/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16-8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西群 卑南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piningaiyan za Pinuyumayan i makazay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25-0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西群 卑南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piningaiyan za Pinuyumayan i makazay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06-82-2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汶水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i’ 

nku’ Matu’uwal/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42-7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汶水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i’ 

nku’ Matu’uwal/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8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06-99-0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秀姑巒阿美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O 

Sowal no Siwkolang/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47-2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秀姑巒阿美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O 

Sowal no Siwkolang/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04-5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卓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Takitud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6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30-4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卓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Takitud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8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6-87-7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e’ na C’oli Klesan Tayal/國立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

64-9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e’ na C’oli Klesan Tayal/國立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

21-2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拉阿魯哇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ri 

hla’alu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107 .-- 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58-8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拉阿魯哇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ri 

hla’alu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1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15-1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東 排 灣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1 階 = 

pinayuanan a kinaikacedasan/國立政治

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35-9 (平

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東 排 灣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1 階 = 

pinayuanan a kinaikacedasan/國立政治

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92-1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東 魯 凱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1 階 = 

Ngodradrekai ka so Taromak/國立政治

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39-7 (平

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東 魯 凱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1 階 = 

Ngodradrekai ka so Taromak/國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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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96-9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知本 卑南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piningaiyan za Pinuyumayan i 

Katratripulr/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0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26-7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知本 卑南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piningaiyan za Pinuyumayan i 

Katratripulr/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83-9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邵 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Thau a 

lalaw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7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54-0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邵 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Thau a 

lalaw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7 .-- 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11-3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王 卑南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piningaiyan dra Pinuyumayan i Puyum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27-4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王 卑南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piningaiyan dra Pinuyumayan i Puyum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06-84-6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 排 灣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1 階 = 

pinayuanan a tjinainavaljan/國立政治大

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34-2 (平

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 排 灣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1 階 = 

pinayuanan a tjinainavaljan/國立政治大

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91-4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勢阿美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U 

Suwal nu i Amisay/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8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48-9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勢阿美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U 

Suwal nu i Amisay/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7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05-2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建和 卑南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piningaiyan da Pinuyumayan i 

Kasavak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107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28-1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建和 卑南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piningaiyan da Pinuyumayan i 

Kasavak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107 .-- 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85-3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恆春阿美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O 

Sowal no Palidaw/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7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51-9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恆春阿美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O 

Sowal no Palidaw/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9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08-3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茂林 魯凱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teldredrekane/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61-8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茂林 魯凱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teldredrekane/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18-2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海岸阿美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O 

Sowal no Pasawali/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69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49-6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海岸阿美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O 

Sowal no Pasawali/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9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06-9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郡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Isbubuku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29-8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郡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Isbubuku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49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6-86-0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馬蘭阿美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O 

Sowal no Farangaw/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6 面;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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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183-50-2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馬蘭阿美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O 

Sowal no Farangaw/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8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07-6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都達賽德克語(西部)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ri Sediq Toda/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46-5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都達賽德克語(西部)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ri Sediq Toda/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2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03-8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都達賽德克語(東部)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ri Seejiq Tuda/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1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67-0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都達賽德克語(東部)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ri Seejiq Tuda/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4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24-3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雅美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ciriciring 

no Tao/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7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53-3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雅美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ciriciring 

no Tao/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7 .-- 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10-6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萬大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e’ 

na Plngaw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43-4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萬大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e’ 

na Plngaw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00-7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萬 山 魯 凱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1 階

= ’ako’oponohae/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5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60-1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萬 山 魯 凱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1 階

= ’ako’oponohae/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17-5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鄒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e’e no cou/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56-4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鄒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e’e no cou/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13-7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德固達雅賽德克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ri Seediq Tgdaya/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44-1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德固達雅賽德克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ri Seediq Tgdaya/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8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01-4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德鹿谷賽德克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ri Seejiq Truk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5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45-8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德鹿谷賽德克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ri Seejiq Truk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7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02-1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撒奇 萊雅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Sakizaya a kam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5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62-5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撒奇 萊雅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Sakizaya a kam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6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19-9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噶 瑪 蘭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1 階 = 

sikawman na kebalan/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55-7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噶 瑪 蘭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1 階 = 

sikawman na kebalan/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12-0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澤敖利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ay na S’uli Tayan/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3 面;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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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183-41-0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澤敖利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ay na S’uli Tayan/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9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06-98-3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賽考利克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1 階= 

ke’ na Squliq Tayal/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40-3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賽考利克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1 階= 

ke’ na Squliq Tayal/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06-97-6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賽 夏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1 階 = 

ka’alnoSaySiyat/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6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52-6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賽 夏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1 階 = 

ka’alnoSaySiyat/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8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09-0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霧臺 魯凱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Ngudradreadrekadhane ka Veday/國立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3-

38-0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霧臺 魯凱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Ngudradreadrekadhane ka Veday/國立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

95-2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巒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Takbanuaz/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2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83-33-5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巒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1 階 = 

MalasTakbanuaz/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0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6-90-7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大高雄歷史常設展= The history of 

Kaohsiung/莊天賜 , 莊建華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史博館, 11107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71-

06-6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小王子、玫瑰、狐狸和那些怪怪的

大人們 /中區共備社群教師團隊作; 

牛惠之, 劉華真主編 .-- 宜蘭縣 : 生命

教育學科中心, 11107 .-- 19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71-7 (平裝) 

普遍級  

*工業發展年鑑. 中華民國 110-111 年

/經濟部工業局作 .-- 臺北市 : 工業局, 

11107 .-- 365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33-289-1 (光碟片) 普遍級  

有機及友善農業的魔法世界/陳建智

主編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農糧署

南區分署, 11108 .-- 24 面; 21X29 公

分 .-- ISBN 978-626-7100-87-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那些年我們在屏科大的日子: 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治校 8 年精

彩 回 顧 / .-- 屏 東 縣  : 屏 東 科 大 , 

11107 .-- 14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82-6-9 (平裝) 普遍級  

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

摘要集. 第十九屆/國立澎湖科技大

學人文暨管理學院編輯 .-- 初版 .-- 澎

湖縣 : 澎湖科大, 11107 .-- 4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962-5-2 (平裝) 

普遍級  

武功祕笈: 價值迷思與公共議題/110

學年度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北 2 共備

社群撰寫 .-- 宜蘭縣 : 生命教育學科

中心, 11107 .-- 7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3-72-4 (平裝) 普遍級  

活力地政 幸福彰化: 地政成果專輯. 

110 年 7 月至 111 年 6 月= Changhua 

County Government land administration 

achievement album/蔡和昌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縣府, 11107 .-- 1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76-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紅棗科普料理認知工具書 /李杰奎 , 

施佳宏編著 .-- 初版 .-- 苗栗縣 : 農委

會苗栗農改場,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00-90-5 ( 全 套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美感練習誌. vol.2= Aura in life/曾成

德總編輯 .-- 新竹市 : 交大, 10612 .-- 

5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417-

3-3 (平裝) 普遍級  

*美感練習誌. vol.3= Aura in life/曾成

德總編輯 .-- 新竹市 : 交大, 10812 .-- 

6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417-

4-0 (平裝) 普遍級  

*美感練習誌. vol.4= Aura in life/曾成

德總編輯 .-- 新竹市 : 交大, 10812 .-- 

6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417-

5-7 (平裝) 普遍級  

*美感練習誌. vol.5= Aura in life/曾成

德總編輯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8 .-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06-

77-8 (平裝) 普遍級  

*美感練習誌. vol.6= Aura in life/曾成

德總編輯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2 .-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06-

78-5 (平裝) 普遍級  

*美感練習誌. vol.7= Aura in life/曾成

德總編輯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12 .-

- 6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06-

79-2 (平裝) 普遍級  

*美感練習誌. vol.8= Aura in life/曾成

德總編輯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12 .-

- 5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06-

80-8 (平裝) 普遍級  

*美感練習誌. 試刊號= Aura in life/曾

成德, 張基義, 劉惠媛總編輯 .-- 新竹

市 : 交大, 10512 .-- 5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417-2-6 (平裝) 普遍

級  

峰華再現: 雪峰書院的故事/屏東縣

里港鄉里港國民小學師生文.圖 .-- 屏

東縣 : 屏縣里港國小, 11107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49-

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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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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教系, 11107 .-- 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4-35-0 (平裝) 普遍

級  

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具特殊性之

補強案例資料/林生發總編輯 .-- 新北

市 :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1107 .-- 2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26-

2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國際設計研究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設計轉生-重連 .塑新= The 

9th IDSFC conference proceedings: 

design revolution-reconnection x 

rebuilding/蔡登傳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設計所, 11107 .-- 

34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5157-5-2 (平裝) NT$3500 普遍級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年報. 110 年/教育

部青年發展署作 .-- 臺北市 :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11107 .-- 1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69-4 (平裝) 

普遍級  

細水滴仔噭麼个?/邱凡芸, 楊淑涵文

字; 尤淑瑜, 段宇貞繪; 新竹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客語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環保署, 11107 .-- 34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86-5438-68-5 (精裝) 普遍

級  

鹿 角 溪 之 歌 = The story of Lujiao 

Creek/周奕采文.圖 .-- 新北市 : 新北

市彭福國小, 11107 .-- 26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5-18-1 (精裝) 

普遍級  

雲林縣管區域排水崗子背大排治理

規劃= The regulation plan of Gang Zi 

Bei drainage system in Yunlin County/禹

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

版 .-- 雲林縣 : 雲縣府, 11107 .-- 2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72-

0 (平裝附光碟片) NT$900 普遍級  

雲 林 縣縣 管區 域排 水安慶 圳 大排

(3K+894~7K+664)規 劃檢討 (含 治理

計 畫 及 圖 籍 )= Planning review of 

Anqingzhen major drainage 

system(3K+894~7K+664)/巨廷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雲林縣 : 雲

縣府, 11107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70-6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雲林縣舊庄國民小學 100 週年校慶

特刊/陳品諭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

縣 : 雲林縣舊庄國小, 11107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69-0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新 竹 縣 農 業 政 策 白 皮 書 = Hsinchu 

County agricultural policy/范萬釗總編

輯 .-- 新竹縣 : 竹縣府, 11108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35-7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資通安全技術年報. 110 年/行政院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資安會報技服

中心, 11107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18-7 (平裝) NT$2000 普

遍級  

*農業科技研究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

告. 110 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 .-- 

臺北市 : 農委會, 11107 .-- 648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0-89-9 (光碟片) 

NT$500 普遍級  

彰化縣縣定古蹟員林江九合濟陽堂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詹益榮計畫主持; 

黃蘭翔, 張俁霖協同主持 .-- 彰化縣 : 

彰縣文化局, 11108 .-- 8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73-79-2 (平裝) 

NT$900 普遍級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 2022/陳

佳君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1108 .-- 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11-6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素養導向教

學設計參考手冊. 第四冊/韓紫綺, 林

惠茹, 陳美虹, 蕭珠慧, 張雯秋, 林峻

志, 陳維民, 羅久芳, 江珮宙, 鄧如君, 

黃杏媚, 謝孟芸, 李永信, 李金生, 陳

映均, 李旻珊, 張郁棻, 張庭蓁, 鄧國

楨, 羅婷儀, 詹子弘, 王雅玲, 謝青屏, 

魏慧如, 簡鈺珣, 羅峻豐, 許校紋, 張

廷吉, 莊售達, 陳淑芬, 賴志忠, 何莉

芳, 蘇斐虹, 林尹梅, 陳巧瑜, 蔡雅竹, 

陳盈傑, 張瑛娸, 蔡麗貞, 陳煒琳, 林

佩蓉, 張字和, 王文君, 柯重吉, 黃泓

諺, 黃洛晴, 紀藶珊, 黃雅惠, 楊淑酀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教育局, 

11107 .-- 400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04-8 (光碟片) 普遍級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人文及

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成果集. 第

十六屆/蕭昌怡, 李若綺, 王芷儀, 池亮

蓁, 莊璧瑄, 陳語謙, 王韻筑, 陳宥均, 

程霜菲, 吳函庭, 陳子馨, 黃聖淇, 李

昀臻, 周庭瑋, 莊子誼, 林其璇, 楊小

姍, 楊順涵, 羅禕, 李元妤, 林郁庭, 洪

家薰, 陳韻安, 李紫涵, 陳可馨, 陳思

妤, 黃湘婷作; 陳韻安主編 .-- 臺北市 : 

北市中山女中, 11108 .-- 5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44-44-2 (平裝) 

普遍級  

臺 灣 音 樂年 鑑 . 2021= 2021 Taiwan 

music yearbook/張儷瓊主編 .-- 初版 .-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1107 .-- 206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609-8 (光碟

片)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臺南市龜丹溫

泉規劃、開發及營運管理情形/審計

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 

11107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45-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外語教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2021 

= 2021 NPTU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e / David Gordon, David Treanor, 

Christopher Green, 釋德慇, 蔡裕美, 趙

伶翎, 張月環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學, 11106 .-- 13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159-3-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工務類-電信線路建設與維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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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穎, 茆政吉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 冊 .-- ISBN 978-626-337-246-7 (全套:

平裝) NT$1795 普遍級  

(工務類-電信線路建設與維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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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華編委會編著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37-247-4 (全套:

平裝) NT$1475 普遍級  

(內勤人員-專業職(二))郵政從業人員

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劉

似蓉, 陳金城, 成琳, 李宗翰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37-209-

2 (全套:平裝) NT$311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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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勤人員-專業職(二))郵政從業人員

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雁

子, 陳金城, 郭秀英, 程凱弘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37-211-

5 (全套:平裝) NT$264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英文(歷年試題+模擬

考)/劉似蓉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3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年

試題+模擬考)/吳熙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06-

1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國文(歷年試題+模擬

考)/邱鉦倫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4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35-1 (平裝) 

NT$51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含實習)(歷年

試題+模擬考)/陸冠奇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254-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飲料實務(歷年試題+模

擬考)/畢瑩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2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34-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經濟學(歷年試題+模擬

考). 2023 版/王志成編著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250-4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歷年試

題+模擬考)/陸冠奇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2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55-

9 (平裝) NT$33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數學(A)(歷年試題+模

擬考). 2023 版/學寧編著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252-8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數學(A)完全攻略. 2023

版/高偉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3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51-1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數學(C)工職(歷年試題

+模擬考)/杜雅棋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22-

1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完全攻略 . 

2023 版/盧彥富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4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7-253-5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餐飲服務技術(歷年試

題+模擬考)/畢瑩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3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7-215-

3 (平裝) 普遍級  

(外勤人員-專業職(二))郵政從業人員

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李宜藍, 劉似

蓉, 謝坤鐘, 陳金城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冊 .-

- ISBN 978-626-337-210-8 (全套:平裝) 

NT$2155 普遍級  

(外勤人員-專業職(二))郵政從業人員

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雁

子, 白文傑, 陳金城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冊 .-

- ISBN 978-626-337-212-2 (全套:平裝) 

NT$1680 普遍級  

(企劃管理類-會務行政)全國各級農

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課文版套書 . 

2022/千華編委會, 江峰, 陳金城, 程馨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337-240-5 (全套:平裝) NT$2130 普遍

級  

(技術士)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

術科題庫寶典/黃皇凱編著 .-- 第五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 6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37-

226-9 (平裝) 普遍級  

(金融業務類-信用業務)全國各級農

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課文版套書 . 

2022/千華編委會 , 江峰 , 歐欣亞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37-

241-2 (全套:平裝) NT$1900 普遍級  

(財務管理類-財務管理)全國各級農

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課文版套書 . 

2022/千華編委會, 江峰, 歐欣亞, 卓凡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337-243-6 (全套:平裝) NT$1835 普遍

級  

(教甄教檢)素養導向: 國小類教師檢

定數學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舒淮

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8 .-- 3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45-0 (平裝) 普遍級  

(經濟事業類-共同供運銷)全國各級

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課文版套書. 

2022/千華編委會 , 江峰 , 陳金城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37-

242-9 (全套:平裝) NT$1975 普遍級  

3D 圖解土地登記實務/謝志昌編著 .-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06-4 (平裝) NT$560 普遍級  

7 天搞定理財規劃人員!/高芬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34-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 週破解民事訴訟法學霸筆記書/溫

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 

11108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56-3-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CODECOMBAT 電腦科學入門: 運算

思維練習本. 2/黃悅庭作 .-- 再版 .-- 

臺中市 : 愛奇智慧科技, 11108 .-- 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19-1-

9 (平裝) 普遍級  

CODECOMBAT 電腦科學入門: 運算

思維練習本. 3/鄭乃心作 .-- 再版 .-- 

臺中市 : 愛奇智慧科技, 11108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19-2-

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CODECOMBAT 電腦科學入門: 運算

思維練習本. 4/鄭傑鴻作 .-- 再版 .-- 

臺中市 : 愛奇智慧科技, 11108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19-3-

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Daily English for life and work/authors 

吳季達, 胡學昭, 吳子芬, 王芸閣, 吳

幸玲, 葉語蓁, 洪麗洋, 孟一文, 李宜

年, 顧意如, 林雅芬, 張婉珍, 歐汝君, 

洪媖媖, 黃雅琳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108 .-- 2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75-01-9 (平裝) 普遍級  

Daily listening & speaking. 3/authors 

Andrew Crosthwaite, David Vickers, 

Anita Wong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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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04-0 (平裝) 普遍級  

English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 )/written by 

Michelle Witte .-- third edition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1108 .-- 15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00-147-3 (第 1 冊:

平裝) NT$520 普遍級  

Explore/許雪芬, 王健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8 .-- 冊 .-- ISBN 

978-986-147-986-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147-987-3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147-988-0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Get the Point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閱 讀

/written by F. Meriam Sinclair, Fikret 

Yasar, Riza Aydin, Jeff Kuhel, Colin 

James, Jacob Roth .-- 第二版第十二

刷 .-- 臺北市 : 敦煌, 11108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83-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Get the Point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閱 讀

/written by F. Meriam Sinclair, Fikret 

Yasar, Riza Aydin, Jeff Kuhel, Colin 

James, Jacob Roth .-- 第二版第十刷 .-- 

臺北市 : 敦煌, 11108 .-- 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606-984-0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Go kiwi phonics. book 3/written by Beth 

Lin, Alisha Lee .-- 新北市 : 奇異鳥實

業, 11107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41-6-9 (平裝) NT$1500 普

遍級  

*Google Apps Script 雲端自動化與動

態網頁實戰/呂國泰, 王榕藝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46-3 (PDF) 

NT$580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1

上(第一本)/田超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施雅萍, 彭

威鈴, 陳玉婷, 鄭雅双, 王昱人, 張庭

瑜編輯 .-- 再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49-7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1

上(第二本)/田超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施雅萍, 彭

威鈴, 陳玉婷, 鄭雅双, 王昱人, 張庭

瑜編輯 .-- 再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50-3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1

上(第三本)/田超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施雅萍, 彭

威鈴, 陳玉婷, 鄭雅双, 王昱人, 張庭

瑜編輯 .-- 再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51-0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2

上(第一本)/田超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施雅萍, 彭

威鈴, 陳玉婷, 王昱人, 張庭瑜, 盧亭

君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佳音 , 

11108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52-7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2

上(第二本)/田超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施雅萍, 彭

威鈴, 陳玉婷, 王昱人, 張庭瑜, 盧亭

君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佳音 , 

11108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53-4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2

上(第三本)/田超英, 林佳芳,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施雅萍, 彭

威鈴, 陳玉婷, 王昱人, 張庭瑜, 盧亭

君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佳音 , 

11108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54-1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3

上(第一本)/田超英, 林佳芳,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王昱人, 宋治瑾, 朱

家嫺,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初版二

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57-2 (平

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3

上(第二本)/田超英, 林佳芳,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王昱人, 宋治瑾, 朱

家嫺,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初版二

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55-8 (平

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3

上(第三本)/田超英, 林佳芳,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安, 王昱人, 宋治瑾, 朱

家嫺,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初版二

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108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56-5 (平

裝) 普遍級  

KIST 新進教師手冊. 111 學年. I: 成為

百分百 KIST 教師/ .-- 臺北市 : 誠致

教育基金會, 11107 .-- 9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388-0-2 (平裝) 普遍

級  

KO 理化教室. 6, 化學反應與氧化還

原/張芮慈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

鼎,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70-1 (平裝) NT$130 普

遍級  

KO 理化教室. 7, 酸鹼鹽/張芮慈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8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

73-2 (平裝) NT$90 普遍級  

KO 會考國文講義(南版). 國一上學期

/何瓊瑩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58-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Language arts(workbook). 9/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Frank 

Leniha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

嘉仁, 11108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00-0 (平裝) 普遍級  

Language arts. 9/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Frank Leniha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8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

99-5 (精裝) 普遍級  

*MongoDB 5.x 實戰應用/朱克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47-0 

(PDF) NT$500 普遍級  

NEW TOEIC 常考字彙(創新錄音版)/

劉毅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學習, 

11109 .-- 2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231-474-6 (平裝) NT$190 普遍級  

*Python 遊戲開發講座. 入門篇: 基礎

知識與 RPG 遊戲/廣瀨豪原著; 許郁

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50-0 (PDF) NT$750 普遍級  

*Python 遊戲開發講座. 進階篇: 動作

射擊與 3D 賽車/廣瀨豪著; 吳嘉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51-7 (PDF) NT$850 普遍級  

Science Fun 自然領域雙語教學百寶

箱. 五年級/李秉諺編撰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04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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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326-588-2 (平裝) 普遍

級  

Simply listening. 1/by Sarah Lin .-- 臺北

市 : 敦煌, 11107 .-- 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606-982-6 (平裝) 普遍

級  

Simply talk & write/written by Jan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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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606-985-7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SUPER BRAIN 化學學霸超強筆記/優

等生軍團彙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鶴

立,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978-79-1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The Painter 11 Wow!Book 中 文 版

/Cher Threinen-Pendarvis 著 ; 張雅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67-8 (PDF)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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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84-6 (PDF) 普遍級  

TMI! Chinese textbook. 2 (traditional 

version)/author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 臺 北 市  :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11107 .-- 25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715-4-6 (平

裝) 普遍級  

Travel time: a touch of Taiwan(student's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8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41-678-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9 part 

one/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何嘉仁, 11108 .-- 2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9-01-7 (活頁裝) 

普遍級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9 part 

two/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何嘉仁, 11108 .-- 2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9-02-4 (活頁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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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世雄, 梁民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09-4-4 

(PDF) 普遍級  

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祝裕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16-0 (PDF) 普遍級  

乙級工程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解析/鄭亦洋編著 .-- 十二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08 .-- 2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88-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人工智慧/張志勇, 廖文華, 石貴平, 王

勝石, 游國忠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77-3 (PDF) 普遍級  

三維 TCAD 模擬 CMOS 奈米電子元

件/吳永俊, 詹易叡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21-6-2 (PDF) 

普遍級  

土木工程類歷屆試題詳解 (110~105

年)/高點理工師資群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70-8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土地法規. 2023 版: 地政士強登金榜

寶典/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5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28-8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土地登記實務/許文昌編著 .-- 29 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87-6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土地登記實務: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

/強登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107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25-7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土地稅法規. 2023 版: 地政士強登金

榜寶典/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07 .-- 5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27-1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土地暨不動產實用小法典/高點法商

編委會編著 .-- 40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7 .-- 1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4-178-4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土銀招考(共同科目)3 合 1 速成總整

理. 2022/得勝, 羅然, 柳威廷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2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23-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土銀招考(共同科目)3 合 1 歷屆題庫. 

2022/得勝, 羅然, 柳威廷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26-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大數據英文(測驗題)/孟妮, 李橙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7 .-- 5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79-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大學入試物理的解題方法/張鎮麟編

著 .-- 修訂 2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24-417-3 (下冊:平裝) NT$450 普

遍級  

大 學 學 測 文 法 總 複 習 : 關 係 詞 = 

GSAT grammar review: relative 

pronouns/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07-0-6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小學生必讀古典詩詞/學萌教育工作

室編寫  .-- 新北市  : 捷英社文教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5115-3-

2 (第 1 冊:平裝) NT$80 .-- ISBN 978-

626-95115-4-9 (第 2 冊:平裝) NT$80 .-

- ISBN 978-626-95115-5-6 (第 3 冊:平

裝) NT$80 .-- ISBN 978-626-95115-6-3 

(第 4 冊:平裝) NT$80 .-- ISBN 978-626-

95115-7-0 (第 5 冊:平裝) NT$80 .-- 

ISBN 978-626-95115-8-7 (第 6 冊:平裝) 

NT$8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法規/倪仁禧, 陳韻珊, 郭

紀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75-9-8 (PDF) 普遍級  

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1/叶绍苹,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编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589-9 (EPUB) 普遍級  

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2/叶绍苹,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編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593-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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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3/叶绍苹, 

余琳,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

編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90-5 

(EPUB) 普遍級  

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4/叶绍苹,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編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597-4 (EPUB) 普遍

級  

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4/叶绍苹, 

陈立芬,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

薇編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00-1 

(EPUB) 普遍級  

中文真棒(Textbook). 1/叶绍苹, 陈立

芬,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編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591-2 (EPUB) 普遍

級  

中文真棒(Textbook). 2/叶绍苹, 陈立

芬,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編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594-3 (EPUB) 普遍

級  

中文真棒(Textbook). 3/叶绍苹、陈立

芬、余琳、陆佳、涂馨文、谭咏瑜、

魏黛薇編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599-8 (EPUB) 普遍級  

中文真棒(workbook). 1/叶绍苹, 陈立

芬,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編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592-9 (EPUB) 普遍

級  

中文真棒(workbook). 2/叶绍苹, 陈立

芬,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編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595-0 (EPUB) 普遍

級  

中文真棒(workbook). 3/叶绍苹, 陈立

芬, 余琳,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

薇編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596-7 

(EPUB) 普遍級  

中文真棒(workbook). 4/叶绍苹, 陈立

芬,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編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98-1 (EPUB) 

普遍級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陳春容, 鄭嘉慶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文字復興, 11107 .-- 3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154-3-8 (平裝) 

NT$430 普遍級  

中油僱員甄試(油料操作、公用輸氣

類)專用歷屆題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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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38-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中油僱員甄試(煉製、安環類)專用

歷屆題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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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37-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互動式.憲法/呂晟編著 .-- 九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71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04-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公共政策. 112 版/程明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32-4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公務員法(概要)/薛進坤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75-

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專二 2in1 超

複習. 2023 最新版/凌銘(林彥銘)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7 .-- 2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63-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會計學欽鬆完勝講義 . 

三/陳文欽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1108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76-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 2023

最新版: 專一 3in1 超複習/曾清旗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7 .-- 3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73-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手術室護理實習手冊/梁文倩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64-1 (PDF) 

NT$320 普遍級  

文化行政類(藝術概論)歷屆試題精

闢新解/潘雲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30-6 (PDF) 

普遍級  

文學如是說: 素養與體用的迴旋舞/

洪英雪, 洪然升, 周翊雯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31-7 (PDF) 

普遍級  

日本語文法句型及單字分類辭典超

高命中率套書: 精裝關鍵字版日本語

文法句型辭典 N1,N2 文法辭典+日本

語單字分類辭典 N1,N2 單字分類辭

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

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108 .-- 

冊 .-- ISBN 978-986-246-710-7 (全套:

平裝附光碟片) NT$859 普遍級  

日本學指南/山藤夏郎, 林承緯, 柳瀬

善治, 陳志文, 楊素霞, 榊祐一, 羅曉

勤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99-0 (PDF) 普遍級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攻略/冠勁工作室編著 .-- 十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8 .-- 4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84-1 (平裝) 

普遍級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項技能檢定

學術科題庫解析/蘇泰明編著 .-- 十二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8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21-6 (平

裝) 普遍級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 八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2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50-6 (平裝) 

普遍級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張軼雄, 

洪憶華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8 .-- 4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83-4 (平裝) 普遍級  

世界文化史(含臺灣史)/黃雋編著 .-- 

第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01-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司法特考. 112 版: 犯罪學綜覽(含再

犯預測)/何漢, 黃如璿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6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306-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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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特考. 112 版: 知識圖解刑法/周

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9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89-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司法特考. 112 版: 知識圖解讀好憲法

/韋伯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93-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司法特考憲法讀本快易通. 112 版: 24

組經典主題/劉沛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24-

9 (平裝) NT$630 普遍級  

台酒職員分析化學&儀器分析/荷澄

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107 .-- 12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0781-21-2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

專業科目. 2023(103~111 年試題)/謝

望民, 廖國宏, 鄭瑋, 趙敏, 楊逍, 張承, 

陳弘, 陳理, 高聞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56-6 (PDF)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

類)專業科目. 2023(103~111 年試題)/

劉強, 鄧茗, 陳澤等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52-8 (PDF)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運轉維護

類 ( 適 用 機 械 修 護 類 )) 專 業 科

目.2023(103~111 年試題)/周哲揚, 祝

裕, 徐明, 程東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53-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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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 業 科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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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42-9 (PDF) 普遍級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 2023: 綜合行

政類專業科目(103~111 年試題)/謝望

民, 廖國宏, 鄭瑋, 趙敏, 楊逍, 張承, 陳

弘, 陳理, 高聞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357-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幼兒教育(含幼兒教育理念與實務、

課程教學與評量 )/張茂英 , 張瑛編

著 .-- 9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34-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喬律師編著 .-- 十八版 .-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328-8 (下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體系導覽課/趙芸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8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81-5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民法(概要)/許恒輔編著 .-- 21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99-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民法概要/令澤豐編 .-- 六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83-0 (PDF) NT$560 普遍

級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許文昌編

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92-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2023 版: 地

政士強登金榜寶典/強登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6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24-0 (平裝) 

NT$630 普遍級  

民法總則/陳義龍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48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00-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民法總則案例式讀本/慕劍平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7 .-- 4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91-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民法關鍵讀本/陳曄編著 .-- 第十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8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28-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企業管理(含大意)/陳金城編著 .-- 第

十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24-5 (PDF) 普遍級  

全新機車考照題庫/金時代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著作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

化, 111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736-70-5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刑事訴訟法/呂秉翰編著 .-- 修訂再

版 .-- 新北市 : 空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36-0-9 (PDF)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爭點即時通/曾律師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7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56-1-

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研析/黃博彥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93-

7 (上冊:平裝) NT$750 普遍級  

刑事訴訟程序及流程導覽課程/許睿

元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8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82-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刑法分則/呂秉翰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空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5-7-4 (PDF) 普遍級  

刑法總則. 112 版/周昉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90-7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張麗卿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67-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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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17-7 (PDF) 普遍級  

地政士歷屆試題精解/許文昌, 曾文

田編著 .-- 1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96-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好齊 X 好多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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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64-330-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老師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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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78-74-7 ( 平 裝 ) 

NT$59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民法(總則)/袁翟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7 .-- 500 面; 23 公分 .-- 



110 

 

ISBN 978-626-7078-76-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行政法/子雲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08 .-- 9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80-8 (平裝) NT$720 普

遍級  

考銓實用小法典/陳漢宇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8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4-176-

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行政法(概要)好好讀/嶺律師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72-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行政法申論題好好考/嶺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95-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行政法爭點即時通/巴迪, 香料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7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1-9-

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行政法總論(含概要). 112 版/程怡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

323-284-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行政法關聯推定書/季夏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7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56-2-

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行政學(概要)/高凱編著 .-- 11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90-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行政學~快樂學/紀傑編著 .-- 八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8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02-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行政學解要/張楚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03-4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行政學讀本關鍵讀.解/文羿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7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13-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科普新聞

觀測站 . 生物篇 /張淂喻 , 賴怡君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7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

28-6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科普新聞

觀測站. 職校物理篇/吳俊達, 曾守恆, 

邵奇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20-27-9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C 版). 第一冊/康恩

寧, 黃怡君, 黃瓊瑩, 賴懿貞, 謝政倫, 

Ian Fletcher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1109 .-- 1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19-3331-3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設計概

論/王宗興, 曾清旗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紅動創新, 11108 .-- 2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402-7-4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素

養題本. 四/邱婉嘉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翔宇, 11109 .-- 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20-29-3 ( 平 裝 ) 

NT$125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素

養題本. 四/邱婉嘉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翔宇, 11109 .-- 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20-30-9 ( 平 裝 ) 

NT$125 普遍級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總整理/柳威

廷編著 .-- 第 34 版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108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33-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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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31-3 (PDF) 普遍級  

汽車美容車體工藝軟實力 /郭志雄 , 

林裕強著 .-- 高雄市 : 羅志文, 11108 .-

- 2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70-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商事法及其相關法

規 (含 智財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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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34-167-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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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336-1-6 (PDF) 普遍級  

拆解式政治學/韋伯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21-

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伊藤編著 .-- 十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7 .-- 8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77-8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法學緒論/鄭中基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6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12-

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法學緒論(警特專用)/鄭中基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6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16-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伊藤編著 .-- 十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7 .-- 8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78-5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爭點 HERE 民事訴訟法/勝平, 瑞希編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1108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43-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知識圖解刑法. 112 版/周昉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9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87-7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社工師 6 合 1 題型解密專業加強版/

陳思緯編著 .-- 7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25-58-3 (PDF) NT$590 普遍級  

社區衛生護理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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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4-665-8 

(PDF) 普遍級  

社會工作(含概要)/陳思緯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5-56-9 (PDF) 

NT$690 普遍級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小辭典/陳思緯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考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5-59-0 

(PDF) NT$250 普遍級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張庭編著 .-- 十

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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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7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92-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社會研究法 (概要 )精萃 /張海平編

著 .-- 1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86-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初考(五等)財稅行政(專業科目)必備

套書. 2023 年/施敏, 張政編著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34-203-3 ( 全 套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初等考試公民/廖震編 .-- 三十二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5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72-4 (平裝) 

普遍級  

初等考試行政學大意/太閣編 .-- 二十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82-

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初等考試法學大意/胡劭安編 .-- 二十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73-

1 (平裝) 普遍級  

初等考試英文/王文充編 .-- 二十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62-5 (平

裝) 普遍級  

初等考試國文/李杰編 .-- 二十八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70-0 (平裝) 

普遍級  

初階外匯人員速成總整理/金融證照

編輯小組編著 .-- 第 20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5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36-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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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197-2 

(PDF) 普遍級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題庫/三民

輔考金融證照研究小組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8 .-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96-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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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13-9 (PDF) 普遍級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考古題詳解/高芬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06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22-6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保險法規: 保險經代人考試考題解析

/劉俊廷編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劉俊

廷(臺中市), 11109 .-- 5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73-6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保險學(概要)/李慧虹編著 .-- 29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04-0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保險學概論: 國家考試考題解析/劉

俊廷, 吳瑞雲編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劉俊廷(臺中市), 11109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372-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南版講義式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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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19-375-8 (平裝) 普遍級  

南版講義式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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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5 (平裝) 普遍級  

建築國家考試. 107-110: 建築設計: 試

題詳解/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臺北市 : 九樺, 11108 .-- 15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108-2-5 (平裝) 

NT$1680 普遍級  

政治學(概要)/蘇世岳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79-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政治學讀本: 20 組經典主題/劉沛編

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7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27-0 (平裝) NT$660 普

遍級  

流體力學(含:熱傳學)歷屆試題詳解. 

110~108 年/王立宏編著 .-- 九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80-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研究所 2023 試題大補帖(計算機組織

與結構)(109~111 年試題)/張凡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45-0 

(PDF) 普遍級  

研 究 所試 題 大補 帖 ( 計 算機 概 論 ). 

2023(109~111 年試題)/張逸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43-6 (PDF)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演 算 法 ). 

2023(109~111 年試題)/洪捷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46-7 (PDF)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化工熱力

學與反應工程學(107~111 年試題)/林

隆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50-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計算機組

織與結構(109~111 年試題 )/張凡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7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48-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計算機概

論(109~111 年試題)/張逸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44-

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研 究所 試題 大補 帖 . 2023: 電子 學

(109~111 年試題)/張鼎, 劉承, 劉強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54-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 2023: 電路學

(107~111 年試題 )/張鼎 (胡建全 )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7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4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研 究所 試題 大補 帖 . 2023: 演算 法

(109~111 年試題)/洪捷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7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47-4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輸送現象

與單元操作(107~111 年試題)/林隆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8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51-1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英文完全攻略/劉似蓉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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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18-4 

(PDF) 普遍級  

英文精華/張文忠著 .-- 十二版 .-- 臺

中市 : 及第, 11107 .-- 6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656-8-9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英 語 閱 讀 素 養 GoGoGo( 適 南 版 ). 

1/Bella Wu, Hugh Chen 編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金安, 11108 .-- 8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233-623-6 (平裝) 

NT$160 普遍級  

英 語 閱 讀 素 養 GoGoGo( 適 康 版 ). 

1/Sheila Hu, Hugh Chen 編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金安, 11108 .-- 8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233-621-2 (平裝) 

NT$160 普遍級  

英 語 閱 讀 素 養 GoGoGo( 適 翰 版 ). 

1/Hugh Chen, Gloria Lin 編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金安, 11108 .-- 8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233-622-9 (平裝) 

NT$160 普遍級  

計 算 機概 論 ( 中 華電 信 招考 專 用 ). 

2022: 考前衝刺 1000 題/周凌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29-5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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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32-0 (PDF) 普遍級  

計算機概論歷屆試題詳解/Roger 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7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84-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食品衛生學/魯葦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31-

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家事事件法一本通/許恒輔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89-

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消費者行為/汪志堅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71-1 (PDF) 

普遍級  

特殊教育/徐強編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7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20-1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破解一試: 刑事訴訟法歷屆試題體系

精論/權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4-188-3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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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19-1 (PDF) 普遍級  

記帳士實用小法典/高點法商研究中

心, 施敏編審 .-- 4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7 .-- 7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4-185-2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財政學/周群倫, 周宇編著 .-- 第十九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30-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中英文字彙全攻略/蔡方編著 .-- 修

訂 2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

414-2 (平裝附光碟片) NT$310 普遍級  

高中數學 iStudy 教學講義. 一/錢寶明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57-5 (平裝) 普遍級  

高中學測衝刺模擬 TEST. 英文考科/

張勝溢編著 .-- 修訂 1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224-413-5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高中選修生物討活動紀錄簿. IV, 生

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董桂書, 莊

雪芳, 林利貞, 田依靜, 施芳斳, 劉翠

華, 陳婉茹, 林琬亭, 于小雅編著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81-0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 IV, 電

磁現象一/蔡明勳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264-3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 V, 電磁

現象二與量子現象/吳文義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65-

0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歷史. 2/周泰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1108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351-0-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劉承賢, 呂美親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異果文創, 11108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360-5-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高普考行政科小法典/高點法商編委

會編著 .-- 十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16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74-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高普考政府會計. 112 版/張旭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10-

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高普考稅務法規. 112 版/萬華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11-

9 (平裝) NT$660 普遍級  

高普考經濟學關鍵焦點(測驗+申論)

題庫 Q&A. 112 版/徐喬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09-6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高普考憲法讀本快易通. 112 版: 24 組

經典主題/劉沛編著 .-- 第八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25-6 (平

裝) NT$630 普遍級  

高普行政法. 112 版/陳治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96-

9 (平裝) NT$720 普遍級  

高普行政法概要 . 111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

323-297-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

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2 版/陳治宇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8 .-- 91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98-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商事法規(含

智慧財產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 6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66-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資格測驗: 經典

講義與試題/高朝樑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東展文化, 11107 .-- 52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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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57-9235-87-7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4 上/一

中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65-7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4 上/陳

央勻, 魏秀玲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62-6 (平裝) NT$210 普

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4 上/無

窮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66-4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4 上/蔡

喆, 鄧方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

鼎, 111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63-3 (平裝) NT$210 普

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4 上/李

明俠, 張亭婕, 劉慕依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9-67-1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4 上/李

明俠, 張亭婕, 劉慕依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9-59-6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4 上/劉

珮昕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61-9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4 上/郭

金川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60-2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4 上/筱

述編著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69-

5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4 上/陳

妍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64-0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中自然科學一點都不難系列: 理化、

生物、地球科學/陳大為, 王昊, 王虹, 

王翰, 張子方, 潮男作 .-- 四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343-063-1 (全套:平裝) NT$900 普

遍級  

國中英語文法全貫通/詹仲偉, 金安

英文編輯群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金

安, 11107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33-616-8 (平裝) 普遍級  

國中常用 2000 字(創新錄音版)= The 

most used 2000 words/劉毅主編 .-- 三

版 .-- 新北市 : 學習, 11109 .-- 2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231-475-3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國中奧數金牌測試. 1 年級/國中奧數

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11108 .-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81-

806-8 (平裝) NT$270 普遍級  

國中奧數金牌測試. 2 年級/國中奧數

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11108 .-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81-

807-5 (平裝) NT$270 普遍級  

國中奧數金牌測試. 3 年級/國中奧數

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11108 .-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81-

808-2 (平裝) NT$270 普遍級  

國中會考英文閱讀素養課/林昭夏編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4-96-6 

(PDF) 普遍級  

國文(作文/測驗)解題攻略/簡正崇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8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97-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國文/測驗解題一本通/楊昕編著 .-- 

3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73-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國文完全攻略/李宜藍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28-3 

(PDF) 普遍級  

國文題庫(公職五等)/晁瑋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8 .-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97-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教師手冊. 1 上/王苓如, 

李昭瑢, 郭慧雅, 趙苑伶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71-1 (平

裝) NT$4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教師手冊. 2 上/王苓如, 

李昭瑢, 侯映州, 郭慧雅, 趙苑伶, 謝

涵璇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73-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教師專用課本. 1 上/王

苓如, 李昭瑢, 郭慧雅, 趙苑伶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72-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教師專用課本. 2 上/王

苓如, 李昭瑢, 侯映州, 郭慧雅, 趙苑

伶, 謝涵璇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74-2 (平裝) NT$192 普

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師手冊. 3 上/谷

冰, 林宗正, 桂怡芬, 馬士茵, 陳思妤, 

陳亭昀, 張一州, 黃烱彬, 黃偉誠, 黃

玫婷, 劉南坤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8 .-- 2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89-6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師手冊. 4 上/谷

冰, 林宗正, 吳欣欣, 桂怡芬, 馬士茵, 

陳思妤, 陳亭昀, 張一州, 黃烱彬, 黃

偉誠, 黃玫婷, 黃奕升, 劉南坤, 賴亞

彤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108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91-9 (平裝) NT$2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師專用課本. 3

上/谷冰, 林宗正, 桂怡芬, 馬士茵, 陳

思妤, 陳亭昀, 張一州, 黃烱彬, 黃偉

誠, 黃玫婷, 劉南坤編撰 .-- 初版 2 刷 .-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90-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師專用課本. 4

上/谷冰, 林宗正, 吳欣欣, 桂怡芬, 馬

士茵, 陳思妤, 陳亭昀, 張一州, 黃烱

彬, 黃偉誠, 黃玫婷, 黃奕升, 劉南坤, 

賴亞彤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92-6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 

5 上/丁鸝瑩, 李戊益, 呂秋明, 林志芳, 

林幸慧, 吳建德, 柯雪温, 許彩梁, 黃

永昆, 莊秋蘭, 楊巽斐編撰 .-- 四版 4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93-3 (平

裝) NT$3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 

6 上/丁鸝瑩, 李戊益, 呂秋明, 林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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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幸慧, 吳建德, 柯雪温, 許彩梁, 黃

永昆, 莊秋蘭, 楊巽斐編撰 .-- 四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95-7 (平

裝) NT$352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專用

課本. 5 上/丁鸝瑩, 李戊益, 呂秋明, 林

志芳, 林幸慧, 吳建德, 柯雪温, 許彩

梁, 黃永昆, 莊秋蘭, 楊巽斐編撰 .-- 四

版 4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94-

0 (平裝) NT$196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專用

課本. 6 上/丁鸝瑩, 李戊益, 呂秋明, 林

志芳, 林幸慧, 吳建德, 柯雪温, 許彩

梁, 黃永昆, 莊秋蘭, 楊巽斐編撰 .-- 四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96-

4 (平裝) NT$20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 3 上/林榮梓, 

沈桂枝, 張曉黎, 梁維慧, 賴秋江, 龔

冰蕾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108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75-9 (平裝) NT$144 普

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 4 上/林榮梓, 

沈桂枝, 張曉黎, 梁維慧, 賴秋江, 李

珮慈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77-3 (平裝) NT$12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 5 上(乙版)/

游鴻池, 李明霞, 劉瑞文編撰 .-- 三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79-7 (平

裝) NT$32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 6 上/游鴻池, 

余政賢, 李明霞, 林秀桃, 林展寬, 黃

毓杏, 葉淑卿, 劉瑞文, 蔡青芳, 蔡坤

錚, 黃蓉, 周秀華, 陳雅芳編撰 .-- 四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81-0 (平

裝) NT$28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專用課本. 3 上/林

榮梓, 沈桂枝, 張曉黎, 梁維慧, 賴秋

江, 龔冰蕾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8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76-6 ( 平 裝 ) 

NT$18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專用課本. 4 上/林

榮梓, 沈桂枝, 張曉黎, 梁維慧, 賴秋

江, 李珮慈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78-0 (平裝) NT$176 普

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專用課本. 5 上(乙

版)/游鴻池, 李明霞, 劉瑞文編撰 .-- 

三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80-3 (平裝) NT$2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專用課本. 6 上/游

鴻池, 余政賢, 李明霞, 林秀桃, 林展

寬, 黃毓杏, 葉淑卿, 劉瑞文, 蔡青芳, 

蔡坤錚, 黃蓉, 周秀華, 陳雅芳編撰 .-- 

四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82-7 (平裝) NT$1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1 上/

王雅芳, 尤天利, 呂秋玉, 李俊秀, 黃

鈺晴, 黃美雪, 曾英傑, 鄭仲龍, 賴純

紾, 蕭家慧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8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83-4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2 上/

王雅芳, 尤天利, 呂秋玉, 李俊秀, 黃

鈺晴, 黃美雪, 曾英傑, 鄭仲龍, 賴純

紾, 蕭家慧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84-1 (平裝) NT$232 普

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3 上/

王雅芳, 尤天利, 李俊秀, 張庭蓁, 陳

雪麗, 鄭仲龍, 劉小薇, 賴純紾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85-8 (平裝) NT$25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4 上/

王雅芳, 尤天利, 李俊秀, 張庭蓁, 陳

雪麗, 陳培陽, 鄭仲龍, 劉小薇, 賴純

紾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108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86-5 (平裝) NT$28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乙本). 2 上/

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

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38-4 (平裝) NT$26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甲本). 2 上/

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

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37-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1 上/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34-6 (平

裝) NT$2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3 上/李宗怡, 

周理慧, 陳瑞櫻, 張麗華, 蔡香玲編

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41-4 (平裝) NT$4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4 上/李宗怡, 

陳瑞櫻, 張麗華, 彭麗琴, 蔡香玲編

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44-5 (平裝) NT$42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5 上/林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凉, 鍾

丰琇編撰 .-- 三版 4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108 .-- 5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47-6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6 上/林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凉, 鍾

丰琇編撰 .-- 再版 5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108 .-- 5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50-6 (平裝) NT$552 普

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首冊/張瑞

菊, 林芳仕, 陳淑娟, 商鳳英, 張儷齡, 

溫文正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31-5 (平裝) NT$256 普

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1 上/林

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36-0 (平裝) NT$6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2 上/林

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40-7 (平

裝) NT$9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3 上/李

宗怡, 周理慧, 陳瑞櫻, 張麗華, 蔡香

玲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43-8 (平裝) NT$11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4 上/李

宗怡, 陳瑞櫻, 張麗華, 彭麗琴, 蔡香

玲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5 

 

111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46-9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5 上/林

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

凉, 鍾丰琇編撰 .-- 三版 4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8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49-0 ( 平 裝 ) 

NT$1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6 上/林

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

凉, 鍾丰琇編撰 .-- 再版 5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8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52-0 ( 平 裝 ) 

NT$1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首冊/

張瑞菊, 林芳仕, 陳淑娟, 商鳳英, 張

儷齡, 溫文正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8 .-- 7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33-9 ( 平 裝 ) 

NT$8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1 上/林

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35-3 (平裝) NT$10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2 上/林

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39-

1 (平裝) NT$17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3 上/李

宗怡, 周理慧, 陳瑞櫻, 張麗華, 蔡香

玲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42-1 (平裝) NT$17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4 上/李

宗怡, 陳瑞櫻, 張麗華, 彭麗琴, 蔡香

玲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108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45-2 (平裝) NT$18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5 上/林

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

凉, 鍾丰琇編撰 .-- 三版 4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8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48-3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6 上/林

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

凉, 鍾丰琇編撰 .-- 再版 5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8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51-3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首冊/

張瑞菊, 林芳仕, 陳淑娟, 商鳳英, 張

儷齡, 溫文正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8 .-- 9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32-2 ( 平 裝 ) 

NT$112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師手冊. 3 上/甘

宜靜, 李建樹, 郭佩郡, 曾玉玲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87-2 (平裝) NT$16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師手冊. 4 上/甘

宜靜, 李建樹, 郭佩郡, 曾玉玲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88-

9 (平裝) NT$15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1 上/何昶毅, 

李慶志,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53-7 (平

裝) NT$164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2 上/何昶毅, 

李慶志, 李廣祺, 林俊賢, 洪進益, 袁

筱梅,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56-8 (平裝) 

NT$20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3 上/何昶毅, 

李慶志, 林俊賢, 洪進益, 袁筱梅, 張

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8 .-- 20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59-9 ( 平 裝 ) 

NT$224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4 上/何昶毅, 

李慶志, 林俊賢, 洪進益, 袁筱梅, 張

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62-9 (平裝) NT$256 普

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5 上/林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黃麗玲, 李

慶志, 張麗卿編撰 .-- 三版 4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8 .-- 2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65-0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6 上/林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黃麗玲, 李

慶志, 張麗卿編撰 .-- 三版 2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8 .-- 21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68-1 ( 平 裝 ) 

NT$22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1 上/何

昶毅, 李慶志,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55-1 (平裝) NT$10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2 上/何

昶毅, 李慶志, 李廣祺, 林俊賢, 洪進

益, 袁筱梅,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再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58-2 (平

裝) NT$11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3 上/何

昶毅, 李慶志, 林俊賢, 洪進益, 袁筱

梅,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初版 2 刷 .-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61-2 (平裝) 

NT$13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4 上/何

昶毅, 李慶志, 林俊賢, 洪進益, 袁筱

梅,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8 .-- 11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64-3 ( 平 裝 ) 

NT$13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5 上/林

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黃麗

玲, 李慶志, 張麗卿編撰 .-- 三版 4 刷 .-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67-4 (平裝) 

NT$136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6 上/林

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李慶

志, 張麗卿, 黃麗玲編撰 .-- 三版 2 刷 .-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70-4 (平裝) 

NT$1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1 上/何

昶毅, 李慶志,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54-4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2 上/何

昶毅, 李慶志, 李廣祺, 林俊賢, 洪進

益, 袁筱梅,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再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57-5 (平

裝) NT$27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3 上/何

昶毅, 李慶志, 林俊賢, 洪進益, 袁筱

梅,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初版 2 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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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60-5 (平裝) 

NT$244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4 上/何

昶毅, 李慶志, 林俊賢, 洪進益, 袁筱

梅,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8 .-- 2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63-6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5 上/林

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黃麗

玲, 李慶志, 張麗卿編撰 .-- 三版 4 刷 .-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66-7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6 上/林

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黃麗

玲, 李慶志, 張麗卿編撰 .-- 三版 2 刷 .-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69-8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課本 Hooray Phonics. 第二冊

= Hooray phonics student book. 2/英語

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37-1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中學國文教學百寶箱. 1 上/宋怡

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

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8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42-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教學百寶箱. 2 上/宋怡

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

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43-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教學百寶箱. 3 上/宋怡

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

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7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44-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營英文/劉似蓉編著 .-- 第十七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39-9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電腦常識(電子計算機

概論)/陳啟豐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60-1 (平裝) 普遍級  

國營獨招台糖/台酒/中鋼單元操作/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107 .-- 19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781-22-9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國營獨招台糖/台酒普通化學/荷澄化

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107 .-- 75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0781-23-6 (平裝) 

NT$760 普遍級  

國籍與戶政法規/宮井鳴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 69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35-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林清編著 .-- 

第二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23-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基本電學(含實習)考前搶分秘笈/王

金松, 王凱彥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08 .-- 3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154-4-5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培養刷題基本功: Python 程式設計

師的頭腦體操/増井敏克作;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52-4 (PDF) NT$450 普遍級  

專題實作: 機械/楊仁聖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62-

9 (平裝) 普遍級  

康版講義式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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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19-377-2 (平裝) 普遍級  

康版講義式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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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9 (平裝) 普遍級  

康軒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 自然科/評

量中心自然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15-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康軒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 社會科/評

量中心社會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16-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康軒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 英語科/評

量中心英語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 3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13-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康軒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 國文科/評

量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12-4 (平裝) NT$370 普遍級  

康軒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 數學科/評

量中心數學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14-8 (平裝) NT$270 普遍級  

教育哲學(高普專用)/黃天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7 .-- 3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17-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教育設施規劃新視界/湯志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15-7 (PDF) 

NT$5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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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大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75-8-1 (PDF) 普遍級  

理財規劃人員 500 問/高芬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5-935-

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理財規劃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冠秀編著 .-- 第 20 版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32-5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體系與爭點(含公務員

法)/楊易編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9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286-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第一次學 SEO 就上手/鈴木將司著; 

何蟬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45-6 (PDF) NT$450 普遍級  

統計效果值的估計與應用 /李茂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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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23-2 

(PDF) 普遍級  

統計學. 112 版/吳迪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8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308-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統測主題式 5 項全能王/王祈堯總編

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75-07-1 (全套:平裝) NT$380 普遍級  

統測主題式 5 項全能王(詳解)/王祈

堯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107 .-- 8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75-06-4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統測主題式 5 項全能王(題本)/王祈

堯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107 .-- 2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75-05-7 (平裝) 

NT$290 普遍級  

統測搶分寶典隨手讀: 械製圖實習/

劉欣, 陳飛祥, 林品均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7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64-418-6 (平裝) 

普遍級  

統測搶分寶典隨手讀: 機械製造與機

械基礎實習/劉欣, 陳飛祥, 張東堯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64-

419-3 (平裝) 普遍級  

貨幣銀行學/何薇編著 .-- 第十八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14-0 (平裝) NT$670 普遍級  

貨幣銀行學(概要)/蔡經緯編著 .-- 2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68-

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這題會考!英文/邦尼.考高芬(Bunny 

Coolguyfan), 蘇菲, 水晶蜜蜜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41-

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透明的刑法總則/張鏡榮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77-

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行銷管理/馬可丁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61-

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段考複習百試達. 第

二冊/石芸熙, 林信豪, 姚郁芬, 孫建業, 

鄭佩綺, 鍾震亞, 蘇郁玟, Ian Fletcher

編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9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729-4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 IV/

高文芳, 張明哲, 李泱寰, 黃信雄, 楊

宗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88-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

授課指引. 下/林麗雲, 簡俊成, 曾國正, 

林宏維, 陳上瑜, 顏子晉, 張懿品, 田

憶萍編著委員 .-- 再版 .-- 新北市 : 泰

宇, 11107 .-- 3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33-56-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化學實驗一把罩. IV, 化學反應與平

衡二/許靖松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7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53-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

乙基礎練習題本. 下冊/葉子榕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55-

2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

甲基礎練習題本. 下冊/葉子榕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54-

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活動手

冊: 大氣、海洋與天文 /劉麗純, 許

瑋琇, 何玉婷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66-7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活動手

冊: 地質與環境 /劉麗純, 許瑋琇, 何

玉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8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67-4 (平裝) 普遍級  

智慧財產權無形資產評價中級能力

鑑定寶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共同著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會計

研發基金會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99213-8-1 (PDF) NT$300

普遍級  

測量學<<試題精選>>/廖冠傑, 禹傑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 

11108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456-8-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稅務法規大意測驗題精解 /施敏編

著 .-- 1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82-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稅務法規精要 3 POINT/蘇仁偉編著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95-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進會考. 國文(南版). 國中一上/何昀

倪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07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71-8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郵政內勤六合一題庫/張啟新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07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94-9 (平裝) 普遍級  

郵政外勤四合一題庫/張啟新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07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95-6 (平裝) 普遍級  

*郵政招考邏輯推理/司馬明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59-5 (PDF) 

普遍級  

黃金認證 CWT 全民中檢: 初等素養

擬真題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電

腦技能基金會, 11107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06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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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黃慧容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108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508-6 (平裝) 普遍

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數位

科技概論與應用升學跨越講義教師

本/豪義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7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507-9 (平裝)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A 決戰統測 45

回/巫曉芸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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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圖書, 11107 .-- 19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23-504-8 (平裝) 普遍

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B 決戰統測 45

回/巫曉芸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07 .-- 19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23-503-1 (平裝) 普遍

級  

新公司法爭點解讀/崴律師, 翔律師

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194-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新國中英文文法 Garden/陳浚德編

著 .-- 修訂 1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24-416-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112

版/張旭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7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85-3 (平裝) NT$660 普

遍級  

會計學 (概要)/曾繁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91-3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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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7-220-7 (PDF)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解題完全制霸/曾繁宇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8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01-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

通關寶典/照服研究小組編著 .-- 九

版 .-- 新北市 : 松根, 11109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62-9-4 (平

裝) 普遍級  

照顧服務員學科訓練指南/照顧服務

員編輯小組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松根, 11109 .-- 5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62-8-7 (平裝) 普遍級  

當代中文課程課本. 3/王瓊淑, 盧翠

英, 盧德昭編寫;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師大國語中心, 11109 .-

- 冊 .-- ISBN 978-626-7048-32-0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經濟學(概要)/張政編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69-2 (平裝) 

NT$750 普遍級  

經濟學(概要)/蔡經緯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98-2 (平

裝)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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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626-328-258-2 (上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8-259-9 (下

冊:平裝) 普遍級  

*跟我學 Outlook 2010: 將 Outlook 從

個人資訊管理提昇至雲端應用/沈正

懿, 江高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69-2 (PDF) NT$450 普遍

級  

農會招考民法概要/胡劭安編 .-- 六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71-7 (平

裝) 普遍級  

*農會招考行銷管理/馬可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68-7 (PDF) 

普遍級  

農會招考貨幣銀行學/平心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64-9 (平

裝) 普遍級  

*農會招考貨幣銀行學/平心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76-2 (PDF) 

普遍級  

農會招考會計學/王龍應編 .-- 六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4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74-8 (平裝) 

普遍級  

*農會招考會計學 /王龍應編  .-- 六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77-9 (PDF) 

NT$520 普遍級  

農會招考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胡劭

安 編  .-- 九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63-2 (平裝) 普遍級  

農會招考農業推廣學/任瑞書編 .-- 三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3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79-3 (平

裝) 普遍級  

農會招考農業概論/任瑞書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3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75-5 (平

裝) 普遍級  

農會招考農漁會國文 (論文及應用

文)/李杰編 .--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69-4 (平裝) 普遍級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胡劭安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80-9 (PDF) 

NT$540 普遍級  

*農業概論/任瑞書編 .-- 七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78-6 (PDF) NT$450 普遍

級  

*農漁會國文(論文及應用文)/李杰

編 .--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81-6 

(PDF) NT$420 普遍級  

電子學(概要). 112 版/鄭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7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15-7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電腦常識(電子計算機概論)/陳啟豐

編  .-- 十 一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67-0 (PDF) 普遍級  

團隊變革工作手冊/吳兆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57-0 (PDF) 

普遍級  

*圖解雲端技術的原理與商業應用 /

西村泰洋原著; 衛宮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48-7 (PDF) 

NT$450 普遍級  

*圖解資料庫的工作原理 /坂上幸大

著; 何蟬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49-4 (PDF) NT$450 普遍

級  

實務最前線. 2022: 憲法裁判/韋軒編

著  .-- 五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11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45-7 (平裝) NT$340 普遍級  

管理學 /牛涵錚 , 姜永淞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72-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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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學測物理重點觀念. 試題篇/湯

烈漢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7 .-- 3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48-146-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精通學測物理重點觀念. 精要篇/湯

烈漢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7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48-145-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精準制高中學測英文總複習/張勝溢

編著 .-- 修訂 1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

化, 11109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415-9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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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14-6 (PDF) 普遍級  

臺灣菸酒甄試. 2022: 從業評價職位

人員(訪銷類)歷屆題庫 4 合 1/宏典文

化臺 灣菸 酒招 考對 策研 究小 組編

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21-

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語法動起來. 2/戴金惠, 姚瑜雯, 于麗

萍, 邱新富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學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48-8 (EPUB) 普遍級  

*影像部落格: 人氣優格補完.部落絕

技 80 招/楊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68-5 (PDF) NT$149 普遍

級  

數位影像處理: Python 程式實作/張元

翔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79-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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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9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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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199-6 (PDF) 普遍級  

熱力學(含熱傳學)歷屆試題詳解/王

立宏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7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71-5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練吧!那些年考過的題目: 刑法概要. 

選擇題篇/齊聖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29-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練習試題-升科大四技: 應用力學總

複習/鍾義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科

友, 111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20-9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衛生行政法規與倫理/魯葦編著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7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99-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課程教學與評量/黃天編著 .-- 九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22-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課程與教學/劉邵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18-

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 

五年級下學期/陳美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07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46-0 (平裝) 普遍級  

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 

五年級上學期/陳美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07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45-3 (平裝) 普遍級  

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 

六年級下學期/陳美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07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48-4 (平裝) 普遍級  

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 

六年級上學期/陳美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47-7 (平裝) 普遍級  

魯凱族本位英語教科書: 五年級下學

期 . 第 六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8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42-2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英語教科書: 五年級上學

期 . 第 五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8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41-5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英語教科書: 六年級下學

期 . 第 八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8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44-6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英語教科書: 六年級上學

期 . 第 七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8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43-9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五年級下

學 期 . 第 十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9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34-7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五年級上

學 期 . 第 九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8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33-0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六年級下

學 期 . 第 十 二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9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36-1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六年級上

學 期 . 第 十 一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9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35-4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五年級下學

期 . 第 十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1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38-5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五年級上學

期 . 第 九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172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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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117-37-8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六年級下學

期 . 第 十 二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1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40-8 (平裝) 普遍

級  

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六年級上學

期 . 第 十 一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07 .-- 18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39-2 (平裝) 普遍

級  

學習式六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4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7 .-- 

26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181-4 (精裝) NT$900 普遍級  

學習作業. 公民科(康). 3/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29-68-8 (平裝) 

普遍級  

學習作業. 歷史科(康). 3/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29-74-9 (平裝) 

NT$70 普遍級  

學習作業. 歷史科(翰). 3/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7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29-72-5 (平裝) 

NT$70 普遍級  

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幼兒、兒童

階段)/張茂英, 張瑛編著 .-- 9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33-1 (平

裝) NT$630 普遍級  

學習講義. 化學/夏書桓編修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26-1 (平裝) 普遍

級  

學習講義. 物理/柯閔耀, 張博彥, 黃國

展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7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25-

4 (平裝) 普遍級  

學習講義. 數學. 1/許清土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7 .-- 16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22-3 (平裝) 普遍

級  

學習講義. 選修化學. I, 物質與能量/

夏書桓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7 .-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24-7 (平裝) 普遍級  

學習講義. 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彭愷恩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7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28-5 (平裝) 普遍級  

學習講義. 選修物理. I, 力學 1/柯閔耀, 

黃國展, 祝偉, 許家銘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7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23-0 (平裝) 普遍級  

學習講義. 選修物理. III, 波動、光及

聲音/劉榮吉, 湯烈漢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27-8 (平裝) 普遍級  

學測快攻 330. 數學 A/黃天賜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7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21-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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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336-2-3 (PDF) 普遍級  

導遊領隊實務(二)(華語人員、外語

人員)/林俐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21-4 (PDF) 普遍級  

憲法/王肇基編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5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4-183-8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憲法.通試/尹力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00-3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憲法解題書/歐律師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05-7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機械原理(機械概論、常識)/王勝利

編  .-- 十 一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66-3 (PDF) 普遍級  

機械概論(常識). 112 版 /陳廣明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19-5 (平裝) NT$72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

然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4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1107 .-- 4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8391-93-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

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4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1107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8391-92-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英

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3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1107 .-- 3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8391-90-1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

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5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1107 .-- 4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8391-89-5 ( 平 裝 ) 

NT$41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

學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3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1107 .-- 29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8391-91-8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餐旅群專(一)觀光餐旅業導論速成

攻略/辛政霖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1107 .-- 32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96217-2-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縱橫政治學. 112 版/黃靖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29-4 (平

裝) NT$660 普遍級  

臨床鏡檢學/顏永仁, 顏鴻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202-

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職業安全管理. 甲級: 贏家攻略/湯士

弘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30-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 贏家攻略/湯士

弘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7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31-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1 年/

李家誠, 馬聖翔, 潘奕穎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合記, 11107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68-8 (平

裝) 普遍級  

雙語教學百寶箱: 生活課程 Let's Go!. 

1 年級/林葉真, 黃晶瑩, 陳錦芬編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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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29-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題型破解: 財稅法/大寶, 覺常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7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40-

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證 券 市 場 理 論 與 創 新 = Securities 

market theory and innovation/ .-- 初版 .-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1107 .-- 

675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06847-9-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關鍵同學彙. 地理(適康版). 1/楊芸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8 .-- 

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233-

620-5 (平裝) 普遍級  

關鍵同學彙. 地理(適翰版). 1/柯湘芸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金 安 , 

11108 .-- 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17-5 (平裝) 普遍級  

關鍵同學彙. 歷史(適康版). 1/言覺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8 .-- 

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233-

619-9 (平裝) 普遍級  

關鍵同學彙. 歷史(適翰版). 1/妍喜樂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金 安 , 

11108 .-- 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18-2 (平裝)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組)/

保成名師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107 .-- 

10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78-75-4 (平裝) NT$780 普遍級  

警專化學. 112 版/張凱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82-2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警專國文/田丹編著 .-- 六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05-8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警察考試. 112 版: 犯罪學綜覽(含再

犯預測)/何漢,黃如璿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6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307-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警察考試. 112 版: 知識圖解刑法/周

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9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88-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警察考試. 112 版: 知識圖解讀好憲法

/韋伯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94-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警察考試憲法讀本快易通. 112 版: 24

組經典主題/劉沛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26-

3 (平裝) NT$630 普遍級  

警察行政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

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112 版/程

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7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83-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贏戰決勝會考生物素養 GO 題庫/葉

修齊, 許凱燁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39-5 (平裝) NT$170 普

遍級  

贏戰決勝會考生物素養 GO 題庫(教

師用)/葉修齊, 許凱燁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738-8 (平裝) 

NT$170 普遍級  

贏戰決勝會考國文文意判讀/ .-- 二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41-8 (平

裝) NT$210 普遍級  

贏戰決勝會考國文文意判讀 (教師

用)/ .-- 二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40-1 (平裝) NT$210 普遍級  

觀光學概要. I=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I/陶德芳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11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74-2 (平裝) 普遍

級  

兒童讀物 

3 視數謎遊戲本/廖亭雅(Vicky 老師), 

林明鍚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29-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宝宝问妈妈答: 生活常规/人类文化

编辑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

局, 11109 .-- 96 面; 15X18 公分 .-- 

ISBN 978-986-0761-62-7 (平裝) 普遍

級  

EQ 寶寶集合啦!/Stéphanie Couturier

作;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

流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

7160-43-5 (全套:精裝) 普遍級  

FiFi/邱毓琪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邱毓琪, 11108 .-- 24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90-3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FOOD 超人小手點讀互動認知圖鑑/

風車編輯群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109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23-758-8 ( 精 裝 ) 

NT$680 普遍級  

Galaxy books/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an van der Voo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7 .-- 

冊 .-- ISBN 978-986-203-956-4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Good night, animal friends on Queebi 

Land/ .-- first edition .-- 新北市 : 紳永

實業, 11108 .-- 22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626-96439-0-5 ( 精 裝 ) 

NT$480 普遍級  

Green pea magicians/illustration and 

words by Chih-Ying Huang;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82-9 (PDF) NT$450 普遍級  

Green pea magicians/illustration and 

words by Chih-Ying Huang;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88-1 (EPUB) NT$450 普遍級  

Guess who I am: little monsters/故事餡

有限公司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故

事餡, 11107 .-- 24 面; 12 公分 .-- ISBN 

978-626-96347-0-5 (平裝) 普遍級  

Help me reader/written by J.W Hurcomb; 

illustrated by Jason Pacliwan .-- 新北市 : 

Jeffrey William Hurcomb,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293-7 

(EPUB) 普遍級  

Help me reader/written by J.W Hurcomb; 

illustrated by Jason Pacliwan .-- 新北市 : 

Jeffrey William Hurcomb, 11109 .-- 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296-

8 (平裝) 普遍級  

Hua Mulan= 花木蘭/story writer Sophia 

Yang; illustrator Bart Chang;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北市 : 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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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44-2 (平裝) 普遍級  

I like. book 6/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08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1-5-6 (平裝) 普遍級  

I like. book 7/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08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1-6-3 (平裝) 普遍級  

Just a little sip!/illustration and words by 

Severus Lian;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89-8 (PDF) 

NT$450 普遍級  

Just a little sip!/illustration and words by 

Severus Lian;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7-90-4 

(EPUB) NT$450 普遍級  

Justice Bao= 包公傳/story writer Sophia 

Yang; illustrator Blue Lan;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北市 : 佳音, 

11110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48-0 (平裝) 普遍級  

kmux na Rimuy= 懶 惰 的 里 慕 伊

/Yaway Taro( 呂 美 花 ), Buhay 

Hayung(劉羽茜)作 ; Ayu Payas(蘇秋

華), Hacu Ayu(黃紫薇)繪圖 .-- 桃園

市 : 泰雅族語言推動組織, 11108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336-

2-6 (精裝) 普遍級  

Lawa 的彩虹橋/親愛愛樂文; Wang 

Amann 圖 .-- 初版 .-- 南投縣 : 音樂巷

文化, 11107 .-- 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86-0-4 (精裝) NT$900 普

遍級  

O:0/李允榕 .-- 初版 .-- 臺北市 : 人田

十口品牌, 11107 .-- 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342-0-0 ( 經 摺 裝 ) 

NT$800 普遍級  

Reading house. stater: Peter Pan/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Serina Eisele; 

illustrated by Connie Liao .-- 臺北市 : 

敦煌, 11108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06-986-4 (精裝 ) NT$180 .-- 

ISBN 978-957-606-987-1 (精裝附光碟

片) NT$380 普遍級  

Signal from Cape Town/author.illustrator 

Divingcat(黃慈恩) .-- 新竹巿 : 黃慈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35-4 (KCB) 普遍級  

Signal from Cape Town/author & 

illustrator Divingcat(黃慈恩) .-- 新竹

巿 : 黃慈恩, 11107 .-- 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42-2 (精裝) 普遍

級  

*Something about love/美伶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陳美伶, 10612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298-2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That thingy/illustration and words by Lin 

Wei-Da;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

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91-1 (PDF) NT$450

普遍級  

That thingy/illustration and words by Lin 

Wei-Da;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

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92-8 (EPUB) 

NT$450 普遍級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er Girl= 牛

郎 織 女 /story writer Sophia Yang; 

illustrator Kuang-Yu Niu;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北市 : 佳音, 

11110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45-9 (平裝) 普遍級  

The hungry rabbit/illustration and words 

by Dreamful Cat;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93-5 (PDF) 

NT$450 普遍級  

The hungry rabbit/illustration and words 

by Dreamful Cat;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7-94-2 

(EPUB) NT$450 普遍級  

The legend of Chang'e= 嫦娥奔月/story 

writer Sophia Yang; illustrator Yukito 

Lin;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

北市 : 佳音, 11110 .-- 48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57-448-943-5 (平裝) 普遍

級  

The tale of the White Snake= 白蛇傳

/story writer Sophia Yang; illustrator 

Paula Hsu;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北市 : 佳音, 11110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8-947-

3 (平裝) 普遍級  

The Three Kingdoms= 三 國 志 /story 

writer Sophia Yang; illustrator Duga 

Chen;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北市 : 佳音, 11110 .-- 4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448-946-6 (平裝) 

普遍級  

Where is mom/written by Efa Chang; 

illustrated by Yijie .-- 新北市 : 張月娥, 

11107 .-- 22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01-0384-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Where is mom. my practice book/ .-- 新

北市 : 張月娥, 11107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01-0383-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Why?: 未來能源/尹相奭原作; 姜信榮

繪; 林建豪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250-59-7 (EPUB) 普遍級  

Why?: 回收科學/金政郁作; 宋會錫繪; 

楊舒婷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250-60-3 (EPUB) 普遍級  

Why?: 物聯網世界/張惠園作; 李俊熙

繪; 謝淑芬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250-61-0 (EPUB) 普遍級  

Why?: 科學偵查隊/曹永先作; 李永鎬

繪; 林建豪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250-64-1 (EPUB) 普遍級  

Why?: 料理實驗室/崔鍾[]作; 李俊熙

繪; 楊舒婷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12-8 (EPUB) 普遍級  

Why?: 氣候變遷/姜周弦作; 李俊熙繪; 

牟仁慧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845-6-2 (EPUB) 普遍級  

Why?: 荒野求生記/曹永先作; 李永鎬

繪; 林建豪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10-4 (EPUB) 普遍級  

Why?: 細菌與病毒/金政郁作; 金光浩

繪; 阿譯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845-7-9 (EPUB) 普遍級  

Why?: 無人機/曹永先作; 李永鎬繪; 

阿譯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845-8-6 (EPUB) 普遍級  

Why?: 遺傳與血型/全載雲作; 崔明求

繪; 林建豪譯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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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5845-9-3 (EPUB) 普遍級  

Yum yam mountain/illustration by Red 

Chen; words by How-How;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95-9 (PDF) NT$450 普遍級  

Yum yam mountain/illustration by Red 

Chen; words by How-How; translation by 

Nai-Yu Ker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96-6 (EPUB) NT$450 普遍級  

一小口就好!/里恩太太圖 .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76-8 (PDF) 

普遍級  

一小口就好!/里恩太太圖 .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7-77-5 

(EPUB) 普遍級  

千鈞一髮/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

編輯部改寫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

東方,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38-516-5 (EPUB) NT$260 普遍級  

大小公主去上學: 學校其實超好玩!/

林佑儒著; 蔡豫寧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28-0 (EPUB) 普遍

級  

大小公主去上學: 學校其實超好玩!/

林佑儒著; 蔡豫寧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29-7 (PDF) 普遍級  

大海想搬家/林加春作; 楊詠甯朗讀 .-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6 .-

- 約 20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29-0-9 (線上有聲書(MP3)) NT$270

普遍級  

小 小 知 識 家 動 手 大 發 現 : 太 空

AMAZING!/Sophie Dussaussois 作 ; 

Marc-Etienne Peintre 插圖; 何妍萱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 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60-

47-3 (精裝) 普遍級  

小 小 知 識 家 動 手 大 發 現 : 火 山

AMAZING!/Sandra Laboucarie 作 ; 

Pierre Caillou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60-49-

7 (精裝) 普遍級  

小 小 知 識 家 動 手 大 發 現 : 史 前

AMAZING!/Sophie Dussaussois 作 ; 

Benjamin Bécue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60-46-

6 (精裝) 普遍級  

小 小 知 識 家 動 手 大 發 現 : 昆 蟲

AMAZING!/Sophie Bordet-Petillon 作; 

Mata Orzel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60-50-3 (精裝) 

普遍級  

小 小 知 識 家 動 手 大 發 現 : 極 地

AMAZING!/Sandra Laboucarie 作; da-

fanny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160-48-0 (精裝) 

普遍級  

小小芥菜種變大樹/楊淑清文; 王建

傑圖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37-0 

(EPUB) NT$210 普遍級  

小小特務出任務: 時空大冒險/Claire 

Simon 作; Benjamin Bécue, Paku 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 11109 .-- 20 面; 48 公分 .-- ISBN 

978-626-7160-45-9 (精裝) 普遍級  

小杯學游泳/二宮由紀子文; 朝倉世

界一圖; 米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9 .-- 40 面; 21X23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50-6 (精裝) 

普遍級  

小動物成長繪本/葛翠琳文; 張蔚昕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42-020-

5 (全套:精裝) NT$1680 普遍級  

小雀幸品格童話. 1, 阿賢的小確幸/

鄭宗弦文; BO2 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02-7 (EPUB) 普遍級  

小雀幸品格童話. 2, 大嘴巴跑掉了/

鄭宗弦文; 顏銘儀, BO2 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03-4 (EPUB) 普遍級  

小雀幸品格童話. 3, 愛心小精靈選拔

/鄭宗弦文; 樂本漾, BO2 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04-1 (EPUB) 普遍級  

小學生的統計圖表活用術: 叫我資料

小達人/今野紀雄監修; 李彥樺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冊 .-

- ISBN 978-626-7140-68-0 (全套:精裝) 

NT$1400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3, 面對壓力該如何調

適?/大野裕監修; 市川美月漫畫; 吳

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59-8 (PDF)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3, 面對壓力該如何調

適?/大野裕監修; 市川美月漫畫; 吳

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60-4 (EPUB)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1.控制不住怒氣怎麼

辦? 2.如何從低潮重新振作? 3.面對

壓力該如何調適?/安藤俊介, 小玉正

博, 大野裕監修; 鈴木理繪子, Kiriko, 

市川美月繪; 吳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61-1 (PDF)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1.控制不住怒氣怎麼

辦? 2.如何從低潮重新振作? 3.面對

壓力該如何調適?/安藤俊介, 小玉正

博, 大野裕監修; 鈴木理繪子, Kiriko, 

市川美月繪; 吳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62-8 (EPUB) 普遍

級  

小學生唐詩 50 首,閱讀必勝. 1/齊格

飛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26-3 (PDF) 普遍級  

小學生唐詩 50 首,閱讀必勝. 2/齊格

飛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25-6 (PDF) 普遍級  

小寶貝,當你長大時= とうさんのあ

しのうえで/井本蓉子著; 柯慧甄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 4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39-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不孤單的小花鹿/葛翠琳文; 張蔚昕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7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42-019-9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不放棄的小灰兔/葛翠琳文; 張蔚昕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7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42-016-8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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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會 改 變 的 清 單 / 雷 貝 嘉 . 史 德

(Rebecca Stead)著; 趙永芬譯; An Chen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32-3 (EPUB) NT$360 普遍級  

不 會 改 變 的 清 單 / 雷 貝 嘉 . 史 德

(Rebecca Stead)著; 趙永芬譯; An Chen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33-0 (PDF) NT$360 普遍級  

公平: 這樣分蛋糕行不行?/素淵作; 

金真花繪; 陳靖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8-02-6 (EPUB) 普遍

級  

天 菜 ( 中 英 對 照 )= Hot idol/ 黃 葳 威

(Vivian Huang)文; 李傑(Augustine Lee 

Jet)圖 .-- 臺北市 :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

會, 11108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159-8-8 (精裝) 普遍級  

少年噶瑪蘭/李潼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23-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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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697-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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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698-2 (PDF) 普遍級  

少年讀臺灣: 臺灣生態/吳立萍作; 阿

曼, 張振松, 李憶婷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03-3 

(EPUB) 普遍級  

少年讀臺灣: 臺灣生態/吳立萍作; 阿

曼, 張振松, 李憶婷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04-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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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05-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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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06-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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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47-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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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63-5 (EPUB) 普遍級  

手電筒投影恐龍圖鑑百科/啟蒙星球

團隊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

化, 11108 .-- 14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43-819-0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手電筒投影動物圖鑑百科/啟蒙星球

團隊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

化, 11108 .-- 14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43-820-6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兄弟鳥= marekaka a qayapayam/萬安

國民小學文.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萬

安國小, 11109 .-- 24 面; 22X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51-4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凸槌土地公/陳志和文; 陳志鴻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1-67-1 (EPUB) 

普遍級  

奶茶好好喝!/鍾安昀, 劉清彥文; 陳旻

昱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上好社會企

業, 11107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276-7-3 (精裝) 普遍級  

未來是我想像的那樣嗎?/瑪喜.可洛

(Marie Colot)文;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87-1-1 (PDF) 普遍級  

皮皮的自畫像/夏綠蒂.梅文.圖; 黃聿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

庭, 111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31-37-7 (精裝) 普遍級  

共 生 : SDGs 環 境 永 續 雙 語 繪 本 = 

Symbiosis/陳宜渟插畫; 臺南市七股

區大文國民小學主編 .-- 臺南市 : 南

市大文國小, 11108 .-- 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701-26-5 (平裝) 普遍

級  

好奇心圖解大百科系列(5-8 冊)/芭絲

卡.艾德蘭(Pascale Hedelin)等作; 侯貝.

巴伯希尼(Robert Barborini)等繪; 王晶

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051-57-

3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好椅子比賽/萩原弓佳, 小池壮太作; 

黃惠綺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1-58-0 (EPUB) 普遍級  

好椅子比賽/萩原弓佳, 小池壮太作; 

黃惠綺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1-59-7 (PDF) 普遍級  

好想好想吃草莓/劉航宇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36 面; 

17X26 公分 .-- ISBN 978-626-342-023-

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字的傳奇. 5, 穿越時空追字妖/林世

仁文, 吳雅怡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86-4 (EPUB) NT$300 普

遍級  

百分百贊成!: 宮西達也大野狼朋友

爆笑合集 /宮西達也文 .圖 ; 張桂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77-14-

3 (全套:精裝) 普遍級  

自助的小刺蝟/葛翠琳文; 張蔚昕圖 .-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

342-017-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艾瑪的黑點 /法蘭西 .夸特默 (France 

Quatromme) 著 ; 帕 拉 斯 托 . 海 格

(Parastou Haghi)繪 ; 尉遲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4-8-7 (EPUB) 

普遍級  

艾瑪的黑點 /法蘭西 .夸特默 (France 

Quatromme) 著 ; 帕 拉 斯 托 . 海 格

(Parastou Haghi)繪 ; 尉遲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4-9-4 (PDF) 

普遍級  

西遊記.妖界大地圖/張卓明著; 段張

取藝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60-1 (PDF) 普遍級  

西遊記.妖界大地圖/張卓明著; 段張

取藝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61-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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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再 催 我 快 一 點 啦 !/ 琵 帕 . 古 德 哈

(Pippa Goodhart)文: 瑪麗亞.克里斯塔

尼亞(Maria Christania)圖;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87-3 

(PDF) 普遍級  

告訴摩拉摩拉我想他/陳素宜文; 法

蘭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1-65-7 (PDF) 普遍級  

告訴摩拉摩拉我想他/陳素宜文; 法

蘭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1-66-4 (EPUB) NT$260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5&6 套書: 公主招親試煉

/妖貓公主出擊/廣嶋玲子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

步,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74-

04-3 (全套:平裝) NT$640 普遍級  

希爾達歷險記: 尼森小人的神秘空間

/史戴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著; 希

耶拉.米勒(Seaerra Miller)繪; 戴至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9-6-8 (PDF) 普遍級  

希爾達歷險記: 尼森小人的神秘空間

/史戴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著; 希

耶拉.米勒(Seaerra Miller)繪; 戴至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9-7-5 (EPUB) 普遍級  

形狀系列: 建立幾何概念套書/娜歐

蜜.瓊斯(Naomi Jones)文; 詹姆斯.瓊斯

(James Jones); 游珮芸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038-47-5 (全套:精裝) 

NT$688 普遍級  

我用 32 個睡魔怪救了我爸爸/彭懿著; 

田宇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12-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我的奇異星球/潘維伶圖.文 .-- 初版 .-

- 宜蘭縣 : 潘維伶, 11107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52-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我是大頭鬼/錵九九文; 蔡侑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1-68-8 (EPUB) 

普遍級  

我 們 是 水 源 守 護 者= We are water 

protectors/ 卡 蘿 爾 . 林 德 史 東 (Carole 

Lindstrom)文; 米榭菈 .高德(Michaela 

Goade)圖; 游珮芸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維京國際, 11108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40-449-0 (精裝) 

普遍級  

我們班有個丁大元/林加春作; 楊詠

甯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6 .-- 約 12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9-2-3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我家不見了!/陶綺彤故事; 妤喵喵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 

11107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56-37-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我家附近的流浪狗/賴馬文.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93-2 

(EPUB) NT$360 普遍級  

攸攸的海洋奇幻旅程/陳妍孜編著 .-- 

彰化縣 : 彰縣線西國中, 11107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

78-5 (平裝) 普遍級  

沒禮貌的霸道河馬/斯圖爾特.特洛德

(Stuart Trotter)文.圖; 張家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92-7 (PDF) 

普遍級  

那個東東/林韋達圖.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78-2 (PDF) 普遍級  

那個東東/林韋達圖.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79-9 (EPUB) 普遍

級  

來自森林的禮物(練習本)/吳祺作; 許

增巧, 郭盈辰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務局, 11106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00-86-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奇文妙語童話小鎮: 修辭公寓的爆笑

日常/謝鴻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24-2 (EPUB) 普遍級  

奇文妙語童話小鎮: 修辭公寓的爆笑

日常/謝鴻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25-9 (PDF) 普遍級  

妮姊姊魔法甜點屋/唐妮文; 若曦圖 .-

- 臺中市 : 晨星,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20-7 (EPUB) 普遍

級  

孤單的山迪= I have nothing but you/奧

黛莉圓作.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奧黛

莉圓, 11109 .-- 4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50-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帕可愛音樂有聲繪本套書. 3/瑪嘉莉.

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8 .-

- 冊 .-- ISBN 978-626-7038-42-0 (全套:

精裝) NT$799 普遍級  

帕可愛音樂有聲繪本套書. 4/瑪嘉莉.

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8 .-

- 冊 .-- ISBN 978-626-7038-43-7 (全套:

精裝) NT$799 普遍級  

怪獸星球的小怪獸日記套書: 小怪獸

擊退各種情緒心魔的 DIY 法寶,跟著

學 , 當 自 己 的 情 緒 好 主 人 !/Raun 

Melmed 等著; 李政賢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3-095-2 ( 全 套 : 平 裝 ) 

NT$1750 普遍級  

爸爸,快起床!/阿文作.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60-3 (EPUB) 普遍級  

爸爸,快起床!/阿文作.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61-0 (PDF)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68-26-4 (全套:平裝) 

NT$1260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女孩尋寶/人

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2-5 (平裝) NT$90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男孩尋寶/人

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3-2 (平裝) NT$90

普遍級  

玩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恐龍寶物/人

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24 面; 23X25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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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168-34-9 (平裝) NT$90

普遍級  

迎新年/七色王國作.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160-41-

1 (精裝) 普遍級  

勇敢的小毛驢/葛翠琳文; 張蔚昕圖 .-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

342-015-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城市鱷魚/李和珍, Luly 作; 陳品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78-7 

(EPUB) 普遍級  

*城市鱷魚/李和珍, Luly 作; 陳品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79-4 

(PDF) 普遍級  

孩子,你覺得幸福是什麼?/艾瑪.羅伯

特 (Emma Robert) 文 ; 霍 曼 . 盧 比 爾

(Romain Lubière)圖; 黃玥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88-0 (PDF) 

普遍級  

很餓很餓的兔子/喵伊圖.文 .-- 初版 .-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7-80-5 (PDF) 

普遍級  

很餓很餓的兔子/喵伊圖.文 .-- 初版 .-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7-81-2 (EPUB) 

普遍級  

拜拜年/七色王國文字.插畫 .-- 初版 .-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160-42-

8 (精裝) 普遍級  

疫情有藍天= Love one another/高天恒

原著劇本; 簡惠碧繪本改寫; 駱思竹

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上好社會企

業, 11108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276-8-0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秋紅.豐丘/涂卉, 陳君媺, 李敏慈圖文

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龍井區農會, 

11109 .-- 2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5009-3-7 (精裝) NT$480 普

遍級  

穿越故宮大冒險. 6: 快雪時晴帖神乎

其技/鄭宗弦著; swawa.com 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99-9 

(PDF) 普遍級  

穿越故宮大冒險. 6: 快雪時晴帖神乎

其技/鄭宗弦著; swawa.com 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00-2 

(EPUB) 普遍級  

突如其來的元宇宙: 把笑容還給茱麗

葉/車釉振文; Eiri 圖; 吳佳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44-4 (PDF) 

普遍級  

突如其來的元宇宙: 把笑容還給茱麗

葉/車釉振文; Eiri 圖; 吳佳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45-1 

(EPUB) 普遍級  

夏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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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3-052-5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害怕沒關係 大人也會怕喔!/艾蜜莉.

卡洛(Amélie Callot)文.圖; 王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91-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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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82-6 (EPUB) 普遍

級  

烏龜一家去看海/張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4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342-022-

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神祕甲蟲/許增巧文.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76-2 (EPUB) 普遍級  

神祕甲蟲/許增巧文.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77-9 (PDF) 普遍級  

送給自己的禮物/陳品鈞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陳品鈞, 11107 .-- 2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19-

4 (活頁裝) NT$1000 普遍級  

迷你小故事/亞喬文; 楊麗玲, 鍾易真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1-701-5 (EPUB) 普遍級  

迷鳥/安宇著; 王淑慧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73-2 (PDF) 普遍級  

國語日報年度嚴選: 小學生作文 100

系列/400 名小學生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國語日報, 11107 .-- 冊 .-- ISBN 

978-957-751-898-9 ( 全 套 : 平 裝 ) 

NT$1120 普遍級  

帶著月亮去散步/陳璐茜作 .-- 2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8 .-- 24 面; 

14X14 公分 .-- ISBN 978-626-7130-18-

6 (平裝) 普遍級  

排隊大集合!: 超人氣識物百科/大村

知子文.圖; 林芝儀, 邱承宗, 周佩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77-15-

0 (全套:精裝) 普遍級  

晚安,小熊/鄭潔文文.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78-6 (EPUB) 普遍級  

晚安,小熊/鄭潔文文.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79-3 (PDF) 普遍級  

移動島傳奇. 1, 最後倖存者/凱瑟琳.

艾波蓋特(Katherine Applegate)作; 黃

鴻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0-77-9 (PDF) 普遍級  

移動島傳奇. 2, 最初帶路者/凱瑟琳.

艾波蓋特(Katherine Applegate)作; 黃

鴻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0-76-2 (PDF) 普遍級  

移動島傳奇= Endling/凱瑟琳.艾波蓋

特(Katherine Applegate)作; 黃鴻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000-74-8 (全套: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第一次過颱風夜/陳思婷文; 張麗真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90-596-6 (PDF) 普遍級  

這是什麼魚?: 七股虱目魚養殖故事/

股份魚鄉文; 楊承翰圖 .-- 二版 .-- 臺

南市 : 尋人啟室工作室, 11108 .-- 26

面 ;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5894-3-7 (精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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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那個山藥山/郝郝文; 陳志鴻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74-4 

(PDF) NT$450 普遍級  

這個那個山藥山/郝郝文; 陳志鴻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75-1 

(EPUB) NT$450 普遍級  

章魚先生過生日/韓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342-021-

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章魚先生賣雨傘/韓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342-013-

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晶晶的桃花源記/哲也著; 陳美燕繪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30-3 

(EPUB) 普遍級  

然後,春天就來了/茱莉.福萊諾(Julie 

Fogliano)文; 艾琳.史戴(Erin E. Stead)

圖; 劉清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1108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00-425-6 (精裝) 普遍級  

陽光的味道/楊淑清文; 王建傑圖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34-9 (EPUB) 

NT$210 普遍級  

黑妞說節慶. 二/廖沛林文字.繪圖 .-- 

臺中市 : 中市東勢幼兒園, 111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6-

09-3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塗鴉怪獸教禮貌: 手手洗乾淨= The 

scribble monsters guide to modern 

manners: wash those hands!/John 

Townsend 文; Carolyn Scrace 圖; 楊雪

倫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79-2 (精裝) NT$330 普遍級  

塗鴉怪獸教禮貌: 我要上廁所= The 

scribble monsters guide to modern 

manners: you've gotta go!/John 

Townsend 文; Carolyn Scrace 圖; 楊雪

倫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81-5 (精裝) NT$330 普遍級  

塗 鴉 怪 獸 教 禮 貌 : 對 不 起 = The 

scribble monsters guide to modern 

manners:say sorry!/John Townsend 文; 

Carolyn Scrace 圖; 楊雪倫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77-8 (精裝) 

NT$330 普遍級  

愛分享的小松鼠/葛翠琳文; 張蔚昕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7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42-018-2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愛學習的小山羊/葛翠琳文; 張蔚昕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7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42-014-4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 搭 便 車 !/ 吉 列 爾 梅 . 卡 斯 騰

(Guilherme Karsten)文.圖; 黃又青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11108 .-- 32 面; 26X28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6-8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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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48-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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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49-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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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50-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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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51-2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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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52-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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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53-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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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54-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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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55-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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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56-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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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57-4 (PDF) 普遍級  

爺爺與奧丁的花園/張閔嵐文.圖 .-- 

初版 .-- 苗栗縣 : 張閔嵐, 11107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43-

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節日故事/陳素宜, 管家琪, 陳木城, 黃

女娥, 張劍鳴, 馬景賢, 蔡惠光, 陳昇

群, 林良著; 葉慧君, 黃淑華, 甘和栗

路, 孫基榮, 洪義男, 徐建國, 吳嘉鴻, 

柯光輝, 張振松, 曹俊彥, 龔雲鵬, 梁

淑玲, 卓昆峰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1109 .-- 冊 .-- ISBN 978-

957-751-907-8 (全套 :平裝 ) NT$2000

普遍級  

跟小藍卡車說晚安= Good night, little 

blue truck/ 愛 麗 絲 . 謝 特 爾 (Alice 

Schertle) 著 ; 吉 爾 . 麥 克 爾 默 里 (Jill 

McElmurry)繪; 王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7-938-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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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97-3 (PDF) 普遍級  

跟著動物汽修師過一天/雪倫.任塔文.

圖; 沙永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18-1 (EPUB) 普遍級  

跟著動物建築師過一天/雪倫.任塔文.

圖; 侯秋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10-5 (EPUB) 普遍級  

跟著動物消防員過一天/雪倫.任塔文.

圖; 侯秋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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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11-2 (EPUB) 普遍級  

跟著動物郵務士過一天/雪倫.任塔文.

圖; 黃莀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16-7 (EPUB) 普遍級  

跟著動物搭飛機過一天/雪倫.任塔文.

圖; 侯秋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17-4 (EPUB) 普遍級  

跟著動物醫生過一天/雪倫.任塔文.

圖; 侯秋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12-9 (EPUB) 普遍級  

跟著動物鐵道員過一天/雪倫.任塔文.

圖; 侯秋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13-6 (EPUB) 普遍級  

跟著晴晴學生活理財: 從小開始學如

何存錢、用錢、賺錢,成為富小孩!/

江季芸作; 江季芸, 鄭佳如, 余宗翰, 

顧紘恩朗讀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約 1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63-5 (線上有聲書(MP3)) 

NT$480 普遍級  

雷女悠奧/劉秀美主編; 賴奇郁作; 楊

詠甯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

年, 11106 .-- 約 1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9-5-4 (線上有聲書(MP3)) 

NT$100 普遍級  

頑皮小猴快睡覺/卡勒斯.巴勒斯特羅

斯繪圖; 許舒涵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1110 .-- 16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626-96085-9-

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團圓飯/七色王國作.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160-39-

8 (精裝)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1/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11-1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1/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8-1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2/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7-4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3/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6-7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4/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5-0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1/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4-3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2/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3-6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3/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2-9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4/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1-2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5/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0-5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6/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0-09-8 

(EPUB) 普遍級  

熊的舞蹈嘉年華/飆飆先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398-

4 (精裝) 普遍級  

認識時間互動學習書/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 

11109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313-076-0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輕輕對你說/KIDISLAND 兒童島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97-7 

(EPUB) 普遍級  

摩登昆蟲 /Lucy Cousins 作 ; 何妍萱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8 .-- 38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626-7160-44-2 (精裝) 普遍級  

撒落的星星/西加奈子作; 林佩瑾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69-4 

(EPUB) 普遍級  

鬧新年/七色王國作.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8 .-- 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160-40-

4 (精裝) 普遍級  

學會飛之前,走走也不錯/卡洛琳.納

斯特羅(Carolin Nastro)文; 安卡.桑杜.

巴帝森(Anca Sandu Budisan)圖; 黃婷

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87-0-4 (PDF) 普遍級  

學霸才知道的科學新鮮事: 宇宙。地

球。演化。人體/智慧鳥著.繪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26-244-0 (全套:平裝) 

NT$1440 普遍級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4, 找出隱

藏教室的祕密/崔銀玉文; 帕卡娜美

(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59-8 (EPUB) 

NT$320 普遍級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4, 找出隱

藏教室的祕密/崔銀玉文; 帕卡娜美

(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60-4 (PDF) NT$320

普遍級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운동장 

아래 100 층 학교/崔銀玉文; 帕卡娜

美(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07-964-2 (全套:平裝) 

NT$1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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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卡卡的裁縫店. 3: 神奇的魔法長針

/亞平文; 李小逸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20-0 (PDF) 

NT$300 普遍級  

貓卡卡的裁縫店. 3: 神奇的魔法長針

/亞平文; 李小逸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21-7 (EPUB) 

NT$300 普遍級  

館中鼠 /張郅忻著; 許育榮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74-9 (PDF) 

普遍級  

鮭寶/李淑惠文字.繪圖 .-- 臺中市 : 中

市東勢幼兒園, 11108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66-10-9 (精裝) 

NT$250 普遍級  

點仔膠: 台語傳統兒歌集/莊永明, 李

紫蓉, 林武憲賞析; 曹俊彥, 徐素霞, 

劉伯樂, 張振松, 江彬如繪圖 .-- 四

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7 .-- 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161-700-

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薩提爾的故事溝通: 陪孩子練習愛,

在愛中學習成長/李儀婷作; 李儀婷, 

章主恩朗讀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7 .-- 約 40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34-7 (線上有聲書(MP3)) 

NT$1250 普遍級  

藍 莓 歐 姆 蛋 捲 / 夏 綠 蒂 . 勒 梅 爾

(Charlotte Lemaire)文.圖;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1-36-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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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53-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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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54-9 (PDF) 普遍級  

寶寶認知黏貼書+寶寶認知塗色本: 

比一比/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1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8-28-8 (活頁裝) 

NT$280 普遍級  

寶寶認知黏貼書+寶寶認知塗色本: 

好吃食物/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8-27-1 (活

頁裝) NT$280 普遍級  

寶寶認知黏貼書+寶寶認知塗色本: 

認識顏色/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7 .-- 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8-29-5 (活

頁裝) NT$280 普遍級  

聽聽青蛙怎麼叫/卡勒斯.巴勒斯特羅

斯繪圖; 黃正綱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1110 .-- 16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626-96369-0-

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變變變!青豆魔法師/黃芝瑩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83-6 

(PDF) NT$450 普遍級  

變變變!青豆魔法師/黃芝瑩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84-3 

(EPUB) NT$450 普遍級  

靈犬萊西/艾瑞克.奈特(Eric Knight)原

著; 周姚萍改寫; 灰塵魚繪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8-515-8 

(EPUB) NT$260 普遍級  

狐狸私塾的冬日訪客/鄭若珣文; 李

憶婷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1-702-2 (EPUB) 普遍級  

狐狸私塾開學了/鄭若珣文; 李憶婷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1-703-9 (EPUB) 普遍級  

親愛的快樂先生/亞喬文; 鄭萱婕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1-704-6 

(EPUB) 普遍級  

寵物功夫植物大法/林哲璋文; 陳雅

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1-705-3 (EPUB) 普遍級  

我要/粘忘凡文; Mori 三木森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74-608-0 (PDF) 

普遍級  

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只是一個吻就快不行

了。: 然後,我們雙雙墜入其中/小丸

オイコ, 影村玲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65-3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轉一轉抱一抱再舔一

舔好嗎/佐倉リコ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66-0 

(EPUB) 限制級  

2.5 次元的誘惑 /橋本悠作; 李俊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207-2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2.5 次元的誘惑. 7/橋本悠作; 李俊銘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49-2 (EPUB) 

普遍級  

3 號月台的康貝瑞拉/京山あつき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04-2 (平裝) 限制級  

524 的快樂生活/礼央。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99-9 ( 平 裝 ) 

NT$260 限制級  

狛犬的新娘/東野海作; 加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7186-59-6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626-7186-60-2 (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180 限制級  

冴島先生表示忤逆他不可以: 人不可

貌相的壞心眼腹黑上司 /晴瀬リン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81-3 (EPUB) 限制

級  

栞與紙魚子/諸星大二郎著; 丁安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 

11109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3-78-0 (第 4 冊:平裝) NT$420

普遍級  

栞與紙魚子. 4/諸星大二郎著; 丁安

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79-7 (EPUB) 普遍級  

adabana 無實之花/NON 作;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957-26-9992-8 (中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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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40 .-- ISBN 978-957-26-9993-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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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368-5 (第 3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1/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64-0 (PDF)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1/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65-7 (EPUB) 普遍級  

DDD 短 篇 集 : 紙 本 備 份 = Don's 

duanpian in digitalarchives/咖哩東編 .

繪 .-- 初版 .-- 臺南市 : 咖哩東工作室, 

11107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3860-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Dr.STONE 新石紀/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994-2 ( 第 25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 18/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58-2 

(EPUB) NT$55 普遍級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真

島浩原作 ; 上田敦夫漫畫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85-06-3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 特 異 點 EX 深 海 電 腦 樂 土 

SE.RA.PH/TYPE-MOON 原作; 西出ケ

ンゴロー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67-6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 特 異 點 EX 深 海 電 腦 樂 土 

SE.RA.PH. 5/TYPE-MOON 原作; 西出

ケンゴロー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832-1 (EPUB) 

普遍級  

Fraction 分身/駕籠真太郎著; 黃鴻硯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78-9 

(EPUB) 普遍級  

Fraction 分身= フラクション/駕籠真

太郎著; 黃鴻硯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5-176-5 (平裝) NT$300 限

制級  

GANTZ:G 殺戮都市. 2/奧浩哉原作; 

飯塚啟太漫畫; 洪子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60-2 (PDF) 限制級  

GANTZ:G 殺戮都市. 2/奧浩哉原作; 

飯塚啟太漫畫; 洪子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61-9 (EPUB) 限制

級  

GAPS 渴望/里つばめ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59-9 (EPUB) 

NT$69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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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96-4 (EPUB)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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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97-1 (PDF) NT$100 普遍級  

K 老師的野獸愛情/夏水りつ漫畫; 黃

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10-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LOVE→暗鬥 . 2/淺野彩作 ;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76-6 

(PDF) 普遍級  

LOVE→暗鬥 . 2/淺野彩作 ;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77-3 

(EPUB) 普遍級  

MAO 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 王敏媜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333-3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MAO 摩緒. 5/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56-5 

(PDF) 普遍級  

MAO 摩緒. 5/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57-2 

(EPUB) 普遍級  

MAO 摩緒. 6/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54-1 

(PDF) 普遍級  

MAO 摩緒. 6/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55-8 

(EPUB) 普遍級  

MAO 摩緒. 7/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52-7 

(PDF) 普遍級  

MAO 摩緒. 7/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53-4 

(EPUB) 普遍級  

MEI-REI: 命令/島あさひ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61-2 (EPUB) 

NT$69 限制級  

miroirs/白井カイウ原作; 出水ぽすか

漫畫;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50-3 (PDF) 普遍級  

miroirs/白井カイウ原作; 出水ぽすか

漫畫;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51-0 (EPUB) 普遍級  

Mr.便利商店/阿仁谷ユイジ作; 黃瀞

瑤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62-9 (EPUB) 

NT$69 限制級  

ONE PIECE 航海王/尾田栄一郎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999-

7 (第 103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ONE PIECE 航海王特刊/尾田栄一郎

原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85-02-5 (第 14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OVERLORD/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

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20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1-765-2 (第 16

冊:平裝) 普遍級  

OVERLORD. 16/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

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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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34-5 (EPUB) 普遍

級  

PEDIGREE 純種/丹下道作; 李芸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2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79-9 (第 1 冊:

平裝) NT$150 限制級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11)/マツセダイチ, 長月達平, 大塚

真一郎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54-8 (EPUB) 普遍級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11)/マツセダイチ, 長月達平, 大塚

真一郎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55-5 (PDF) 普遍級  

SANDA 變身聖誕老人/板垣巴留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85-

36-0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 9/遠藤達

哉作; 王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63-6 (EPUB) NT$55 普遍級  

strelitzia/YUITSU 作; 夏飴譯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59-9 (EPUB) 普遍

級  

strelitzia/YUITSU 作; 夏飴譯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72-8 (PDF) 限制級  

Subtractive Mix 減法混合(全一冊)/櫻

井夕イキ漫畫;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47-8 (EPUB) 限制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陰沉薄暮的詼諧曲/川原礫原作; ぷ

よちゃ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1-800-0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801-7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陰沉薄暮的詼諧曲. 2/ぷよちゃ漫畫; 

川原礫原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36-9 (EPUB) 普遍

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陰沉薄暮的詼諧曲. 3/ぷよちゃ漫畫; 

川原礫原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37-6 (EPUB) 普遍

級  

S 級怪獸<<貝希摩斯>>被誤認成小

貓,成為精靈女孩的騎士(寵物)一起

生活. 2/銀翼希望原作; 東雲太郎漫

畫 ; 曾 怡 華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18-3 (EPUB) NT$69 普遍級  

VIVRE CARD: ONE PIECE 航海王圖

鑑. III/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3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7185-39-1 (第 5 冊:平

裝) NT$80 普遍級  

Wet sand/DOYAK 作; 楊蕙瑜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92-7 (PDF) 

普遍級  

Wind breaker: 防風少年. 1/にいさと

る作; 郭子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46-6 (PDF) 普遍級  

Wind breaker: 防風少年. 1/にいさと

る作; 郭子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47-3 (EPUB) 普遍級  

xxx 的我和 xxxx 的你. 前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96-

8 (平裝) NT$250 限制級  

「成為伴侶或被吃掉?」撿到的男人

下面有兩根!?超乎常理的激烈性愛!/

田尾裸べっちー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62-2 

(EPUB) 限制級  

「怎麼會變成做愛...!」與玩咖部下

的兩天一夜性愛出差!?/たかみやは

いり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663-9 (EPUB) 限

制級  

「哼哼哼......這傢伙是四天王當中最

弱的。」被解雇的我竟然成為勇者

和聖女的師傅/ 延野正行原作; 芳橋

アツシ漫畫;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66-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想上我嗎?...可以喔...」離家的黑

辣妹 JK 超主動,插入才發現…是處

女!?/まにある, ぷるるん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64-6 (EPUB) 限制級  

Ω.復仇 . 3/丸木戸マキ作 ; 吳美嬅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65-0 (EPUB) 

NT$55 普遍級  

Ω 與 α 的偽戀協定(全一冊)/佐藤も

ぶ原作; 汪筱涵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30-0 (EPUB) 限制級  

α 之家的孩子(全一冊)/コロ虎作; 

Y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29-4 

(EPUB) 限制級  

一心一意的青梅竹馬溺愛癡心很絕

對: 忠犬汪汪狗本性是危險大野狼!?/

只野あしが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67-7 

(EPUB) 限制級  

一個人小害羞?兩個人很可以!: 與後

輩的不健全同居/蓮野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68-4 (EPUB) 限制級  

九天少年. 第二集/阮光民漫畫 .-- 臺

北市 : 原動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9-57-9 (EPUB) 普遍

級  

九天少年 01-02/阮光民漫畫 .-- 初版 .-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059-53-1 ( 全 套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九太陽/阿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54-8 (EPUB) 普遍級  

人偶 . 2/銀甫作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66-7 (EPUB) NT$55 普遍級  

人類男子才不會懷孕的好嗎!: 身為

自衛隊員的我慘遭外星人的觸手侵

犯!?/三雲譲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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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309-669-1 

(EPUB) 限制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西修作 ;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5-50-6 (第 9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7185-51-3 (第

10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

7185-52-0 (第 1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7185-53-7 (第 12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626-7185-54-

4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4/西修作;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69-8 (EPUB) 

NT$55 普遍級  

三人行/蝴蝶 Seba 原著; 曉君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1109 .-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7018-59-5 (第 2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三十歲☆魔法童貞(全一冊)/チキン

たまご漫畫;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31-7 (EPUB) 限制級  

大肌肌酒吧是什麼鬼啊!?從吸與被

吸開始的戀愛/兎山文奈伽, 夜桜左

京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49-63-1 (EPUB) 限制級  

大肌肌酒吧是什麼鬼啊!?從吸與被

吸開始的戀愛/兎山文奈伽, 夜桜左

京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49-64-8 (PDF) 限制級  

大姐姐組之性致勃勃要忍耐!/ひょう

が。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290-6 (平裝) NT$180 限制級  

大冒險挑戰/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8-00-2 (EPUB) 普遍級  

女神降臨/Yaongyi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1-761-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762-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妓/山

田 J 太漫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28-7 (第 4 冊:

平裝) 限制級  

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妓. 4/

山田 J 太作; 御門幻流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32-4 (EPUB) 限制級  

女騎士成為蠻族新娘/Kotoba Noriaki

作 ; 江 昱 霖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7185-41-4 (第 2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女 騎 士 成 為 蠻 族 新 娘 . 1/Kotoba 

Noriaki 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70-4 (EPUB) NT$55 限制級  

小林家的龍女僕. 11/クール教信者

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33-1 

(EPUB) 普遍級  

小狸貓和小狐狸/アタモト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955-

3 (第 7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180

普遍級  

小竣快看上我吧!/さんま太郎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70-7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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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石遊作原作; 水

島空彦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43-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才不是英雄 (全一冊 )/宇井カシ作 ;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34-8 

(EPUB) 限制級  

不可能的他其實是命中註定!: 壞心

眼的同期同事偷偷暗戀我/加藤純智, 

柊御琴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83-7 (EPUB) 

限制級  

不同調的戀人/高岡七六作; 布丁媽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72-0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不死不運/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957-26-9996-6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9997-3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不是這種「喜歡」!(全一冊)/柚原チ

ヨタ漫畫; 潘琳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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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27-0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水安里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9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367-8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不對稱的連理/みかん氏作; 此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 冊 .-- ISBN 978-626-321-788-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789-8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不對稱的連理. 4/みかん氏作; 此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39-0 (EPUB) 普遍級  

不對稱的連理. 5/みかん氏作; 此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40-6 (EPUB) 普遍級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12/春場葱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73-5 

(EPUB) NT$120 普遍級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17/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75-9 

(EPUB) NT$55 普遍級  

元氣!抓狂一族. 18/浜岡賢次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60-5 

(EPUB) 普遍級  

元氣!抓狂一族. 18/浜岡賢次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61-2 

(PDF) 普遍級  

內向人妻露出下流的高潮表情: 亂倫

中滋生了難以抗拒的快感/雪國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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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40-279-9 (EPUB) 限制

級  

六月的七星. 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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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9-382-3 (EPUB) 限制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6/春

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44-2 (PDF)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6/春

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45-9 (EPUB) 普遍級  

公 主 騎 士 是 我 的 同 班 同 學 !THE 

COMIC/EKZ 原作; NO.ゴメス漫畫; 

梁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09-6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公 主 騎 士 是 我 的 同 班 同 學 !THE 

COMIC. 3/EKZ 原作; NO.ゴメス漫畫;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36-2 

(EPUB) 普遍級  

午夜的情愛時光: 今夜將與誰共度?/

由元千子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86-7 

(EPUB) 限制級  

午後的憂鬱快遞喜劇/春田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00-1 (EPUB) 限制級  

反派千金等級 99: 我是隱藏頭目但不

是魔王/七夕さとり作; のこみ漫畫;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26-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反派千金等級 99: 我是隱藏頭目但不

是魔王. 1/のこみ漫畫; 潘琳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37-9 (EPUB) 普遍

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秘傳捕香魚篇. 

I. 10/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5-77-3 (EPUB) NT$150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5/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79-7 (EPUB) NT$180 普遍級  

夫妻甜蜜物語/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225-6 (第 82 冊:平裝) 限制級  

夫妻甜蜜物語. 82/克.亜樹作; 捲毛太

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38-6 (EPUB) 

限制級  

少年同盟 /堀田きいち田きいち作 ; 

蕭嘉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5-28-5 (第 16

冊 :平裝 ) NT$100 .-- ISBN 978-626-

7185-29-2 (第 17 冊:平裝) NT$100 普

遍級  

少年新娘: 男裝千金與黑書生. 2/蜜

樹海湖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91-9 (EPUB) NT$70 普遍

級  

少年新娘: 男裝千金與黑書生. 2/蜜

樹海湖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92-6 (PDF) NT$70 普遍

級  

巴夫洛夫癖性之犬/うにもし[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94-2 (EPUB) 限制

級  

心愛的人魚/ひじき作; 加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80-3 (EPUB) NT$69 限制

級  

月 島 的 刺 殺 方 法 . 2/ 藤 原 飛 呂 作 ;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62-9 (EPUB) 普遍級  

月 島 的 刺 殺 方 法 . 2/ 藤 原 飛 呂 作 ;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63-6 (PDF) 普遍級  

火鳳燎原/陳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16-9 (第 73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火鳳燎原. 72/陳某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81-0 (EPUB)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

修漫畫; 游若琪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334-0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世界盡頭的青鳥/星名あんじ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682-0 (EPUB) 限制級  

*以心理學作為武器 ,巧妙操控人心

(最強心理學攻略套書): 面對不解的

人與事,就用心理學戰鬥+無意識的

力量/YUUKI YUU, 梯谷幸司著; 卓惠

娟, 邱心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02-

95-4 (全套:平裝) NT$710 普遍級  

以命運之吻喚醒。. 1/春田菜菜作; 

蔡孟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30-2 (EPUB) 普遍級  

以命運之吻喚醒。. 1/春田菜菜作; 

蔡孟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31-9 (PDF) 限制級  

令人火大的學長!. 2/御景椿原作; 朔

小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83-0 (EPUB) 普遍級  

出生成第七王子,該做什麼好呢?/籠

の中のうさぎ原作; おだやか漫畫; 

志野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23-2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出租女友/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24-7 (第 2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20/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82-7 

(EPUB) NT$150 普遍級  

只想告訴你. 番外篇: 命運之人/椎名

軽穂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98-0 (第 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本命男神上門告白!/慎本真作; 黛西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793-5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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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男神上門告白!. 5/慎本真作; 黛

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43-7 (EPUB) 普遍級  

*末日盡頭的卡農. 4/米代恭作; 木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38-1 

(PDF) 普遍級  

*末日盡頭的卡農. 4/米代恭作; 木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39-8 

(EPUB) 普遍級  

正孽緣/蝶羽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7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55-5 (上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甘甜莉莉絲/玉之けだま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51-7 (PDF) NT$160 限制

級  

*甘甜莉莉絲/玉之けだま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52-4 (EPUB) NT$160 限

制級  

生存遊戲/坂崎 Freddie 作; 林子傑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

399-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用我的方式述說物語/鶴見彌生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87-2 (PDF) 

限制級  

用我的方式述說物語/鶴見彌生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88-9 (EPUB) 

限制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2/すめし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53-1 (PDF) NT$208

限制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2/すめし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54-8 (EPUB) 

NT$208 限制級  

名 偵 探 柯 南 : 赤 井 家 族 秘 密 檔 案

PLUS/青山剛昌著; 御門幻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0-205-8 (平

裝) 普遍級  

地。: 關於地球的運動. 1/魚豊作; 林

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36-7 (PDF) 普遍級  

地。: 關於地球的運動. 1/魚豊作; 林

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37-4 (EPUB) 普遍級  

地。: 關於地球的運動. 2/魚豊作; 林

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34-3 (PDF) 普遍級  

地。: 關於地球的運動. 2/魚豊作; 林

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35-0 (EPUB) 普遍級  

地下忍者. 5/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218-3 

(EPUB) 普遍級  

地下忍者. 5/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19-0 (PDF) 

普遍級  

地獄樂. 12/賀来友治作;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92-6 (EPUB) 

NT$55 普遍級  

地獄樂. 13/賀来友治作;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95-7 (EPUB) 

NT$55 普遍級  

在居酒屋打工的柴先生/カロ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359-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在星星落下的地方. 1/莯芽里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85-8 (PDF) 

普遍級  

在星星落下的地方. 1/莯芽里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86-5 (EPUB) 

普遍級  

在神的注視下: 性潔告解室的職務/

三雲譲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80-6 (EPUB) 

限制級  

在迷宮生活的原勇者 THE COMIC/峰

崎龍之介原作; しかげなぎ漫畫; 梁

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9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22-5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在迷宮生活的原勇者 THE COMIC. 3/

しかげなぎ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40-9 (EPUB) 普遍級  

在動畫製作公司裡爆肝也要搞 BL,有

意見?/さがみしか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79-0 

(EPUB) 限制級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

世界照樣無敵. 1,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

命運/港川一臣作;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91-9 (EPUB) NT$69 普遍

級  

在魔王城說晚安/熊之股鍵次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01-1 (第 19 冊:平裝) 普遍級  

妄想學生會. 19/氏家卜全作; 季上元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98-8 (EPUB) 

NT$55 普遍級  

好事多磨. 9/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91-5 

(EPUB) 普遍級  

*她的真心話/真夏ろ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55-5 (PDF) NT$184 限制

級  

*她的真心話/真夏ろ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56-2 (EPUB) NT$184 限

制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真木蛍五作; 

蔡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

19-3 (第 1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成為 Omega: 發情的 α/塔夜綴作; 星

野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83-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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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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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84-1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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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壱原作 ; 

松浦ぶんこ漫畫; 黃品玟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21-8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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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天壱原作; 

松浦ぶんこ漫畫; 黃品玟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46-1 (EPUB) 普遍級  

死役所/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332-6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INOUE 作; 李昆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00-4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13/INOUE 作;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92-2 (EPUB) 普遍級  

老大與老二/さいのすけ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6-62-6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老師啟動了性慾按鈕/kino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57-9 (EPUB) 

NT$160 限制級  

*老師啟動了性慾按鈕/kino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58-6 (PDF) NT$160

限制級  

老師這種生物其實很想要談戀愛。/

吹浦ハギ作; 餡玉原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78-3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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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64-3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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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65-0 (PDF) 限制級  

色色秘書艦/りぶつ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9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92-0 (平裝) NT$200 限

制級  

色欲之宴. 1/金泉工作室作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89-8 (EPUB) 

NT$210 普遍級  

西沢 5 ミリ短篇集: 別對前女友抱有

幻想啦,笨蛋!/西沢 5 ミリ作; 此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795-9 (平裝) 普遍級  

西沢 5 ミリ短篇集: 別對前女友抱有

幻想啦,笨蛋!/西沢 5 ミリ作; 此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04-8 (EPUB) 普遍級  

西荻漥 三星洋酒堂/浅井西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72-

8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6~10)/

諸星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38-377-7 ( 第 6 冊 :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626-338-380-7 (第

7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

338-382-1 (第 8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338-383-8 (第 9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338-384-5 (第

10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

338-385-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1/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0-6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1/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1-3 (PDF)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2/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2-0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2/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3-7 (PDF)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3/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4-4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3/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5-1 (PDF)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4/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6-8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4/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7-5 (PDF)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5/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8-2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5/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29-9 (PDF) 普遍級  

佐佐木與宮野/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792-8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佐佐木與宮野. 8/春園ショウ作; 竹

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05-5 (EPUB) 普遍級  

你也差不多該死心了!. 1/米代恭作; 

露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30-5 (EPUB) 普遍級  

你也差不多該死心了!. 1/米代恭作; 

露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31-2 (PDF) 普遍級  

你也差不多該死心了!. 2/米代恭作; 

露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32-9 (EPUB) 普遍級  

你也差不多該死心了!. 2/米代恭作; 

露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33-6 (PDF) 普遍級  

你的吻有謊言的味道. 6/サガミワカ

原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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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84-7 (EPUB) 普遍級  

你應該明白我的心 /福嶋ユッカ作; 

趙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974-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冷感的我想學會嬌喘/にゑ作; 貝貝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358-6 (平裝) 限制級  

吟詠花戀/夏目維朔作; 李芝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30-8 (第 8 冊: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志狼先生不要吃我啦!. 1/鳴坂リン

作; 朔小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85-4 (EPUB) 普遍級  

*忍愛!/ね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59-3 (PDF) NT$160 限制級  

*忍愛!/ね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60-9 (EPUB) NT$160 限制級  

快來我背上/bart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11109 .-- 冊 .-- ISBN 978-

986-505-282-9 (第 1 冊:平裝) NT$380 .-

- ISBN 978-986-505-283-6 (第 2 冊:平

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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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42-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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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43-8 

(EPUB) 限制級  

我不想再單相思下去了: 無法抵抗化

身 為 野 獣 的 學 生 的 求 愛 /Tera 

Terusak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78-2 

(EPUB) 限制級  

我立於百萬生命之上. 6/山川直輝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6-01-5 

(EPUB) NT$55 普遍級  

我和上司的秘密 接下來的故事/嘉島

ちあき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03-9 (EPUB) NT$69 限制級  

我所不知道的你的另一面(全一冊)/

藤 作 ; 風 花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44-7 (EPUB) 限制級  

我的兇巴巴主任其實超級爆幹色: 人

家還在高潮啦...不可以亂動...!/井上

をんあ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77-6 (EPUB) 

限制級  

我的床上不會有失敗: 整形外科醫生

鷹丘指尖絕頂靈活/さびこ画; anco

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76-9 (EPUB) 限制

級  

我的朋友♂♀可愛到讓人困擾!/太田

顕喜原作;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 Y.S.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1-768-

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

769-0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我的朋友♂♀可愛到讓人困擾!. 4/春

夏冬アタル漫畫; 太田顕喜原作; Y.S.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18-5 (EPUB) 限制級  

我的朋友♂♀可愛到讓人困擾!. 5/太

田顕喜原作;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 Y.S.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12-3 (EPUB) 限制級  

我的英雄學院/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995-9 (第

35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我的真正心意醉後才敢告訴你/夏村

げっし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75-2 (EPUB) 

限制級  

我的跟蹤狂才貌雙全/芥作; LYT 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66-7 

(EPUB) 限制級  

我的跟蹤狂才貌雙全/芥作; LYT 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67-4 (PDF) 

限制級  

我的雙子星/森川侑作;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19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

794-2 (平裝) 普遍級  

我的雙子星/森川侑作;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07-9 

(EPUB) 普遍級  

我要讓你徹底融化 /六角八十助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33-3-0 (平裝) 

限制級  

我要讓你徹底融化 /六角八十助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933-8-5 (EPUB) 普

遍級  

我家貓咪是瞎咪?/アヅミイノリ作; 

米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02-4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我推的孩子/赤坂アカ原作; 橫槍メ

ンゴ漫畫; 林香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9 .-- 2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208-9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我推的孩子. 7/赤坂アカ原作; 橫槍

メンゴ漫畫; 林香吟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50-8 (EPUB) 普遍級  

我喜歡的偶像結婚了 /しましえみ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77-5 (EPUB) 

限制級  

我對過分正經的教師試著施了催眠

術/ジャガー芋子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

403-5 (平裝) 限制級  

我與城隍的 49 天. 2/蝦米作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81-0 (PDF) 普遍級  

我與城隍的 49 天. 2/蝦米作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82-7 (EPUB) 普遍

級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 5/

桜日梯子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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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19-0 (EPUB) NT$69 限制級  

抗拒和偶像談戀愛的女大學生/鉢谷

くじら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23-7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抖 S 的裏帳號男子(全一冊)/すめし

作; ch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43-0 

(EPUB) 限制級  

杜鵑婚約/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23-0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沉迷於自拍 SNS 的秘湯部落客 OL

被強制性連結 /エアリーソックス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61-6 (PDF) 

NT$224 限制級  

*沉迷於自拍 SNS 的秘湯部落客 OL

被強制性連結 /エアリーソックス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62-3 (EPUB) 

NT$224 限制級  

沒有愛的親密關係恕我難以接受!/あ

りしろいちや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74-5 

(EPUB) 限制級  

狂抽猛送/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65-5 (PDF) 

限制級  

狂抽猛送/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66-2 (EPUB) 

限制級  

*赤髮白雪姬. 22/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70-1 

(EPUB) 普遍級  

*赤髮白雪姬. 22/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71-8 

(PDF) 普遍級  

身心融化的魅惑擁抱/町田とまと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6-

25-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那傢伙的癖好有夠變態!/くろむら基

人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08-4 (EPUB) NT$69 限制級  

兩個男人的秘密/竹中せい作;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67-6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咒術迴戰/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5-00-1 ( 第 20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626-7185-01-8 (第

20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00 普遍

級  

和女性朋友結婚了。/雨水汐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20-1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和女性朋友結婚了。. 1/雨水汐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42-3 

(EPUB) 普遍級  

命運之人/大槻ミゥ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5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70-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委婉地說 ,這是愛 /藤桃作 ;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978-2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妳們這群麻煩的傢伙!. 3/TOBI 作; 吳

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6-09-1 

(EPUB) NT$69 普遍級  

妳哭泣的表情令人...興奮!: 不起眼的

教師同事是即刻勃起的抖 S/神咲め

ぐみ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673-8 (EPUB) 限

制級  

*帕秋莉.諾蕾姬快感紀錄. I/てち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63-0 (PDF) 

NT$168 限制級  

*帕秋莉.諾蕾姬快感紀錄. I/てち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64-7 (EPUB) 

NT$168 限制級  

幸福的青鳥/山口ね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72-1 (EPUB) 限制級  

弦月帶來的幸運之戀/鶴子作; 吳美

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75-

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性慾開關/榎ゆきみ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9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91-3 (平裝) NT$240 限

制級  

性轉成男生的她把我給掰彎了/絵子

くみ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671-4 (EPUB) 限

制級  

拒絕依依不捨的初戀 /幾田むぎ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6-24-

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明里與他戀愛糾結中. 2/鶴亀まよ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86-1 (EPUB) 限制級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4/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65-4 (PDF) NT$384 限制級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4/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66-1 (EPUB) NT$384 限制級  

明治從屬 W. 下/たつもとみお作; 都

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52-2 (EPUB) 

限制級  

明治從屬 W. 上/たつもとみお作; 都

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51-5 (EPUB) 

限制級  

東大特訓班. 2/三田紀房作; 章澤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05-9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5-42-1 (第 18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626-7185-43-

8 (第 19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7185-44-5 ( 第 20 冊 : 平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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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00 .-- ISBN 978-626-7185-45-2 (第

2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

7185-46-9 (第 22 冊:平裝) NT$100 普

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 12/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55-1 (EPUB) 

NT$55 普遍級  

武神瓦爾基里: 挪威.維京.獸戰士(含

臺灣特別篇)/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8-01-9 (EPUB) 普遍級  

狗臉的歲月 : 記 1629 梯= Military 

memoir of class 1629: my life as a dog/

李鴻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56-2 (第 4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空母伊吹/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363-0 (第

9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空挺 Dragons/桑原太矩作 ; 林家祥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18-6 (第

1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糾結的純愛野獸/大橋キッカ作; 刻

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73-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 芭 樂 歌 BLA BLA SONG/PETER 

MAN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74-9 (PDF) 普遍級  

* 芭 樂 歌 BLA BLA SONG/PETER 

MAN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75-6 (EPUB) 普遍級  

花與有志: 命中注定的戀愛真的存在

嗎?/桃果コウ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84-4 

(EPUB) 限制級  

虎男會長,一決勝負吧!!. 1/夕倉亞希

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941-4 (EPUB) 普遍級  

虎男會長,一決勝負吧!!. 1/夕倉亞希

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944-5 (PDF) 普遍級  

虎爺實習中/PAPARAYA 作 .-- 臺北

市 : 說神戲畫工作室, 11108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398-0-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近視的姊姊/92M 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09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87-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10 普遍級  

金魚妻/黒澤 R 作; 吳傳賢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38-4 (第 7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15/村田真

優作; Arieru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76-3 (PDF) 普遍級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15/村田真

優作; Arieru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77-0 (EPUB) 普遍級  

青梅竹馬離開泳池之後 ...變野獸!?: 

攻勢太過於密集換氣難以持續!/星野

ス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701-8 (EPUB) 限

制級  

青鳥的幻象/大小喵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12-1 (EPUB) NT$55 普遍級  

勇者(略)/BIGUN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冊 .-- ISBN 978-957-26-9956-

0 (第 1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957-26-9960-7 (第 12 冊:平裝首刷附

錄版) NT$140 普遍級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224-

9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 . 13/昇一作 ; 陳鈞然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6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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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219-5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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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条陸原作; 芝田

優作漫畫; 蘇奕軒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53-9 (EPUB) 普遍級  

哈魯和路伊的二喵世界 lovelife!/はる

かわ牧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76-8 

(EPUB) 限制級  

屏氣凝神的愛(新裝版)/かむ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957-26-9989-8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9990-4 (下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帝都聖杯奇譚 Fate/type Redline/経験

値, TYPE-MOON 原作; 平野稜二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9 .-- 19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74-4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帝都聖杯奇譚 Fate/type Redline. 3/経

験値, TYPE-MOON 原作; 平野稜二漫

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13-0 (EPUB) 限制級  

*後輩居然是小惡魔!?/淡夢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67-8 (PDF) NT$144

限制級  

*後輩居然是小惡魔!?/淡夢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68-5 (EPUB) 

NT$144 限制級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森田季節原作; シバユ

ウスケ漫畫; K.T 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369-2 (第 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星期一的豐滿. 3/比村奇石作; 謝子

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56-8 (EPUB) 

NT$55 普遍級  

洋溢檸檬香氣的晴天/キタハラリイ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83-6 (平裝) NT$150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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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85-16-2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80 限制級  

流逝的青春/Logout&bart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威向,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05-279-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280-5 (第

2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

505-281-2 (第 3 冊:平裝) NT$380 限制

級  

派對咖孔明/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7185-04-9 (第 10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派對咖孔明. 7/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

亮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57-5 (EPUB) NT$55 普遍級  

*看似陰鬱的鄰居其實是輕佻女子

/sage.ジョー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69-2 (PDF) NT$160 限制級  

*看似陰鬱的鄰居其實是輕佻女子

/sage.ジョー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270-8 (EPUB) NT$160 限制級  

盾與矛: 武器與炸藥結構圖解全新加

強版 /小林源文作; 張詠翔 , 王佐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1108 .-- 

19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11-6-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研究家.來海創明的偏愛/もりすず漫

畫;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06-5 (平裝) 限制級  

研究家.來海創明的偏愛(全一冊)/も

りすず漫畫; MON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54-6 (EPUB) 限制級  

研討會會計想愛愛。. 發情篇/ホイ

ホイこーろ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93-7 (平裝) NT$200 限制級  

紅日之櫻: 捉鬼專門店/邱瑞新漫畫 .-

- 新北市 : 天虹, 11108 .-- 1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6-4-2 (第 4 冊: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官方極祕

解說集/橘公司原作; Q 太郎譯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44-4 (EPUB) 普遍

級  

苦澀的甜蜜 Honey Bitter/小花美穗作; 

蔡雅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389-0 (第 12 冊:平裝) NT$110

普遍級  

飛翔的魔女. 10/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60-5 (EPUB) 

NT$55 普遍級  

香甜.苦澀.戀愛甜點/平眞ミツナガ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85-1 (EPUB) 限制

級  

倔強地戀上了你,真的可以嗎?/高橋

ユキ作; 宇佐木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86-8 

(EPUB) 限制級  

冥 戰 錄 . 第 十 三 卷 , 千 年 緣 = The 

apocalypse of darkness warfare/韋宗成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 

11107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26-1-0 (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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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80-3 

(EPUB) 限制級  

凌辱!潛入搜查官. II/柊柾葵作; 蘇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90-2 

(PDF) 限制級  

原神插畫集. vol.1/原神項目組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1-

760-7 (平裝) 普遍級  

哥布林殺手外傳. 二: 鍔鳴的太刀/蝸

牛くも原作; 青木翔吾作畫;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365-4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哥布林殺手外傳: 第一年/蝸牛くも

原作; 榮田健人作畫;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2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364-7 (第

7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夏日時光/田中靖規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957-26-9985-0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9986-7 (第

1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

26-9987-4 (第 13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626-7186-13-8 (第 11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130 .-- ISBN 978-

626-7186-14-5 (第 12 冊:平裝首刷附

錄版) NT$130 .-- ISBN 978-626-7186-

15-2 ( 第 13 冊 : 平 裝 首 刷 附 錄 版 ) 

NT$130 普遍級  

夏目的結婚對象. 2/乃木坂太郎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64-3 

(EPUB) NT$69 普遍級  

弱雞刑警與薔薇色的槍口/七升こあ

め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87-5 (EPUB) 限制

級  

拳願奧美迦/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8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18-8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拳願奧美迦. 2/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yoshik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55-3 (EPUB) 普遍級  

時光當舖(漫畫版): 思念物的繾綣. 2/

葉澄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90-9 (EPUB) 普遍級  

時光當舖(漫畫版): 思念物的繾綣. 2/

葉澄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91-6 (PDF) 普遍級  

時間停止勇者. 3/光永康則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71-1 (EPUB) 

NT$55 限制級  

校 園 霸 王 與 愛 哭 鬼 / 佐 倉 リ コ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9 .-- 1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88-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柴柴 JK 不請自來/三ッ葉稔作; 蔡柏

頤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362-3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浪漫 .嘆息 /左藤さなゆき作 ;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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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185-74-2 (EPUB) 

NT$69 限制級  

海波追尋的終幕/たらちねジョン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

37-7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海波追尋的終幕. 2/たらちねジョン

作 ; 張 紹 仁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76-6 (EPUB) NT$69 普遍級  

烘焙王: 超現實. 2/入江謙三取材.原

作; 橋口隆志作畫;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78-0 (EPUB) NT$69 普遍

級  

真是非常抱歉,冒險之書 8 被消滅了。

/あかざわ RED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89-0 (平裝) NT$330 限制級  

秘密的花蕾/えーすけ作; Sapan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33-4-7 (平裝) 限制級  

秘密的花蕾/えーすけ作; Sapan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933-6-1 (EPUB) 普遍級  

迷宮之王/支援 BIS 原作; K9 漫畫;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41-

6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高瀬與榊的假日/さがみしか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94-4 (平裝) 

NT$200 限制級  

高遠家的煩惱事情: 駕馭弟控哥哥的

妙招/志野夏穗作; Niw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80-9 (EPUB) 

普遍級  

高 嶺 之 花 的 兩 人 : 學 園 主 從 關 係

/Mizunoto Hin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75-1 (EPUB) 普遍級  

鬼與天國 再/お吉川京子作畫; 阿賀

直己原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83-4 (EPUB) NT$69 限制級  

做愛這種事情一點也不可怕/箱はり

こ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74-4 (EPUB) 

限制級  

*偶像 V 是我的性伴侶. 總集篇/藤崎

ひかり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71-5 

(PDF) NT$224 限制級  

*偶像 V 是我的性伴侶. 總集篇/藤崎

ひかり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72-2 

(EPUB) NT$224 限制級  

偶像的真實面貌/縞ほっけ作; 林玟

伶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84-1 (EPUB) 

NT$69 限制級  

國王排名動畫完全設定資料集/ホビ

ー書籍編輯部作; 林琬清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03-6 (EPUB) 

普遍級  

國王排名動畫完全設定資料集/ホビ

ー書籍編輯部作; 林琬清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04-3 (PDF) 

普遍級  

*寄生蟲 諾亞. 3/慧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73-9 (PDF) NT$224 限制級  

*寄生蟲 諾亞. 3/慧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74-6 (EPUB) NT$224 限制級  

宿舍黑貓不識夜晚 /鯛野ニッケ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957-26-9980-5 (上冊:

平 裝 ) NT$150 .-- ISBN 978-957-26-

9981-2 (下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從今天開始妳就是我的女人: 黑道少

主的未婚妻是契約制/高山千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688-2 (EPUB) 限制級  

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 1/EROKI 原作; 

斑鰶幼魚漫畫; 蔡柏頤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05-0 (EPUB) 普遍

級  

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 1/EROKI 原作; 

斑鰶幼魚漫畫; 蔡柏頤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06-7 (PDF) 普遍級  

從異世界回來的勇者是現代最強!/白

石新原作; さめだ小判漫畫;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217-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 <<憧憬>>/うさぎ

な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75-3 

(PDF) NT$168 限制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 <<憧憬>>/うさぎ

な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76-0 

(EPUB) NT$168 限制級  

情愛治療法/碗島子作; 灰陽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18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7186-35-0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探索我的淫魔大人/すす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9 .-- 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95-1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推理要在晚餐後. 1(漫畫版)/川瀬あ

や, 東川篤哉作; 向日葵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09-8 (PDF) 

普遍級  

推理要在晚餐後. 1(漫畫版)/川瀬あ

や, 東川篤哉作; 向日葵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10-4 (EPUB) 

普遍級  

推理要在晚餐後. 2(漫畫版)/川瀬あ

や, 東川篤哉作; 向日葵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11-1 (EPUB) 

普遍級  

推理要在晚餐後. 2(漫畫版)/川瀬あ

や, 東川篤哉作; 向日葵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12-8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388-3 (第

1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0/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15-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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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手寓言. 10/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16-6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9/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13-5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9/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14-2 

(PDF) 普遍級  

毫不猶疑的初戀心情/久喜わかめ作;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9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30-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淫蕩的貓會甜甜鳴叫/嶋二作; 流川

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02-8 (平裝) 限制級  

爽到說不出口的痴漢 sex: 老公抱歉,

我在電車上被學生插了 /桐生真澄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689-9 (EPUB) 限制

級  

現在,正在談戀愛。. 3/八田鮎子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57-5 (EPUB) 普遍級  

現在,正在談戀愛。. 3/八田鮎子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58-2 (PDF) 普遍級  

現在就成為我的人吧: 冰上王子的熾

熱獨佔慾/弓月バク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73-7 (EPUB) 限制級  

異人茶跡. V, 茶路綿延/張季雅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85-3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精靈發情之魔眼/あやかわり

く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288-

3 (第 1 冊:平裝) NT$250 限制級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殆ど死んでいる

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9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66-9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 7/殆ど死んでい

る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15-4 (EPUB) 普遍級  

異常情色的理髮店爆乳阿姨: 要不要

試試看大人的服務呢?/海野留珈作 .-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90-5 (EPUB) 限制級  

眼鏡娘是圖書委員卻喜歡做些色色

的妄想/黒乃豹華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91-2 

(EPUB) 限制級  

第一次. 激情約會篇/GINGER BERRY

原作; 楢島さち漫畫; 加奈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6-34-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第一神拳/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25-4 (第 135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終末的女武神/梅村真也原作; アジ

チカ作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5-47-

6 (第 7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626-7185-48-3 (第 8 冊:平裝) NT$130 .-

- ISBN 978-626-7185-49-0 (第 9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終結的熾天使/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

和漫畫;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216-4 (第 26 冊:平裝) 普

遍級  

終結的熾天使. 26/山本大和漫畫; 弁

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56-0 (EPUB) 

普遍級  

脫皮吧!龍崎同學. 2/一智和智[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72-0 (EPUB) 普遍

級  

舂柄祭. 2022: 新義民故事在巨埔/吳

聲淼文字.分鏡; 陳平繪圖 .-- 新竹縣 : 

新竹縣巨埔社區發展協會, 11107 .-- 

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20-

0-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蛇和星屑/秋生ちゃけ作; 曾怡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68-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蛇龍的婚姻/東野海作; 加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85-8 (EPUB) NT$69 限制

級  

*被你睡算我衰(全)/にこ山 P 蔵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17-3 (EPUB) 限制級  

*被你睡算我衰(全)/にこ山 P 蔵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18-0 (PDF) 限制級  

被無節操的傢伙用 xxx 克服心理陰

影(全一冊)/ゆずしを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57-7 (EPUB) 限制

級  

被擦掉的初戀/ひねくれ渡原作; 或

子漫畫;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5-07-

0 (第 8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7185-08-7 (第 9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設計師的甜蜜謊言/IS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87-4 (EPUB) 普遍級  

這段關係各自表述。: 對炮友暈船可

以嗎?/獅山雨為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92-9 

(EPUB) 限制級  

這裡的 M 是 MAJIME 的 M/音海ちさ

作; 魚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78-0 (PDF) 限制級  

這裡的 M 是 MAJIME 的 M/音海ちさ

作; 魚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79-7 (EPUB) 限制級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卓二雄

作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72-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 4/卓二

雄作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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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16-1 (EPUB) 普遍級  

通靈童子 & a garden. 1/武井宏之原作; 

鵺澤京漫畫;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87-2 (EPUB) NT$55 普遍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17/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86-5 

(EPUB) NT$120 普遍級  

野性風暴/黒井モリー作; 翁蛉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88-9 (EPUB) 

NT$69 限制級  

野性風暴: Hold me baby!/黒井モリー

作 ; 翁 蛉 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89-6 (EPUB) NT$69 限制級  

野性風暴: Hug me baby!/黒井モリー

作 ; 翁 蛉 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90-2 (EPUB) NT$69 限制級  

*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 2/しおこ

んぶ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77-7 

(PDF) NT$160 限制級  

*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 2/しおこ

んぶ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78-4 

(EPUB) NT$160 限制級  

野 貓 愛 上 魚 / 来 栖 ハ イ ジ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58-9 (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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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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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46-9 (PDF) 限制級  

野 蠻 情 人 . 14/ 山 本 小 鉄 子 作 ;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87-8 (EPUB) 限制級  

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森田俊

平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71-3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 4/森田

俊平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19-2 (EPUB) 普遍級  

雪之精靈/芹澤知作; 張芳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982-9 ( 平 裝 ) 

NT$150 .-- ISBN 978-626-7186-87-9 (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290 普遍級  

鹿嘰傳/chychy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5-278-2 (平裝) NT$380 限

制級  

麻辣教師 GTO 失落的樂園/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85-

03-2 (第 19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最後的反抗期/あおいれびん作; 吳

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71-

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喜歡與討厭只有一線之隔 /四隅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791-1 (平裝) 普遍級  

喜歡與討厭只有一線之隔 /四隅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30-7 (EPUB) 限制級  

喪屍.逃命.性愛. 3/淀川ゆお作; 布丁

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94-0 (EPUB) 

NT$69 限制級  

就是不想變成 Ω!: 轉生到姐姐的 BL

漫畫世界裡/潜えむ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6-32-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626-7186-33-6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惡役千金的目標是成為夜鶯. 1/さと

原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花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47-6 (EPUB) 

普遍級  

惡役千金的目標是成為夜鶯. 1/さと

原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花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48-3 (PDF) 

普遍級  

掌心創世記. 1/小川麻衣子作; 御門

幻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19-7 (PDF) 普遍級  

掌心創世記. 1/ 小川麻衣子作; 御門

幻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20-3 (EPUB) 普遍級  

掌心創世記. 2/小川麻衣子作; 御門

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01-2 (PDF) 普遍級  

掌心創世記. 2/小川麻衣子作; 御門

幻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21-0 (EPUB) 普遍級  

朝 5 晚 9. 16/相原実貴作; 趙秋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97-1 (EPUB) 

NT$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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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08-0 (第 6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滝川廉治作; 弁

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215-7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 5/滝川廉治作; 

弁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59-1 

(EPUB) 普遍級  

無能戀愛諮商中心/穀子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93-7 (EPUB) 普遍

級  

無能戀愛諮商中心/穀子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94-4 (PDF) 普遍級  

無節操☆Bitch 社/おげれつたなか

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

34-6 (第 5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結婚,在那之後/星河夜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79-1 (PDF) NT$208 限制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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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在那之後/星河夜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80-7 (EPUB) NT$208 限

制級  

虛無戀之花/横澤しっか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69-0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貴族轉生: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

強力量/三木なずな原作; 華嶋ひす

い漫畫; 倚風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214-0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超人Ｘ. 1/石田スイ作; 林琬清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22-7 

(EPUB) 普遍級  

超人Ｘ. 1/石田スイ作; 林琬清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23-4 (PDF) 

普遍級  

超人Ｘ. 2/石田スイ作; 林琬清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24-1 

(EPUB) 普遍級  

超人Ｘ. 2/石田スイ作; 林琬清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25-8 (PDF) 

普遍級  

週一九點的戀人/ヤマヲミ作; 星野

兔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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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93-3 (PDF) NT$90 限制級  

進擊的巨人(全彩版). 2/諫山創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6-00-8 

(EPUB) NT$120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6/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26-5 (EPUB)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6/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27-2 (PDF) 普遍級  

黑執事/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9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85-27-8 (第 32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黑鐵魔法師/迷井豆腐原作;もくふう

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9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70-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黑鐵魔法師. 4/迷井豆腐原作;もくふ

う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21-5 (EPUB) 普遍級  

催眠の逆襲: 在女子學園內不斷遭受

太妹侵犯/ぷぅのぷぅぷぅぷぅ企劃

製作; しんどう作畫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09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00-2 (平裝) NT$230 限

制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マツモト

ケンゴ作; 郭子菱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9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370-8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微光的召喚師. 3/Gene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49-0 (EPUB) 普遍

級  

微光的召喚師. 3/Gene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50-6 (PDF) 普遍級  

微熱的果實 BUTTERFLY SKY/崎谷

はるひ原作; 冬乃郁也漫畫;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6-21-3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7186-22-0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想要的東西就是想要!/ツバダエキ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92-8 (EPUB) 

限制級  

想要被愛或被甩一步一步慢慢來?: 

黑道戀人是有頭有臉有身材的人間

極品/ひまわりポンポン作; 古鳥鈴

子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693-6 (EPUB) 限

制級  

想讓魔鬼上司為我嬌羞 /古町ゆき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71-3 (EPUB) 

普遍級  

愛我,直達深處. II/百瀬あん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15-

5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626-

7185-67-4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60

限制級  

惹人愛憐的蠢蛋/DONDON 作; 夜原

優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51-3 (EPUB) 限制級  

惹人愛憐的蠢蛋/DONDON 作; 夜原

優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52-0 (PDF) 限制級  

慎 防 麗 佳 老 師 / 森 み ず ほ 原 作 ; 

MEGUM 作 畫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93-5 (EPUB) 限制級  

搜查瑠公圳. 上/瑠公圳文創事業企

劃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9-58-6 (EPUB) 普遍級  

敬啟者: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高坂

曇天作;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13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1-773-7 (第 3 冊:平

裝) 普遍級  

敬啟者: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 3/高

坂曇天作;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22-2 (EPUB) 普遍

級  

暖心漫畫極短篇: 秒結局兩格劇場/

きただりょうま作; 九流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790-4 (平

裝) 普遍級  

暖心漫畫極短篇: 秒結局兩格劇場/

きただりょうま作; 九流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823-9 (EPUB) 

普遍級  

*會長島耕作. 13(完)/弘兼憲史作; 耘

希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28-9 (EPUB) 限制級  

*會長島耕作. 13(完)/弘兼憲史作; 耘

希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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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29-6 (PDF) 限制級  

極彩之家/びっけ作; 李芝慧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7185-31-5 (第 9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極道主夫/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35-

3 (第 10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極樂達令 Heaven's darling(全一冊)/紺

色ルナ作; 陳律吟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60-7 (EPUB) 限制級  

溫泉旅館裡誤闖男湯的我被男高中

生們無套硬上了...「嚴謹女的高潮

表情讓人欲罷不能 W」/シロクマ A, 

飴川塩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94-3 (EPUB) 

限制級  

煙淡雨初晴. 2/綺霏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68-1 (EPUB) 普遍級  

煙淡雨初晴. 2/綺霏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69-8 (PDF) 普遍級  

當砲友愛上砲友時。/Sango Kino 作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81-2 (EPUB) 普遍

級  

聖☆哥傳/中村光作; 方郁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12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7185-26-1 (第 20 冊:平

裝) NT$120 普遍級  

農大菌物語/石川雅之著; 蔡德襄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335-

7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達爾文遊戲/FLIPFLOPs 作;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

213-3 (第 21 冊:平裝) 普遍級  

達爾文遊戲. 21/FLIPFLOPs 作; 陳鈞

然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61-4 (EPUB) 

普遍級  

對淫魔大人高喊哈利路亞!. 下/八百

作; 和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63-8 (EPUB) 限制級  

對淫魔大人高喊哈利路亞!. 上/八百

作; 和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62-1 (EPUB) 限制級  

徹夜之歌. 3/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6-02-2 (EPUB) NT$55 普遍

級  

摧毀双亡亭. 第九卷/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961-4 

(EPUB) 普遍級  

盡情搖擺 忘情淫亂/雛咲葉作; 郭婷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17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33-5-4 (平裝) 

限制級  

盡情搖擺 忘情淫亂/雛咲葉作; 郭婷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933-7-8 (EPUB) 普遍

級  

*瞄準我的大姐姐/神毛物由宇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81-4 (PDF) NT$168

限制級  

*瞄準我的大姐姐/神毛物由宇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82-1 (EPUB) 

NT$168 限制級  

睡華. 參/松河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298-2 (平裝) NT$350 限制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高橋留美子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38-397-

5 (第 10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626-338-398-2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626-338-399-9 (第

12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

338-400-2 (第 13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338-401-9 (第 14 冊:平

裝) NT$350 .-- ISBN 978-626-338-402-

6 (第 15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626-338-403-3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626-338-404-0 (第

17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

338-405-7 (第 18 冊:平裝) NT$350 普

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10-18)/高橋留美

子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338-418-7 (全套:平裝) 普遍級  

緒川千世漫迷手冊: flow/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

9959-1 (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40 限

制級  

與死板青梅竹馬的 1 分鐘執拗耐久

play: 忍耐不住從背後插入!/しょご

た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88-1 (EPUB) 

限制級  

與哥哥的性愛日常: 做愛當下不能言

說的兄妹關係/岡田コウ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95-0 (EPUB) 限制級  

與雪女同行吃蟹/Gino0808 作; 蔡妃

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40-

7 (第 5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與愛慕的你策略聯姻: 好勝夫妻從初

夜就開始努力做人 /Megumi Kanza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80-5 (EPUB) 

限制級  

說謊的 Ω 魅力無法擋!/やい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96-7 (EPUB) 限制級  

辣妹轉生: 異世界生活真的很沒勁. 

2/佐々木マサヒト作; 凜峰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6-04-6 (EPUB) NT$69 普遍

級  

遞變之青(全一冊)(電子特典版)/オオ

ヒラヨウ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84-3 (EPUB) 限制級  

模範生的制服之中(全一冊)/藤田カ

フェコ作; 李亞妮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64-5 (EPUB) 限制級  

熱心不良少年臣服在金錢之下/白松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9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20-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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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 Ω. 6/白石由希

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994-0 (EPUB) NT$70 普遍級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 Ω. 6/白石由希

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995-7 (PDF) NT$70 普遍級  

請不要放開這雙手. 2, 大學生篇/咲

本﨑[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89-8 

(EPUB) 限制級  

請把第一次交給我!!: 和輕浮的青梅

竹馬一起交流肉體/えだ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9 .-- 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297-5 ( 平 裝 ) 

NT$230 限制級  

課長的獨占欲讓我招架不住!/松本さ

なえ作; 桃城猫緒原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97-4 (EPUB) 限制級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 22/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6-05-3 (EPUB) NT$55 普遍

級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 23/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6-06-0 (EPUB) NT$55 普遍

級  

輝夜傳. 8/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53-7 (EPUB) 

普遍級  

輝夜傳. 8/齊藤千穗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954-4 (PDF) 普遍級  

鄰家的性致勃勃高中生/花本アリ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6-

31-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魅魔的速食性愛. 本篇/関谷あさみ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83-8 (PDF) 

NT$184 限制級  

*魅魔的速食性愛. 本篇/関谷あさみ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284-5 (EPUB) 

NT$184 限制級  

鴆: 天狼之眼/文善やよひ漫畫; 木易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50-0 (EPUB) 普遍級  

鴆: 天狼之眼/文善やよひ漫畫; 木易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51-7 (PDF) 普遍級  

墨必斯精選集(逝世十週年紀念典藏

版)= Moebius short stories collection/墨

必斯(Moebius)作; 張穎琦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大辣, 11109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266-1-8 (精裝) 

NT$550 普遍級  

學生奶爸情人. 第一次育兒篇/御景

椿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16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409-7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學園奶爸/時計野はり作; 黃依齡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6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32-2 (第 2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戰隊大失格/春場葱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22-3 (第 6 冊: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16/山本崇

一朗作; 泪紫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93-0 (EPUB) 普遍級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16/山本崇

一朗作; 泪紫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294-7 (PDF) 普遍級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

歸 來 / 富 野 由 悠 季 原 作 ; Ark 

Performance 漫畫; 王榮毅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764-5 (第

22 冊:平裝) 普遍級  

親吻在共享公寓/西野はるお作; 曾

薏珊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55-1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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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56-8 (PDF) 限制級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松本ひで吉原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371-5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辦公室的獵豹/ホン.トク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6-07-7 (EPUB) 

NT$69 限制級  

隨時想飛的風向雞/阿部あかね原作; 

kyo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

407-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5/天野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95-4 (EPUB) 普遍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5/天野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96-1 (PDF) 普遍級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山原義人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85-21-

6 (第 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優木同學是我的東西/らま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85-2 (PDF) NT$240

限制級  

*優木同學是我的東西/らま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286-9 (EPUB) 

NT$240 限制級  

糟透了!被老師弄到高潮什麼的...: 前

不 良 教 師 對 辣 妹 的 教 育 指 導

/Tsukumo Kazu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90-4 (EPUB) 限制級  

總攻的美人跟童貞陽光男: 兩人在圖

書館的祕密時間/羽煮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98-1 (EPUB) 限制級  

總理俱樂部. 1/日丸屋秀和漫畫; 楊

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70-4 (EPUB) 普遍級  



146 

 

總理俱樂部. 1/日丸屋秀和漫畫; 楊

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71-1 (PDF) 普遍級  

簡易的墮落羅曼史/赤原ねぐ作; 刻

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33-

9 (第 5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藍 調 之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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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66-0-1 

(EPUB) 普遍級  

薰香花朵凜然綻放 /三香見サカ作;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77-5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轉三圈後握握手 /meco 作 ; 張凱倫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366-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轉生史萊姆日記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

萊姆這檔事/伏瀬原作; 柴漫畫;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17-

9 (第 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離島花街黃昏時/Dite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699-8 (EPUB) 限制級  

雙星之陰陽師. 24/助野嘉昭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93-3 (EPUB) 

NT$55 普遍級  

雙重標準. II/碧本さり作; 澤野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7186-61-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雛森學妹,人家要討拍拍!/tsuke 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42-

3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獸人與少年 Ω 的命定契約. 6/羽純ハ

ナ作; 趙秋鳯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96-4 (EPUB) NT$69 普遍級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超能力魔美/

藤子.F.不二雄作; ki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3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12-6 (第 5 冊:

平裝) 普遍級  

關於去參加聯誼,卻沒有半個女人在

場這件事。/蒼川なな作; 黎維津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211-

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關於我們的戀愛與青春 保健室的我

們/cocoaball 原作; ザエン漫畫;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84-

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伏瀬

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黃則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7185-05-6 (第 21 冊:平

裝) NT$150 普遍級  

難攻不落的狐狸精/Nishino Ron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91-1 (EPUB) 普遍

級  

鯛代,你這傢伙。/ヤマダ作; 蕭宏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5-68-1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獻給鮫族的貢品/さとみち作;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976-8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草壁レ

イ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210-2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1/草壁

レイ作; 蘇奕軒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66-9 (EPUB) 普遍級  

灌籃少年 ACT4/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85-20-9 (第

1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5/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99-5 

(EPUB) NT$190 普遍級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遠鄉欣

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763-8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17/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遠鄉

欣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29-1 (EPUB) 普遍級  

聽見向陽之聲: 春夏秋冬. 1/文乃ゆ

き漫畫;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52-4 (EPUB) 普遍級  

聽見向陽之聲: 春夏秋冬. 1/文乃ゆ

き漫畫;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53-1 (PDF) 普遍級  

戀愛廢話. 1/福山遼子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6-10-7 (EPUB) 

NT$55 普遍級  

戀愛諜報機關. 8/丹下道作; ALATA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68-3 (EPUB) 

限制級  

變態紳士和變裝男娼 /NETERU 作 ;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39-1 (PDF) 限制級  

變態紳士和變裝男娼 /NETERU 作 ;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940-7 (EPUB) 限制級  

靈異教師神眉(愛藏版)(11+12)/真倉

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

957-26-9991-1 (全套:平裝) NT$500 普

遍級  

柘植義春漫畫集/柘植義春作; 黃碧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18-92-

4 (第 3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626-7118-93-1 (第 4 冊:平裝) NT$350

限制級  

浣花曲/蝴蝶 Seba 原著; 曉君, 釋鷲雨

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7018-60-1 (第 2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作

畫;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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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東販, 111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06-6 (第 7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小說及雜文 

<Infinite Dendrogram> -無盡連鎖-. 17.

白貓搖籃/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951-5 (EPUB) 普遍

級  

(好消息)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

夠可愛。. 3/氷高悠作;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31-4 

(EPUB) 普遍級  

(新譯)無賴派太宰治生而為人的浪

漫/太宰治作; 尹仲敏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40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21-9 (線上

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热夏/白芥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

儒, 11109 .-- 3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37-3-9 (平裝) NT$475 普

遍級  

弥勒天道行. 二部曲, 重返万魔殿/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3-3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首部曲, 神秘地底火焰/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2-6 (EPUB) NT$240 普遍級  

Arturo ê 禮物/盧焜熙著; 林俊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56-9 (PDF) 

普遍級  

Arturo ê 禮物/盧焜熙著; 林俊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57-6 (EPUB) 

普遍級  

Das heterotopische Spiel in der Literatur/

李舒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

國際圖書, 11108 .-- 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79-1-4 (平裝) 普遍

級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13/蝸

牛くも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58-9 (PDF) 普遍級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13/蝸

牛くも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59-6 (EPUB) 普遍級  

Happy Halloween. 3: 萬聖節馬戲團/林

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里居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528-4-8 (EPUB) 普遍級  

I have something to say/Dora (Sheng-

Hsin)Hsu 徐聖欣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93-8 (精裝) 普遍

級  

NARUTO 火影忍者 鳴人烈傳: 漩渦

鳴人與螺旋的天命/岸本斉史, 江坂

純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27-5 (平裝) NT$210 普遍級  

NO GAME NO LIFE 遊戲人生. 11, 遊

戲玩家兄妹似乎必須成為情侶才能

離開/榎宮祐作; 榎宮祐插畫; 林佳祥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14-8 (EPUB) 

普遍級  

Only Sense Online 絕對神境. 14/アロ

ハ座長作;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48-0 (PDF) 普遍級  

Only Sense Online 絕對神境. 14/アロ

ハ座長作;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49-7 (EPUB) 普遍級  

OVERLORD. 15, 半森林精靈的神人. 

上/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833-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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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48-5 (EPUB) 普遍級  

Silent Witch: 沉默魔女的祕密. Ⅱ/依

空まつり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35-2 (EPUB) 普遍

級  

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52-2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25-971-3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72-0 (第 1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73-7 (第 1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74-

4 (第 18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詹姆斯.喬伊

斯(James Joyce)著 ; 辛彩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47-1 

(EPUB) NT$520 普遍級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詹姆斯.喬伊

斯(James Joyce)著 ; 辛彩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71-6 (PDF) 

NT$520 普遍級  

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

件,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 3/

櫻木櫻作;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38-3 (EPUB) 普遍級  

人性的試煉/秀霖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41-1 (EPUB) 普遍級  

十二個人的信/井上廈著; 高詹燦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31-1 (PDF) 

普遍級  

十朝. 貳部曲: 奇道/高容作 .-- 新竹

縣 : 大斯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437-2-1 ( 全 套 : 平 裝 ) 

NT$2280 普遍級  

三太子/高小敏作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182-6 (EPUB) NT$200 普

遍級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36/健速作; ポ

コ插畫;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13-1 (EPUB) 普遍級  

大明小學生/隨輕風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28-7 (第 2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49-

2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25-964-5 ( 第 2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25-965-2 (第

2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66-9 (第 2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67-6 (第 2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68-

3 (第 28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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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51-5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25-970-6 (第

1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海王的 10 個祕密/林加春作; 王育

偉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6 .-- 約 13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9-8-5 (線上有聲書(MP3)) 

NT$200 普遍級  

大海的孩子: 黑毛小子天福/林加春

作; 楊詠甯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6 .-- 約 222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29-4-7 (線上有

聲書(MP3))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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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凪木

エコ作; 白クマシェイク插畫; 曾柏

穎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5-12-4 (EPUB) 

普遍級  

大魏聖主/七月未時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23-2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24-9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25-6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26-3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927-0 (第 30 冊:平裝) 普遍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7/三嶋与夢作; 孟達插畫; 王啟華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85-0 (EPUB)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74-4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0/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83-6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2/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75-1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3/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76-8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4/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77-5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5/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78-2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6/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79-9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7/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80-5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8/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81-2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9/末世五百惡人

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82-9 

(EPUB) NT$125 普遍級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

員不擇手段!. 第五部, 女神的化身. 

IV/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20-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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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35-5-6 (EPUB) NT$380 普遍級  

小說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

了。紅血殉教者/成田良美作; 桜日

梯子插畫;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11-7 (EPUB) 普遍級  

不存在的書/能登崇作;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16-8 (PDF) 

普遍級  

不書鎮 /蘇善作; 許伯琴朗讀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6 .-- 約

288 分 面 ;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29-1-6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普遍級  

不請自來小鮮肉/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01-5 (EPUB) 

普遍級  

不請自來小鮮肉/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02-2 (PDF) 

普遍級  

中村倫也之非常雜談 /中村倫也作; 

邱香凝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41-3 (EPUB) 普遍級  

公子別秀/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50-8 ( 第 2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25-969-0 (第

2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07-2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凶宅清潔公司. 第 2 季: 鬼王返世/聖

著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83-3 (EPUB) NT$220 普遍級  

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 4, 對了,

就來賣國吧/鳥羽徹作; ファルまろ

插畫;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5-10-0 (EPUB) 普遍級  

天使蒙塵 羽斷/陳三義著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184-0 (EPUB) 

NT$230 普遍級  

太乙/霧外江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311-922-2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23-9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24-6 (第 5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25-3 (第 5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26-

0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太乙/霧外江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11-976-5 ( 第 5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77-2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78-9 (第 5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79-6 (第 5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80-

2 (第 6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981-9 (第 6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49 

 

太閤記: 天下人豐臣秀吉. 下/司馬遼

太郎作; 許嘉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97-3 (EPUB) NT$350 普遍級  

太閤記: 天下人豐臣秀吉. 上/司馬遼

太郎作; 許嘉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96-6 (EPUB) NT$350 普遍級  

少女游離/葉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葉箏, 11107 .-- 2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1-0340-8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少爺的家教/聶遙作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68-0 (EPUB) 普遍級  

幻夢之魂. 1/木原音瀬作; 劉仁倩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39-3 (EPUB) 限制

級  

心劫/姜琍敏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

林數位文化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530-79-2 (EPUB) 

NT$500 普遍級  

*心碎餐廳.再會/松尾由美作; 李惠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42-8 

(PDF) 普遍級  

*心碎餐廳.再會/松尾由美作; 李惠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43-5 

(EPUB) 普遍級  

文豪怪談: 從江戶到昭和的幻想引路

人: 小泉八雲.夏目漱石.泉鏡花.佐藤

春夫.太宰治怪談精選集/小泉八雲, 

夏目漱石, 泉鏡花, 佐藤春夫, 太宰治

作; 邱香凝譯; 陳余寬, 郭雅瑂朗讀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7 .-- 約 56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75-9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文學鋒芒*詩光華/田運良著 .-- 新北

市 : 我己文創, 11107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282-3-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王者的求婚. 1, 極彩魔女/橘公司作;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42-0 (EPUB) 普遍級  

世界最快的等級提升/八又ナガト作; 

黃于倫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6-

51-0 (第 1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仙域科技霸主/試劍天涯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29-4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53-9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75-1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76-8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77-5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78-2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末等魂師. 第 2 部. 2, 就是讓你想不

到/銀千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

本,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42-7-2 (PDF) 普遍級  

玄龍傳說/百分之七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44-7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45-4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46-1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47-8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948-5 (第 30 冊:平裝) 普遍級  

由諸神養育的神子,將成為世界最強. 

2/羽田遼亮作; fame 插畫; AKI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5-09-4 (EPUB) 普遍

級  

白馬澗少俠/顧聆森著 .-- 初版 .-- 新

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80-8 (EPUB) 

NT$400 普遍級  

光之所向/艾利克西斯.霍爾作; 唐亞

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490-3 (PDF) 普遍級  

劣等情事/下馬飲君酒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0-6973-5 (平裝) 

NT$290 限制級  

回憶暫存事務所/八千子作; 楊詩穎

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 

11106 .-- 約 43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40-4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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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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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6-

46-6 (第 9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7186-47-3 (第 9 冊:平裝首刷

附錄版) NT$220 普遍級  

年記. 1964: 隨人解讀/馮翊綱著; 報時

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89-5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65: 捕魚和寫詩之間/李進文

著; 報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

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2-190-1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66: 交換日常/嚴忠政著; 報時

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91-8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68: 走慢的時光/顏艾琳著; 報

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92-5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69: 流動的夢境/郝譽翔著; 報

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93-2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70: 原來是今日/李鼎著; 報時

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94-9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73: 與童年重逢之地/徐國能

著; 報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

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2-197-0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74: 飄浮的時光/凌性傑著; 報

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98-7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75: 與這個世界/李長青著; 報

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99-4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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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天壱作; 

鈴ノ助插畫; 黃品玟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41-6 (EPUB) 普遍級  

成為傳說/鳳嘲凰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9 .-- 冊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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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11-971-0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72-7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73-4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74-1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75-8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死神降臨/米高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63-9 (EPUB) 

NT$5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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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71-5-9 (EPUB) 普遍級  

血祭我的愛/醉意兒作 .-- 2 版 .-- 新北

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200-7 (EPUB) 

NT$220 普遍級  

行星語書店/金草葉著; 郭宸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91-2 

(EPUB) 普遍級  

西北雨/童偉格著 .-- 二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600-7 (EPUB) 普遍

級  

佐佐木與文鳥小嗶. 2, 在現代異能戰

鬥中用異世界魔法開無雙後,魔法少

女就來踢館了: 難道要參加死亡遊戲

嗎?/ぶんころり作; 劉仁倩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7186-37-4 (第 2 冊:平裝) NT$220 .-

- ISBN 978-626-7186-38-1 (第 2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2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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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45-4 (EPUB) 普遍級  

快跟超可愛的我交往吧!/三上こた作; 

橋子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99-2 (EPUB) 普遍級  

快跟超可愛的我交往吧!/三上こた作; 

橋子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00-5 (PDF) 普遍級  

*戒刀. 第二部/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242-2 (PDF) 

NT$300 普遍級  

我的女友是老師. 9/鏡遊作; 陳柏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50-8 (EPUB) 

普遍級  

我的同學,是天使/陳三義作 .-- 2 版 .-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214-4 (EPUB) 

NT$230 普遍級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7, 加奈子

if/伏見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806-2 (EPUB) 

普遍級  

我 的 家 , 在 這 裡 / 金 姆 . 史 萊 特 (Kim 

Slater)著;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75-5 (EPUB) 普遍級  

我的學姊是老大/荏君著 .-- 2 版 .-- 新

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201-4 (EPUB) 

NT$230 普遍級  

我們的重製人生. 7/木緒なち作;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68-8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重製人生. 7/木緒なち作;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69-5 (PDF) 普遍級  

我從未見過麻雀/范墩子著 .-- 初版 .-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75-4 

(EPUB) 普遍級  

把你藏在雨季/禾子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53-1-3 (EPUB) 

普遍級  

把柄/姜邑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3-4 (EPUB) 限制級  

沙瑪基的惡靈/沙棠作; 許伯琴朗讀 .-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6 .-- 約

6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

39-8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限制

級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

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作; 吳苾

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6-39-

8 (第 15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10/棺材裡的笑聲著 .-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84-3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11/棺材裡的笑聲著 .-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85-0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皇戲月/X.H 夜月獨步作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202-1 (EPUB) 

NT$171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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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65-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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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66-7 (EPUB) 普遍

級  

兩個半輩子/星寧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42-8 (EPUB) 普遍級  

和沒有信徒的女神大人一起攻略異

世界. 3, 冷血的冰山公主/大崎アイ

ル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28-2 (平裝) NT$230 普遍級  

和影帝協議結婚之後/故箏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337-0-8 (第 1 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626-96337-1-5 (第

2 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626-

96337-2-2 (全套:平裝) NT$900 普遍級  

夜官巡場/張嘉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69-5 (EPUB) 普遍級  

夜官巡場/張嘉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70-1 (PDF) 普遍級  

奇妙故事集: 墓碑鎮/澤田薫作; 黃健

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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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57-26-9953-9 (EPUB) 

普遍級  

奇妙故事集: 緩慢的告別/澤田薫作; 

黃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952-2 

(EPUB) 普遍級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9, 聖潔

修女的一擊一殺/五示正司作; 徐維

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6-56-

5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626-

7186-57-2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320

普遍級  

怪人的沙拉碗/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6-44-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10 .-- ISBN 978-626-7186-45-9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300 普遍

級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13/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09-3 (EPUB) 普遍

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結. 

1/渡航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72-5 (EPUB) 普遍級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結. 

1/渡航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73-2 (PDF) 普遍級  

法師三定律. 12, 深想奇見/笑獅拔劍

著.繪 .-- 1 版 .-- 臺北市 : 笑獅拔劍,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78-1 (EPUB) 普遍級  

沿山公路旁的六顆星/陳林作; 楊詠

甯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6 .-- 約 19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9-6-1 (線上有聲書(MP3)) 

NT$210 普遍級  

玩具修理者/小林泰三著; 李彥樺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80-3 

(EPUB) 普遍級  

玩笑/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翁尚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24-3 (PDF) 普遍級  

空笑夢/邱祖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92-8 (EPUB) 普遍級  

花開富貴/葛水平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77-8 (EPUB) 

NT$350 普遍級  

附身 /晨羽著  .-- 臺北市  : 平裝本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42-8-9 (PDF) 普遍級  

非情書/朱西甯, 劉慕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601-4 

(EPUB) 普遍級  

哈臺味短篇輯.珍珠奶茶/相對之下, 

有光, 水裡游, 鳥先生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01-4-8 (PDF) 

普遍級  

帥哥死神來敲門/醉意兒作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203-8 (EPUB) 

NT$99 普遍級  

既然世界變成怪物橫行 那只好隨心

所欲生活下去. 4/よっしゃあっ!作; 

李殷廷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70-6 

(EPUB)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17-1 (第 4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39-3 (第 4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40-9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41-6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942-3 (第 50 冊:平裝) 普遍級  

流浪犬伊奇/乙一, 荒木飛呂彦作; 黃

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6-42-

8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626-

7186-43-5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10

普遍級  

洗鉛華. 下/七月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82-4 (EPUB) 普遍級  

洗鉛華. 下/七月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83-1 (PDF) 普遍級  

洗鉛華. 上/七月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80-0 (EPUB) 普遍級  

洗鉛華. 上/七月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81-7 (PDF) 普遍級  

為你撒一個傾城的謊/凝微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6975-9 (平

裝) NT$270 普遍級  

珍珠(中英對照):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作品/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作; 鄭襄憶譯 .-- 初版 .-- 新竹縣 : 一

念出版社,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39-3-8 (EPUB) NT$280 普

遍級  

*疫亂情迷 56 天/凱瑟琳.萊恩.霍華德

(Catherine Ryan Howard)作; 甘鎮隴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84-8 

(EPUB) 普遍級  

*疫亂情迷 56 天/凱瑟琳.萊恩.霍華德

(Catherine Ryan Howard)作; 甘鎮隴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85-5 

(PDF) 普遍級  

秋霜花月/秋陽作 .-- 宜蘭縣 : 北極之

光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21-9-5 (EPUB) 普遍級  

穿梭 1/2 時空/梅洛琳著 .-- 2 版 .-- 新

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204-5 (EPUB)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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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著; 東籬子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4-8-2 (EPUB) 

NT$370 普遍級  

約會大作戰 DATE A BULLET 赤黑新

章. 8/東出祐一郎作; Q 太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810-9 

(EPUB) 普遍級  

背後/王方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

集,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95-0 (EPUB) 普遍級  

郎吻/柯海晴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69-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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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保存保鮮術: 一看就懂,不浪費.

更美味(新裝版)/島本美由紀作; 陳瑮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86-2 (EPUB) 普遍級  

凌天聖尊/青燈孤影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11-966-6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67-3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68-0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69-7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70-

3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夏日戀曲. 下/MAME 作; 儂若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88-0 (PDF) 

普遍級  

夏日戀曲. 上/MAME 作; 儂若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89-7 (PDF) 

普遍級  

家父漢高祖/歷史系之狼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913-3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14-0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915-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16-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家政夫是名偵探!. 1/楠谷佑作; 蕭嘉

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2-28-7 (EPUB) 普遍級  

家政夫是名偵探!. 2, 冬季解謎與大

掃除/楠谷佑作; 蕭嘉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27-0 (EPUB) 

普遍級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3/小林湖底作; 

楊佳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88-6 (EPUB) 普遍級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3/小林湖底作; 

楊佳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89-3 (PDF) 普遍級  

島/賴香吟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聯合

文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23-477-7 (EPUB) 普遍級  

島嶼擱淺 : 黑日雨 /薩拉奧德 .瑪夏

(Sara oa od Magcha)作; 賴彥碩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賴彥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17-0 

(EPUB) NT$227 普遍級  

捕捉腐男大作戰/醉意兒作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205-2 (EPUB) 

NT$220 普遍級  

桃花朵朵/好象熊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原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92-9-0 (EPUB) 普遍

級  

桃花運/蕪祈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4-1 (EPUB) 普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59-1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25-960-7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61-4 (第 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62-1 (第 2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63-

8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海妖. 2/萬俟萱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0-3 (EPUB) 普遍級  

海妖. 3/萬俟萱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5-8 (EPUB) 普遍級  

琉璃三國情/醉意兒作 .-- 2 版 .-- 新北

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206-9 (EPUB) 

NT$220 普遍級  

病株#8/梁蜀作 .-- 2 版 .-- 新北市 : 聯

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207-6 (EPUB) NT$300 普

遍級  

真夏方程式/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22-9 (PDF) 

NT$294 普遍級  

破日狩記/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34-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35-5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36-2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937-9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25-938-6 (第 79 冊:平

裝) 普遍級  

荒城殺手. I, 荒城繁櫻/麟著 .-- 2 版 .-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208-3 (EPUB) 

NT$200 普遍級  

荒城殺手. II, 盛世殘陽/麟著 .-- 2 版 .-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209-0 (EPUB) 

NT$200 普遍級  

逆天成神/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11-956-7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57-4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58-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59-8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60-4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迴嬰/蝕鶼作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

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2-210-6 (EPUB) NT$200 普遍級  

鬼門祭/D51 作; 盧侑典朗讀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107 .-- 約 23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4-78-9 (線上有

聲書(MP3)) 普遍級  

停機時間/塔瑪拉.艾倫(Tamara Allen)

著; 林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留守

番工作室,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1-3-1 (PDF) NT$700 普遍

級  

偵探少年與敏銳的山田同學. 1: 包夾

我的雙胞胎姊妹擅自展開推理/玩具

堂作; 楊涴如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949-2 (EPUB) 普遍級  

偵探少年與敏銳的山田同學: 包夾我

的雙胞胎姊妹擅自展開推理/玩具堂

作 ; 楊 采 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36-7 (第 2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動機(橫山秀夫經典短篇集)/橫山秀

夫作;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33-839-2 (EPUB) 普遍級  

曼尼先生: 青少年理財哲學小說/十

方作; 許伯琴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153 

 

秀威少年, 11106 .-- 約 24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29-3-0 (線上有

聲書(MP3)) NT$240 普遍級  

問心仙緣/蒙面怪客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58-4 ( 第 3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00-3 (第

3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01-0 (第 3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02-7 (第 36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寂寞的上午/文刀莎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1-97-6 (PDF) 

普遍級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25/

冬原パトラ作; 兎塚エイジ畫; 吳苾

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948-5 (EPUB)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43-0 ( 第 3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25-955-3 (第

4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56-0 (第 4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57-7 (第 42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掉到地球上的人/沃爾特.特維斯著; 

呂玉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17-5 (PDF) 普遍級  

梁祝紅蝶夢/醉意兒作 .-- 2 版 .-- 新北

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211-3 (EPUB) 

NT$220 普遍級  

棄宇宙/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11-961-1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962-8 (第

5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963-5 (第 5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64-2 (第 54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65-

9 (第 55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清子/重松清著; 童唯綺譯; 鄒評校

譯 .-- 新北市 : 新雨,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27-310-4 (EPUB) 

普遍級  

深愛/熾陽門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82-2 (PDF) 普遍級  

異世界悠閒農家. 10/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14-7 (EPUB) 普遍級  

莫羅博士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陳胤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65-5 (EPUB) 普遍級  

莫羅博士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陳胤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66-2 (PDF) 普遍級  

被女神騙到異世界的我展開後宮生

活. 3/回復師作; 陳柏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47-8 (EPUB) 普遍級  

透明的螺旋/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23-6 (PDF) 

NT$294 普遍級  

陪我到最後/鈴木大輔著; uncle w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17-8 (EPUB) 普遍級  

傑克燈籠/楊海彥(小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燈籠出版,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31-7-6 (EPUB) 

普遍級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6-

40-4 (第 15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13/イズシ

ロ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946-1 (EPUB) 普遍級  

喜鵲迷情. 1, 王者/KJ 查爾斯作; 康學

慧譯; 蕭定睿朗誦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7 .-- 約 477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4-493-4 (線上有

聲書(MP3)) NT$350 限制級  

喜鵲迷情. 2, 非君莫屬/KJ 查爾斯作; 

康學慧譯; 蕭定睿朗誦 .-- 初版 .-- 新

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8 .-- 約 478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94-1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限制級  

喜鵲迷情. 3, 飛翔/KJ 查爾斯作; 康學

慧譯; 蕭定睿朗誦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8 .-- 約 476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4-495-8 (線上有

聲書(MP3)) NT$350 限制級  

喜歡你,從頭到尾/子陽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6-49-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堤亞穆帝國物語. 8: 從斷頭台開始,

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餅月望作; 

張凱鈞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258-4 

(EPUB) 普遍級  

惡之芽/貫井德郎著; 林佩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32-8 (PDF) 

普遍級  

惡魔王子的調教日記/醉意兒作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212-0 

(EPUB) NT$99 普遍級  

揚子堂糕餅舖/光風作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86-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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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71-6-6 (EPUB) 普遍級  

渡冥志. 卷一, 好兄弟/F.P. Xin 著 .-- 

初版 .-- 基隆市 : 雨都漫步,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97-1-7 

(EPUB) 普遍級  

無法放棄你的前未婚妻就不行嗎?. 

1/桜目禅斗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9945-4 (EPUB)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18-8 (第 4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19-5 (第 4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20-1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21-8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922-5 (第 50 冊:平裝) 普遍級  

絕五痞少/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6-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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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11-938-3 ( 第 5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39-0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40-6 (第 5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41-3 (第 5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42-

0 (第 6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絕代俠醫/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25-900-3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01-0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902-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03-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絕代俠醫/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54-6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79-9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80-5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81-2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82-9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83-6 (第 1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84-3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間諜教室. 5, 「愚人」愛爾娜/竹町

作;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20-8 (EPUB) 普遍級  

黑畫眉/老藤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

林數位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530-78-5 (EPUB) 

NT$350 普遍級  

愛在瘟疫蔓延時/駱以軍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54-75-8 (PDF) 普遍

級  

愛你獸性大發/可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03-9 (EPUB) 普遍

級  

愛你獸性大發/可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04-6 (PDF) 普遍級  

暗夜流光/林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3-2-0 (EPUB)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325-881-5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82-2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83-9 (第 3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884-6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885-3 

(第 35 冊:平裝) 普遍級  

*瑞里來了個單車客/李旭彥著 .-- 初

版 .-- 嘉義市 : 飛魚企業, 11107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894-3-

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萬華仙道/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11-953-6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54-3 (第

4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55-0 (第 48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義妹生活. 3/三河ごーすと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24-6 (EPUB) 普遍級  

聖殿騎士的暗夜征服/初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2-25-6 

(EPUB) 普遍級  

落髮/凡樂作; 張怡沁朗讀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7 .-- 約 13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80-2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詭軼紀事. 伍, 頭肩三把火/Div(另一

種聲音), 尾巴 Misa, 龍雲, 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93-8 

(EPUB) 普遍級  

*詭軼紀事. 伍, 頭肩三把火/DIV(另一

種聲音), 尾巴, 龍雲, 笭菁合著 .-- 新

北市 : 笭菁工作室,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8-18-4 (PDF) 

普遍級  

詭軼紀事. 伍, 頭肩三把火/DIV 另一

種聲音, 尾巴, 龍雲, 笭菁作 .-- 1 版 .-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99-2 

(EPUB) 普遍級  

過橋米線/功夫包子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6-50-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匂宮出夢的

關係 /西尾維新作; 王炘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46-3 (EPUB) 

普遍級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匂宮出夢的

關係 /西尾維新作; 王炘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47-0 (PDF) 

普遍級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無桐伊織的

關係/西尾維新作; 王炘玨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36-4 (PDF) 

普遍級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無桐伊織的

關係/西尾維新作; 王炘玨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48-7 (EPUB) 

普遍級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零崎雙識的

關係/西尾維新作; 王炘玨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37-1 (PDF) 

普遍級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零崎雙識的

關係/西尾維新作; 王炘玨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95-1 (EPUB) 

普遍級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戲言玩家的

關係 /西尾維新作; 王炘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38-8 (EPUB) 

普遍級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戲言玩家的

關係 /西尾維新作; 王炘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339-5 (PDF) 

普遍級  

零崎曲識的人間人間 /西尾維新作; 

曾玲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40-1 (EPUB) 普遍級  

零崎曲識的人間人間 /西尾維新作; 

曾玲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41-8 (PDF) 普遍級  

零崎軋識的人間敲打 /西尾維新作; 

淩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尖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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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42-5 (EPUB) 普遍級  

零崎軋識的人間敲打 /西尾維新作; 

淩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43-2 (PDF) 普遍級  

零崎雙識的人間試驗 /西尾維新作; 

陳君怡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44-9 (EPUB) 普遍級  

零崎雙識的人間試驗 /西尾維新作; 

陳君怡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345-6 (PDF) 普遍級  

預言之子 . II, 流浪沙漠 /蘭波 .羅威

(Rainbow Rowell)作;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76-0-7 

(EPUB) 普遍級  

預言之子. III, 無聲戰場/蘭波.羅威

(Rainbow Rowell)著; 朱崇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376-2-1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圖說: 新古文觀止的故事/高詩佳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12-6 (PDF) 

普遍級  

夢之國度碧西兒/邱常婷作; 許伯琴

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6 .-- 約 20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9-7-8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280 普遍級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おけ

まる作; 趙鴻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41-1 (第 6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管家/柯海晴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7-2 (EPUB) 普遍級  

與你相逢的時間/花鈴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43-5 (EPUB) 普遍

級  

與杜星妮的奇幻旅程之孖女島/星星

兔(S.S. Rabbit)作 .-- 臺北市 : 城邦印

書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13-35-6 (EPUB) 普遍級  

製罐街: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約

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著; 鄭襄

憶譯 .-- 初版 .-- 新竹縣 : 一念出版社,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39-2-1 (EPUB) NT$280 普遍級  

領魂人/阿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6974-2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編舟記/三浦紫苑著; 黃碧君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1-35-0 (EPUB) 普遍級  

諸天人皇/最白的烏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30-0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931-7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932-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933-1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13/寿

安清作;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25-3 (EPUB) 普遍級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

我將蹂躪一切/篠崎芳作; 王昱婷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6-54-1 ( 第 9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626-7186-55-8 (第

9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90 普遍

級  

噢 ! 威 廉 / 伊 莉 莎 白 . 斯 特 勞 特

(Elizabeth Strout)著; 葉佳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6-312-3 

(EPUB) 普遍級  

學校裡無處可去的少年們/金重美著; 

胡椒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91-7 (PDF) 普遍級  

戰神歸來/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11-933-8 (第 6 冊:平裝) NT$190 .-

- ISBN 978-626-311-934-5 (第 7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35-

2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11-936-9 (第 9 冊:平裝) NT$190 .-

- ISBN 978-626-311-937-6 (第 10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43-

7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11-944-4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945-1 (第

1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946-8 (第 1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47-5 (第 15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48-

2 (第 16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11-949-9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950-5 (第

1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951-2 (第 19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952-9 (第 20 冊:平

裝) NT$190 普遍級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12, 炸雞塊 x 巨大的古代龍/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6-

52-7 (平裝) NT$230 .-- ISBN 978-626-

7186-53-4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90

普遍級  

燈亭謠/殺豬的牛二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燈籠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1-6-9 (EPUB) 

NT$200 普遍級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Warriors: 

the broken code/艾琳.杭特(Erin Hunter)

著; 約翰.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朱

崇旻, 郭庭瑄, 高子梅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20-213-9 (全套 :平裝 ) NT$1500

普遍級  

孺子帝. 卷二, 流放的帝王/冰臨神下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76-7 (EPUB) 普遍級  

孺子帝. 卷三, 皇城外的決定/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72-9 (PDF) 普遍級  

*篠宮神社系列. 2, 深夜電臺廣播/夜

行列車作; Unlin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87-407-8 (PDF) 普遍級  

總裁為我寬衣解帶/菲比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05-3 (EPUB) 

普遍級  

總裁為我寬衣解帶/菲比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06-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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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之夢/陳凱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87-7 (EPUB) 普遍級  

轉生成國王的私生子後,決定享受異

世界生活!. 3/るう作; 林憲權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944-7 (EPUB) 普遍級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15/馬場翁作; 廖

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26-0 (EPUB) 普遍級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16/馬場翁作; 廖

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27-7 (EPUB) 普遍級  

雙面安德烈/李靡靡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福女合作社,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80-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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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秋

櫻ヒロロ作; 黃盈琪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265-2 (EPUB) 普遍級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21/愛

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28-4 (EPUB) 普遍

級  

寶島(上.下)/真藤順丈著; 高詹燦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51-0 

(EPUB) 普遍級  

寶島(上.下)/真藤順丈著; 高詹燦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52-7 

(PDF) 普遍級  

魔女之旅 . 18/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67-6 (EPUB) 

普遍級  

歡迎來到注孤生社/毒碳酸, adey 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297-8 

(EPUB) 普遍級  

歡迎來到注孤生社/毒碳酸, adey 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98-5 (PDF) 

普遍級  

聽雪譜. 20/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086-7 (EPUB) NT$125 普遍級  

聽雪譜. 21/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087-4 (EPUB) NT$125 普遍級  

聽雪譜. 22/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088-1 (EPUB) NT$125 普遍級  

聽說海盜頭子他暈船了/怪盜紅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186-48-0 (第 2 冊:

平裝) NT$200 限制級  

弥勒天道行. 七部曲, 光.暗争霸/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9-5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九部曲, 太古秘境/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1-5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八部曲, 太古圣能/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0-8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十一部曲, 永生大道/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3-9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十部曲. 决战太古之境/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2-2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六部曲, 光.暗宇宙/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8-8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七部曲, 龙华树之光/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5-7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九部曲, 万魔殿恩仇/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7-1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八部曲, 霸王悲歌/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6-4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六部曲, 须弥山斩妖记/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3-4-0 (EPUB) NT$240 普遍級  

無可撫慰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著 ; 劉 曉 米 譯  .-- 新 北 市  : 新 雨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27-311-1 (EPUB) 普遍級  

AE 事件簿. 4, 海盜王殂/喬許.蘭昂

(Josh Lanyon)著;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4-491-0 (PDF) 

普遍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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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67-8 (PDF) 普遍級  

*<<靜心的優雅節奏>>有聲書. 第 4

輯/王怡仁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

斯文化, 11108 .-- 約 790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707-72-4 (線上有聲

書(MP3)) 普遍級  

(母續續王)勝樂略續/寶法稱.仁欽曲

札敬譯 .-- 臺北市 : 盤逸, 11107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182-0-

3 (平裝) NT$390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成神

的英雄.赫克利士. 2: 12 項冒險任務 1/

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22-9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成神

的英雄.赫克利士. 2: 12 項冒險任務 2/

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20-5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成神

的英雄.赫克利士. 3: 奧林匹亞傳說 1/

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21-2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成神

的英雄.赫克利士. 3: 奧林匹亞傳說 2/

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23-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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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旺盛

的生命力.戴奧尼索斯. 1/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25-0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旺盛

的生命力.戴奧尼索斯. 2/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35-9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旺盛

的生命力.戴奧尼索斯. 3/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26-7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旺盛

的生命力.戴奧尼索斯. 4/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24-3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邱比特與賽姬. 1/邱建一作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27-4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邱比特與賽姬. 2/邱建一作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28-1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競技場的表演. 1/邱建一作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29-8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競技場的表演. 2/邱建一作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30-4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第 17-19 章.結局: 伊西斯 1/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31-1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第 17-19 章.結局: 伊西斯 2/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32-8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第 2 章.米羅之家. 1/邱建一作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36-6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第 2 章.米羅之家. 2/邱建一作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37-3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第 3-4 章.笑神祭典. 1/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33-5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金驢

記第 3-4 章.笑神祭典. 2/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34-2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阿普

留斯金驢記.驢子偷聽的故事. 1/邱建

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38-0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阿普

留斯金驢記.驢子偷聽的故事. 2/邱建

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0-39-7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英雄

史詩的年代.阿基里斯. 1:特洛伊戰爭

的起源 1/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40-3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英雄

史詩的年代.阿基里斯. 1:特洛伊戰爭

的起源 2/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41-0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英雄

史詩的年代.阿基里斯. 2:赫克特 木

馬屠城 1/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42-7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英雄

史詩的年代.阿基里斯. 2:赫克特 木

馬屠城 2/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43-4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英雄

史詩的年代 .阿基里斯 . 3:木馬屠城 

羅馬崛起 1/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

活全球網路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70-44-1 (EPUB) 普遍

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英雄

史詩的年代 .阿基里斯 . 3:木馬屠城 

羅馬崛起 2/邱建一作 .-- 臺北市 : 甦

活全球網路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70-45-8 (EPUB) 普遍

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特洛

伊戰後.奧德修斯. 1/邱建一作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46-5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特洛

伊戰後.奧德修斯. 2/邱建一作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47-2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荒誕

的故事.阿普留斯 金驢記. 1/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48-9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荒誕

的故事.阿普留斯 金驢記. 2/邱建一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49-6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奧德

修斯.王者之弓. 1/邱建一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50-2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奧德

修斯.王者之弓. 2/邱建一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51-9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奧德

修斯.返鄉之路. 1/邱建一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52-6 (EPUB) 

普遍級  

*(西洋藝術鑑賞 希臘羅馬神話)奧德

修斯.返鄉之路. 2/邱建一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7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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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170-53-3 (EPUB)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大溪.台灣經典民宅與淡水河

的黃金時光.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61-8 (EPUB) 普遍

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大溪.台灣經典民宅與淡水河

的黃金時光.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62-5 (EPUB) 普遍

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大龍峒圓山.開啟北台文風與

眾神保庇的福地. 1/林嘉澍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63-2 (EPUB)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大龍峒圓山.開啟北台文風與

眾神保庇的福地. 2/林嘉澍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64-9 (EPUB)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杜聰明與林衡道.推動台灣醫

學、文史的翁婿. 1/林嘉澍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65-6 (EPUB)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杜聰明與林衡道.推動台灣醫

學、文史的翁婿. 2/林嘉澍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0-66-3 (EPUB)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板橋.看見連板橋人都不太熟

的板橋城.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

活全球網路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70-67-0 (EPUB) 普遍

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板橋.看見連板橋人都不太熟

的板橋城.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

活全球網路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70-69-4 (EPUB) 普遍

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花蓮.歐洲巨石在水尾、好山

好水璞石閣.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68-7 (EPUB) 普遍

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花蓮.歐洲巨石在水尾、好山

好水璞石閣.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54-0 (EPUB) 

NT$500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基隆金山東北角.絕美古道走

山人、山城海港戰役遠 . 1/林嘉澍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55-7 

(EPUB) NT$500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基隆金山東北角.絕美古道走

山人、山城海港戰役遠 . 2/林嘉澍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56-4 

(EPUB) NT$500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淡水.徜徉山河古鎮、走入大

英帝國.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57-1 (EPUB) NT$500 普

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淡水.徜徉山河古鎮、走入大

英帝國.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58-8 (EPUB) NT$500 普

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雲林.鯤島國術的江湖、眾神

保佑的寶地.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59-5 (EPUB) 

NT$500 普遍級  

*(眾神庇佑的福爾摩沙與改變台灣

的名人)雲林.鯤島國術的江湖、眾神

保佑的寶地.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0-60-1 (EPUB) 

NT$500 普遍級  

(新譯)童話詩人宮澤賢治燃亮社會/

宮澤賢治作; 許芳寧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4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16-5 (線上

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跨科解密)胃食道逆流修復全書: 美

國權威醫師 12 年實證,兩大飲食階段

X75 道低酸飲食,14 天終結各種逆流

症狀/潔米.考夫(Jamie Koufman), 喬丹.

斯特恩(Jordan Stern), 馬克.鮑爾(Marc 

Bauer)作; 陳莉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41-3 (PDF) 普遍級  

(跨科解密)胃食道逆流修復全書: 美

國權威醫師 12 年實證,兩大飲食階段

X75 道低酸飲食,14 天終結各種逆流

症狀/潔米.考夫(Jamie Koufman), 喬丹.

斯特恩(Jordan Stern), 馬克.鮑爾(Marc 

Bauer)作; 陳莉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42-0 (EPUB) 普遍

級  

(漫畫圖解)上班族必學 Excel 文書處

理 術 / 羽 毛 田 睦 土 監 修 ; AKIBA 

SAYAKA 漫畫;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52-9 (EPUB) 

普遍級  

(漫畫圖解)上班族必學 Excel 文書處

理 術 / 羽 毛 田 睦 土 監 修 ; AKIBA 

SAYAKA 漫畫;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53-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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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59-3 (EPUB) 普遍

級  

10 個魔法語句,1 分鐘使姿勢變更美!/

大橋 SHIN 作; 黃筱涵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51-5 (EPUB) 

NT$320 普遍級  

10 個魔法語句,1 分鐘使姿勢變更美!/

大橋 SHIN 作; 黃筱涵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52-2 (PDF) 

NT$320 普遍級  

140 張圖學會抓到漲停的藝術: 「實

戰」、「圖解」61 個短線放量暴漲

前的買進訊號!/麻道明著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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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樂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10-5 (PDF) 普遍級  

15 分鐘寫出千字爆紅文: 拆解文章高

點閱、高轉發的吸睛原理,讓寫作興

趣成功變現的自我實踐專書/少女凱

倫(花芸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

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05-9 (EPUB) 普遍級  

15 分鐘寫出千字爆紅文: 拆解文章高

點閱、高轉發的吸睛原理,讓寫作興

趣成功變現的自我實踐專書/少女凱

倫(花芸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

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06-6 (PDF) 普遍級  

2022 威尼斯雙年展衛星展 台灣五月

畫會 66 週年會員聯展/吳柳總編輯 .-

- 初版 .-- 新北市 : 五月畫會, 11108 .-

- 52 面 ; 25 公分  .-- ISBN 978-986-

85329-2-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2049 百年馬拉松: 中國稱霸全球的祕

密戰略/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作; 

林添貴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91-0 (EPUB) 普遍級  

21 世紀使命門徒: 開啟多元又創新的

門徒世代/董家驊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69-3 (EPUB) 普遍

級  

228 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

會(1945-1947)/黃惠君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4-42-8 (PDF) 

NT$228 普遍級  

30 天幽默感提升班: 轉念即樂,我們

總要學會笑看人生/焦瑛, 馮國濤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39-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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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5-8-9 (PDF) NT$3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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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5-9-6 (EPUB) NT$3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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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39-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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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40-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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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40-2 (EPUB)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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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41-9 (PDF) NT$360 普遍級  

5 分鐘征服英文法/張瑪麗著 .-- 新北

市 : 哈福企業,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15-2-1 (PDF) 普遍級  

60 秒推理讀心術/王亞姍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3-173-8 (PDF) 

普遍級  

请帮帮我/康轩华语教材研发小组编

着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06-3 

(EPUB) 普遍級  

这 里 是 哪 里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24-7 (EPUB) 普遍級  

谁最漂亮?/康轩华语教材研发小组

编着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07-0 

(EPUB) 普遍級  

A study in Scarlet: rainbow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7 .-- 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94-82-7 (平裝) 普遍

級  

ABC go!/author Catherine Huang .-- 臺

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8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16-2 (平裝) 

普遍級  

ACL 資料分析與電腦稽核 /黃士銘

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68-1 (PDF) 普遍級  

Acupuncture and Facial vein massage 

therapies for Primary trigeminal 

neuralgia: Long-term case report/author 

Huang, Yu-Chi .-- 1 版 .-- 屏東縣 : 黃

裕祁,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18-7 (PDF) 普遍級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computer-

mediated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micro-evaluation of tasks/author Paoling 

Liao .-- 初版 .-- 高雄市 : 定易, 11107 .-

- 46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948-7-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An evaluation model for computer-

mediated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evaluating task-based pedagogy/author 

Paoling Liao .-- 高 雄 市  : 廖 葆 齡 , 

11107 .-- 3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85-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new era: 

insights and applications/editors Fang-

Chi Chang, Bo-Yuan Huang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1107 .-- 19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45-998-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Arduino 專題製作與應用. Python 連

線控制篇/陳明熒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93-8 (EPUB) 

NT$500 普遍級  

*Arduino 專題製作與應用. Python 連

線控制篇/陳明熒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94-5 (PDF) NT$500

普遍級  

Beautiful stories from Shakespeare(寂天

雲隨身聽 APP 版)/E. Nesbit 著 .-- first 

edition second printing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0-144-2 (第 2 冊:25K 平裝) 

NT$280 普遍級  

Best kids(student book). 4A/author 

Reene Hsiao .-- 新北市 : 貝師特文化, 

111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735-4-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Best kids(student book). 5A/author 

Reene Hsiao .-- 新北市 : 貝師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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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735-5-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Best kids(student book). 6A/author 

Reene Hsiao .-- 新北市 : 貝師特文化, 

111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735-6-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Biz talk(student's book)/希伯崙編輯團

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司, 11107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676-9 (平裝) 普遍級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務與進階

活用技術/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95-2 (PDF) NT$690

普遍級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務與進階

活用技術/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96-9 (EPUB) 

NT$690 普遍級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21= 中國

人權觀察報告. 2021/ .-- 臺北市 : 臺灣

民主基金會, 11106 .-- 34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731-3-5 (平裝) 

普遍級  

Codex 營養標示指引與台灣及美國

相關法規之比較/江易原, 苑奕琝, 梁

暄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軟體自由

協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2929-6-2 (PDF) 普遍級  

Conference proceedings(English paper) 

of the 26th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GCCCE 

2022)/editor Chiu-Pin Lin, Yi-Hsuan 

Wang, Bo Jiang, Ju-Ling Shih, Siu 

Cheung Kong, Xiaoqing Gu .-- first 

edition .-- 桃園市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

育應用學會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98399-7-6 (PDF) 普遍級  

CXO 網路賣家+業績倍增行動策略

綱領/謝榮鎮著 .-- 1 版 .-- 新北市 : 宇

鎮企管顧問, 11108 .-- 19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96443-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Deemo II: 美術設定集/雷亞遊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262-6 (PDF) 

普遍級  

Deemo II: 美術設定集/雷亞遊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263-3 (EPUB) 

普遍級  

Don Quixote: tsunamis/ .-- 高雄市 : 美

樂蒂文教, 111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81-0 (平裝) 普遍

級  

E-PROCEEDING BOOK: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Praxis in The Age 

of the New Normal 2022(1st ICHESPAN 

2022)/ .-- first edition .-- 台中市 : 亞洲

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17-0-3 (PDF) 

普遍級  

Effective reading. 1/authors Pat Woods, 

Seraphim William Davidson, Tanya Lin, 

Tiffany Hu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7 .-- 1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02-6 (平裝) 普遍級  

Elementary statistics: a step by step 

approach(brief version)/by Allan G. 

Bluman .-- 臺北市 : 新月圖書, 11107 .-

- 7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96141-6-0 (平裝) 普遍級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ook 2/authors 王家音, 林怡伶, 許惠

芬, 程春美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8 .-- 2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03-3 (平裝) 普遍級  

English for work and business/僑光科技

大學大二英文成長社群老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9 .-- 2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147-990-3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ESG: 知 識 地 圖 總 覽 = ESG: 

knowledge map overview/官生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品質學會, 11107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914-

96-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CEL 品質管理/陳耀茂作 .-- 二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69-3 (PDF) 普遍級  

FinTech 金融科技名詞速查字典: 全

面即懂人工智慧、數位貨幣、區塊

鏈、支付科技及網路安全/金融科技

理論與應用研究小組, 劉新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049-23-5 

(EPUB) NT$294 普遍級  

Get the Point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溫朝

炯, Guy Redmer 著作 .-- 第一版第 15

刷 .-- 臺北市 : 敦煌, 11108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81-9 (平

裝) 普遍級  

Go! go! banjo!/written by Andrew Bliss; 

illustrated by Birdy .-- 新北市 : 學習王

科技, 11107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15-2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Golden wisdom: stories of words of 

Gold/by Sheng-Yen Lu; translated by 

Janny Chow .-- 臺北市 : 一福文化 , 

11107 .-- 20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21-2-2 (平裝) 普遍級  

How to 打造自動賺錢機器 /王晴天

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71-943-5 (EPUB) 

普遍級  

How to 打造自動賺錢機器 /王晴天

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71-944-2 (PDF) 

普遍級  

IV I 小提琴教本. 入門= For the violin 

IV I violin school/林軾壹作 .-- 初版 .-- 

新竹市 : 林軾壹, 11108 .-- 5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55-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Java SE 17 技術手冊/林信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53-1 (PDF) 

NT$680 普遍級  

K-POP 追星旅遊必學韓語: 5 天 4 夜

玩首爾,依次學會單字、句型、會話、

實用表達!/安鏞埈著; 郭于禎, 李禎妮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466-8-8 (PDF) 普遍級  

Moby Dick: venomous animals/ .-- 高雄

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7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80-3 (平裝) 

普遍級  

New technology-mediated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 task 

repetition framework/author Paoling 

Liao .-- 高雄市 : 廖葆齡, 11107 .-- 3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377-

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Photoshop 創意完美影像合成揭密

/Matt Kloskowski 著; 張雅芳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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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70-8 (PDF) 

NT$580 普遍級  

Python 操作 Excel: 最強入門邁向辦公

室自動化之路: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38-5 

(PDF) NT$680 普遍級  

Ratology evolutions: my psychotic 

model/by Yaowen Chang .-- 臺北市 : 張

耀文, 11107 .-- 79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76-7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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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66-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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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67-5 (EPUB) 普遍級  

Salon Flowers 嶺貴子的季節鮮花課/

嶺貴子著; 張瑋芃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72-4 (PDF) 普遍級  

Salon Flowers 嶺貴子的季節鮮花課/

嶺貴子著; 張瑋芃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73-1 (EPUB) 普遍級  

SDGs 系列講堂 去碳化社會: 從低碳

到脫碳,尋求乾淨能源打造綠色永續

環境/InfoVisual 研究所;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88-5 

(EPUB) 普遍級  

Senior devotion: let the love flow/Eileen 

Y. Li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使徒, 

11108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072-3-8 (精裝) NT$400 普遍級  

SHO-TIME: 大谷翔平,不可思議的二

刀流奇蹟/傑夫.佛萊契(Jeff Fletcher)

著; 文生大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70-5 (PDF) 普遍級  

SHO-TIME: 大谷翔平,不可思議的二

刀流奇蹟/傑夫.佛萊契(Jeff Fletcher)

著; 文生大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71-2 (EPUB) 普遍級  

SPA&醫學美容產業經營與管理: 美

容創業教戰守冊/靳千沛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70-4 (PDF) 

普遍級  

Study kids/illustrated by Tzu-Min Wang, 

Shih-Yu Chang .-- 新北市 : 學習王科

技, 11107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16-9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SUIT: 十五月攝影集/十五月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8-391-3 (平

裝) NT$650 限制級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no.49: special issue on new 

generation women's fiction from 

Taiwan/editor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translator John Balcom, Yingtsih 

Hwang, Karmia Chan Olutade, Aoife 

Cantrill, Erin Y. Huang;Billy Beswick, 

Hu Ying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0-637-9 (PDF) 普遍級  

Technology-mediated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BLT action 

research/author Paoling Liao .-- 高雄市 : 

定易, 11107 .--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48-6-9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The 9484 poems: original postcard 

series/Daniel Castelaz .-- 苗 栗 縣  : 

Thumbook Press, 11107 .-- 361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96463-0-2 (平裝) 

NT$750 普遍級  

The complete set of discourses on the 

Great Perfection Dharma. volume 1/by 

Sheng-yen Lu; translated by Janny 

Chow .-- 臺北市 : 一福文化, 11107 .-- 

349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221-3-9 (平裝) 普遍級  

The HDUT journal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宏國德

霖英日語文教學與學習期刊/宏國德

霖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7 .-- 25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147-991-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TIFLE collected papers in language 

education. volume I: Research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English literature= 台灣語

言教育學會論文集叢書. 第一卷: 英

語 教 學 與 英 文 文 學 研 究 /Edited by 

Chien-Chih Chen .-- 臺南市 : 台灣語言

教育學會, 11107 .-- 11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237-1-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V.K 克  愛 . 無 限 鋼 琴 譜 集 = 

Love.infinity piano collection/V.K 克著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巨人音樂, 

111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0434-8-9 (精裝) NT$799 普遍級  

Ways of Reading Zhou Mengdie/漢樂逸

(Llyod Haft)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78-3 (EPUB) 普遍級  

Where 旅遊味: 絕美瑞士/劉建德總編

輯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11107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35-9-

1 (平裝) 普遍級  

WordPress6+Azure 超實務解說: 經典

範例與實用外掛精選/蕭國倫, 姜琇

森, 李雅婷, 黃玉杏, 李明錞, 古雅媛

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36-1 (PDF) 普遍級  

Yeshua HaMashiach 50 個彌賽亞耶穌

的名/李淑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王

家的鷹新創顧問, 11108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438-0-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Your soul deserves to be saved: Tu alma 

merece ser salvada./author Wilson 

Tseng .-- 臺 中 市  : 心 情 雜 貨 店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21-1-4 (EPUB) 普遍級  

「我們都被河蟹了」: 德國知名記者

在中國監控國度的觀察紀實 /馬凱

(Kai Strittmatter)著; 林育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69-3 (PDF) 

普遍級  

「我們都被河蟹了」: 德國知名記者

在中國監控國度的觀察紀實 /馬凱

(Kai Strittmatter)著; 林育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7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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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零一夢: 解夢事典/Vicky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40-0 (PDF) 

普遍級  

一山.一故事: 科技人的歷史旅記/邱

求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57-6-3 (PDF) 普遍級  

一天 10 分鐘的精準閱讀力: 解決沒

時間看書、讀過就忘、無法活用知

識的閱讀筆記技巧/崔殊旼(최수민)

著; 林侑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32-1 (EPUB) 普遍級  

一天 10 分鐘的精準閱讀力: 解決沒

時間看書、讀過就忘、無法活用知

識的閱讀筆記技巧 /崔殊旼(최수민)

著; 林侑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33-8 (PDF) 普遍級  

一日深遊北台灣: 20 條精選路線/葉

言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74-7 (PDF) 普遍級  

一日深遊北台灣: 20 條精選路線/葉

言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75-4 (EPUB) 普遍級  

一字疙 da: 三字闽南语/林加一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廖嘉裕, 11108 .-- 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75-

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一年六班的秘密基地(彩色版)/謝俊

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431-7-6 (PDF) 普遍級  

一次學會基礎越南語: 透過本書所教

授最簡單、最常用的語句,立刻就能

講出越南人天天在用的生活越南語/

尹善愛作; 李禎妮譯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33-8 (PDF) 普遍級  

一 起 去 野 餐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17-9 (EPUB) 普遍級  

一針見血、兩針見骨,三針見閻王的

麻辣說話術/天空為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41-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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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寶國際,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81-5 (PDF) 

普遍級  

一群人,讓這裡更美好: 雲林改變臺

大,臺大守護健康/朱乙真, 林惠君, 陳

建豪, 黃星若, 黃筱珮, 黃筱潔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09-5 (PDF) 普遍級  

一群人,讓這裡更美好: 雲林改變臺

大,臺大守護健康/朱乙真, 林惠君, 陳

建豪, 黃星若, 黃筱珮, 黃筱潔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10-1 (EPUB) 普遍級  

一鑫一藝 台灣當代金工與首飾藝術/

陳國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8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82-7 (平裝) 普遍級  

九龙记. 首部曲: 光丶暗天使之战/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6-1-9 (EPUB) 普遍級  

九鼎天下秦始皇: 統一度量衡、修築

萬里長城、建阿房宮、廢分封設郡

縣、焚書坑儒......只有他來不及做到,

沒有他做不到!/孟飛, 華斌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07-1 

(EPUB) 普遍級  

了解佛法/諦深大師作 .-- 高雄市 : 以

戒為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34-0-0 (PDF) 普遍級  

了解你心中的惡: 從心理學、生物學、

經濟學觀點分析人性黑暗中的光明

面 / 賽 門 . 麥 卡 錫 - 瓊 斯 (Simon 

McCarthy-Jones)著 ; 鄭煥昇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79-6 (EPUB) 

普遍級  

二奶的攻防: 妳問我答,戰勝乳癌/鄭

翠芬, 蘇怡羚, 小珊作; 許伯琴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約

16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

695-6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普

遍級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作; 劉開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約 50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06-8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 ISBN 

978-626-335-707-5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450 普遍級  

人生好難: 現代公民九個麻煩的哲學

問題/沃草烙哲學作者群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22-8 (EPUB) 

普遍級  

人生好難: 現代公民九個麻煩的哲學

問題/沃草烙哲學作者群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23-5 (PDF) 

普遍級  

人生理財的失落環節: 遺產/李志正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54-3 (PDF) 普遍級  

人生理財的失落環節: 遺產/李志正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55-0 (EPUB) 普遍級  

人生最重要的整理,離世清單: 三階

段守護你的財富,留給家人永恆的遺

愛,而不是遺憾或遺恨/艾比.施奈德

曼 (Abby Schneiderman), 亞 當 . 賽 佛

(Adam Seifer), 吉 恩 . 紐 曼 (Gene 

Newman)著; 朱家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09-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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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琦, 肖勝平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68-5 (EPUB) 普遍級  

人生需要智慧才能更幸福/藏峰宇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69-9 (PDF) 普遍級  

人間有味是清歡: 東坡肉、元脩菜、

真一酒 ,蘇軾的飲食生命史 /黃啟方

著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

3438-2 (EPUB) 普遍級  

人類社會 . 上卷 /普羅巴 .阮將 .沙卡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 .-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7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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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96430-0-4 (EPUB) 

NT$200 普遍級  

人類破壞性的剖析: 心理學大師佛洛

姆對人性最全面、最透徹的探索與

總結/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梁永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42-8 (PDF) 普遍級  

人類破壞性的剖析: 心理學大師佛洛

姆對人性最全面、最透徹的探索與

總結/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梁永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43-5 (EPUB) 普遍級  

入夜前反復的夢= Recurring dreams 

before night/陳森有文字.攝影 .-- 初

版 .-- 新北市 : 陳森有, 11109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374-

3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入境大廳/陳偉棻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約 30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04-4 (線上有

聲書(MP3)) NT$360 .-- ISBN 978-626-

335-705-1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60 普遍級  

八字學/蔡振名編著 .-- 臺中市 : 中市

海線社大, 11109 .-- 679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2417-2-4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十二星座我最讚: 偶像特質大解析/

曾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42-4 (PDF) 普遍級  

十二星座排行榜: 真面目無所遁形的

殘酷舞台/曾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43-1 (PDF) 普遍級  

十八世紀後半葉英國美學研究: 美學

流變 x 學者論戰 x 全面解析,從美的

定義範圍到美的文化建構,研究近代

美學發展必讀之作/董志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608-8 

(EPUB) 普遍級  

*十六歲的荒野課: 在自然裡養成一

顆溫柔的心/彭永松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蔚藍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4-84-7 (EPUB) 普遍

級  

*下輩子我們當筷子好了: 守護漸凍

人丈夫八年的深情告白/劉雲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4-85-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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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69-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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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72-1 (EPUB) 普遍級  

大人的世界沒有容易二字/老楊的貓

頭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487-7 (EPUB) 普遍級  

大佛頂首楞嚴經(國語注音)/ .-- 三

版 .-- 臺中市 : 瑞成, 11107 .-- 冊 .-- 

ISBN 978-957-785-910-5 (全套:平裝) 

NT$1200 普遍級  

大其心: 全美電信第一華人,貝爾實

驗室全球執行副總裁許濬回憶錄/許

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51-8 (PDF) 普遍級  

大其心: 全美電信第一華人,貝爾實

驗室全球執行副總裁許濬回憶錄/許

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52-5 (EPUB) 普遍級  

*大專羽球課程涉入程度、體驗價值

與學習滿意度、再修課意願關係之

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evel of involvement, experience value,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courses re-

selection of badminton classes at 

colleges/李建霖著 .-- 臺南市 : 靝巨書

局, 11107 .-- 2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16-0-4 (平裝) 普遍級  

大清金孫乾隆: 內定皇帝不用爭,享

盡人間福;十全武功定盛世,難逃情愛

糾葛/孟飛, 華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33-0 (EPUB) 普遍

級  

*大話 Flutter 跨平台應用開發. 入門

篇: 物聯網、邊緣計算、多載具應用,

新世代萬用技能/李秉鴻, 周廷諺, 薛

宇睿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97-6 (PDF) NT$620 普遍級  

*大話 Flutter 跨平台應用開發. 入門

篇: 物聯網、邊緣計算、多載具應用,

新世代萬用技能/李秉鴻, 周廷諺, 薛

宇睿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98-3 (EPUB) NT$620 普遍級  

大數據地圖與地理空間資料視覺化

設計指南 /彭其捷 , 卓易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41-9 (PDF) 

普遍級  

女神歲月無痕: 永遠對生命熱情、保

持感性與性感,並以靈性來增長智慧/

克 里 斯 蒂 安 . 諾 斯 拉 普 (Christiane 

Northrup)著; 馬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4-0-4 (EPUB) 普遍

級  

小肺人的半肺人生: 341 天戰勝罕病

NTM,重新奪回呼吸的自由!/謝子瑩

口述; 謝子瓔文字; 許伯琴朗讀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約 24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94-9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普遍級  

小故事有意思: 一切意外皆是插曲/

馮國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79-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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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05-3-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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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05-4-6 

(PDF) 普遍級  

小 說 的 藝 術 / 米 蘭 . 昆 德 拉 (Milan 

Kundera)作; 尉遲秀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27-4 (PDF) NT$224 普遍

級  

丑角登場: 崔子恩的酷兒影像/白睿

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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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696-3 (EPUB) 普遍級  

不只有巧克力 你想知道的立陶宛/楊

寧雅 Janin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閱

樂國際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824-7-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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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9-271-8 (PDF) 普遍級  

不平凡年代的幸福產業建築代銷/蘇

玉珠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

市不動產代銷公會, 11107 .-- 1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68-0-8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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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93-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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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94-2 (EPUB) 普遍級  

不同的人生風景: 臺大教師傑出服務

的故事. 4/羅清華主編 .-- 臺北市 : 臺

大出版中心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50-636-2 (PDF) NT$450

普遍級  

不同時間,不同光影,永恆的莫內: <印

象.日出>、<撐傘的女人>、<魯昂大

教堂>,撕開藝術偏見,揭開歐洲繪畫

史大革命,印象派永不消逝的燈塔/宋

承澤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18-7 (EPUB) 普遍級  

不怕輸,就怕放棄: 仙女老師教你說

自己的故事,走出你要的結局/余懷瑾

作; 于承右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

學習, 11107 .-- 約 3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22-6 (線上有聲書

(MP3)) NT$320 普遍級  

不 能上 學的 小孩 (彩 色版 )/林蔚貞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431-6-9 (PDF) 普遍級  

不學無術: 從標點符號、期末報告到

專書寫作/謝世宗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84-6 (PDF) 普遍級  

中文悅學堂: 閱讀寫作雙導引/林于

盛, 高美芸, 陳猷青, 蔡文彥, 賴素玫

編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90-7 (PDF) 普遍級  

中老年人居家體健能: 運動健身健康

一生/田鳳舜作 .-- 桃園市 : 華晶企業, 

11108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814-5-7 (平裝) 普遍級  

中英日詞彙實用 3400: 交通、購物、

追劇、旅行,日常生活絕對用得到的

單字大全(行動學習單字卡電子書)/

檸檬樹英日語教學團隊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檸檬樹,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6703-37-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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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686-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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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687-0 

(EPUB) 普遍級  

中國古代建築美學與文化: 都城 X 宮

殿 X 祭壇 X 陵墓 X 古塔,以歷史的語

言形態講述「雖過去,卻實在」的物、

事與人情/王世瑛, 朱德明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14-0 

(EPUB) 普遍級  

中國地形地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

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71-2 (全開單張 ) 

NT$180 普遍級  

中國建築美學史: 先秦至兩漢: 臺榭

乘虛 X 殉葬建屋 X 天圓地方,從個人

德性的彰顯到鬼神信仰的推展/王耘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32-3 (EPUB) 普遍級  

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發展歷程: 天朝思

想、封建禮教、錯誤政策,五千年文

明為何變得脆弱不堪?/張連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09-5 

(EPUB) 普遍級  

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 80 週年

座談會論文集/馬英九, 劉偉民, 周惠

民, 張鑄勳, 劉維開, 楊維真, 王懷慶, 

應俊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馬英九

文教基金會, 11107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860-3-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 古代史篇/余

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43-4 (EPUB) 普遍級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 古代史篇/余

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44-1 (PDF) 普遍級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 現代史篇/余

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45-8 (PDF) 普遍級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 現代史篇/余

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84-7 (EPUB) 普遍級  

*中華打擊樂協會 Snare Drum/張文光

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打擊樂協會, 

11107 .-- 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6737-9-2 (平裝) 普遍級  

中華民國後立體派畫會會員年度作

品集. 2022 第廿三屆/翁美娥, 譚國智, 

鍾功哲, 王宸豐編輯 .-- 新北市 : 後立

體派畫會, 11107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81382-3-0 (平裝) 普遍

級  

中華意拳奧秘/劉駿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388-7 (EPUB) 

NT$300 普遍級  

中華曆書(普大字版). 民國 112 年/三

七堂著作 .-- 南投縣 : 三七堂, 11107 .-

- 64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06817-3-4 (平裝) NT$130 普遍級  

中華曆書. 民國 112 年/三七堂著作 .-

- 南投縣 : 三七堂, 11107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17-2-7 (平裝) 

NT$130 普遍級  

中醫四物所: 淺易圖文 x 趣味漫畫,從

中醫知識懶人包到分析日常病痛的

眉眉角角,IG 人氣平臺帶你無痛理解

中醫!/中醫四物所著 .-- 一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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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臉譜,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6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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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44-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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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45-9 (PDF) 普遍級  

五行均衡調理飲食養生法 /魏辛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44-8 

(PDF) 普遍級  

什麼是城市?= Qu'est-ce qu'une ville?/

阿蘭.貢比耶(Alain CAMBIER)作; 李

崇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3-8-2 (EPUB) NT$27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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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寶國

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475-4 (EPUB) 普遍級  

今天能賣多少球?從冰淇淋店輕鬆學

超有趣的統計學!/向後千春, 冨永敦

子作;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53-9 (EPUB) 

NT$350 普遍級  

今天能賣多少球?從冰淇淋店輕鬆學

超有趣的統計學!/向後千春, 冨永敦

子作;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54-6 (PDF) NT$350

普遍級  

元宇宙 /馬修 .柏爾(Matthew Ball)著;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26-2 (EPUB) 普遍級  

元宇宙 /馬修 .柏爾(Matthew Ball)著;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27-9 (PDF) 普遍級  

內省的技術: 勇敢了解自我、願意真

心傾聽,培養主動學習的能力,讓自己

和組織更強大!/熊谷美香著; 許郁文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53-7-7 (EPUB) 普遍級  

內部攻略!圖解陰道快感開發.高潮完

全指南/由良橋勢著; 何姵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81-6 

(EPUB) 限制級  

六祖壇經白話插圖版/李克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45-5 (PDF) 

普遍級  

公 园 里 有 什 么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18-6 (EPUB) 普遍級  

公關界帝王羅蘭的五堂英文課: 能量

爆表的七十則名言,讓你不僅學會英

文,更找回鋼鐵之心的自信/ROLAND, 

田中茂範著; 童唯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06-0 (EPUB) 普遍

級  

分子生物學(導讀本)/David P. Clark, 

Nanette J. Pazdernik, Michelle R. 

McGehee 作; 王紹鴻, 張珮君, 歐柏榮, 

林朝賢導讀 .-- 二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8 .-- 10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45-9 (平裝) 普遍級  

分齡照片 x 安心指引 x 專業建議 0〜

3 歲全方位育兒聖經:從成長發育、

副食品製備到疾病預防,用專業知識

守護寶寶的每一天 /土屋惠司監修; 

王盈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89-2 (EPUB) 普遍級  

天下女人都會卡的關/夢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46-2 (PDF) 

普遍級  

天下女人都會犯的錯/夢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47-9 (PDF) 

普遍級  

天才其實是偏才: 找到自己的強項,

偏才也會變天才。/劉茜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任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8-9-8 (EPUB) 普遍

級  

天才其實是偏才: 找到自己的強項,

偏才也會變天才。/劉茜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任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2-00-0 (PDF) 普遍級  

天可汗李世民: 殘忍又仁厚的雙面帝

王,玄武門梟首兄弟,皇城內逼禪父皇,

踏著手足的屍身,牽著英才的雙手,開

創不朽的盛世帝國!/潘于真, 劉幹才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31-6 (EPUB) 普遍級  

天后聖帝武則天: 出家還俗、宮鬥立

后,垂簾聽政、建周稱帝,蓋棺無字碑

/山陽, 郭豔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10-1 (EPUB) 普遍

級  

天地一紙: 李清榮的糊紙藝術/林承

緯, 呂江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北

市文化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4-40-4 (PDF) NT$300 普遍

級  

天然酵母免揉麵包: 6 天養出專業級

「酸種」,新手也能烘培出健康麥香

好味道/真藤舞衣子著;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51-0 

(EPUB) 普遍級  

天然酵母免揉麵包: 6 天養出專業級

「酸種」,新手也能烘培出健康麥香

好味道/真藤舞衣子著;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52-7 

(PDF) 普遍級  

天敵/縵華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67-3 (EPUB) 普遍級  

少女的祈禱/陳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圓神,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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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11-8 (PDF) 普遍級  

巴 赫 花 精 針 灸 法 / 黛 博 拉 . 克 萊 頓

(Deborah Craydon), 華 倫 . 貝 洛 斯

(Warren Bellows)著; 舒子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71-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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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引力: 從「心」教養,讓親子關係

從對立走向並肩,孩子會變好,你也是

/凱西.庫克著; 蘇心美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道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426-3 (EPUB) 普遍級  

心象繪畫: 高行健畫集/高行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446-5 (EPUB) 

普遍級  

心象繪畫: 高行健畫集/高行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447-2 (PDF) 

普遍級  

心機有多重,成就就有多高: 做人不

設防,小心被暗箭所傷;再善良也要學

會心計,否則早晚吃虧上當/歸海逸舟, 

俞姿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570-8 (EPUB) 普遍級  

手相開運 200 問: 性格密碼一手抓/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48-6 (PDF) 普遍級  

手術室護理/伍雁鈴, 吳秋燕, 張玉珠, 

劉棻作 .-- 四版 .-- 臺北市  : 華杏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4-668-9 (PDF) NT$600 普遍級  

手機洩心機: 偏愛方向、擺放位置、

自拍慣性、離奇事件......手機心理學

揭露你從不自知的 82 種暗示/子陽, 

諾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80-7 (EPUB) 普遍級  

文明論衡/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48-9 (EPUB) 普遍級  

文明論衡/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4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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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23-475-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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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23-476-0 (EPUB) 普遍級  

文藝.自然.哲理.愛情: 落蒂新詩論集

續編/余城旭, 陳卓盈, 鄭鍵鴻編; 余境

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10-4 (PDF) NT$300 普遍級  

日本語浪漫情話 100 選: 給我心唯一

的你/出口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檸

檬樹,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4387-9-7 (EPUB) 普遍級  

日本語應援格言 100 選: 陪你過好每

一天/出口仁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檸

檬樹,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2774-5-7 (EPUB) 普遍級  

日本の教育改革から学ぶ台湾にお

ける小中学校の日本語教育の研究/

闕百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8 .-- 29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55-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日記,謝謝你: 蔡榮勇漢英日三語詩

集/蔡榮勇著; 陳郁青英譯; 保坂登志

子日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8-90-6 (EPUB) 普遍級  

日常花事圖鑑: 常見 200 種花卉,從選

擇、知識到花語的療癒系手帖/宇田

川佳子作; 林安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45-4 (EPUB) 普遍級  

日語流行歌謠全集(簡譜改訂版). 上

= The Japanese best popular songs/劉清

祥, 劉彬榕編配 .-- 初版 .-- 新北市 : 

中央樂譜, 11108 .-- 38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89952-5-3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日語歌謠卡拉 OK(歌詞版). 上/劉清

祥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央樂譜, 

11108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9952-6-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日檢 N3 爆銷熱賣套書,這套就過關: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

(單字,文法,閱讀,聽力)N3/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山

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山田社, 11108 .-- 冊 .-- ISBN 

978-986-246-708-4 (全套:平裝附光碟

片) NT$1489 普遍級  

日檢圖解比較文法及必背閱讀高分

合格暢銷套書: 精修關鍵句版新制對

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 N2+新制

日檢!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 N2/吉

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

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108 .-- 

冊 .-- ISBN 978-986-246-709-1 (全套:

平裝附光碟片) NT$694 普遍級  

水循環度衡量指標: 工具應用與指引

說明/莫冬立, 廖承甄, 張凱評, 陳科里, 

蘇亭羽, 黃冠鈞, 鄭凱鴻編輯校閱; 鄭

清宗譯 .-- 臺北市 : 企業永續發展協

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317-28-3 (PDF) 普遍級  

父產科: 孩子的健康不能只靠卵子!

男性生殖醫學重磅登場/雷內.阿爾梅

林(Rene Almeling)作; 鍾玉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42-6 (PDF) 

普遍級  

父產科: 孩子的健康不能只靠卵子!

男性生殖醫學重磅登場/雷內.阿爾梅

林(Rene Almeling)作; 鍾玉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43-3 

(EPUB) 普遍級  

王勝忠老師的超高效寫作課: 多寫、

多想、多思考,寫好作文就是那麼簡

單!/王勝忠作; 陳昊青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26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23-3 (線上

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世紀今日: 這一天,一個靈魂喚醒另

一個靈魂/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格林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80-07-5 ( 全 套 : 平 裝 ) 

NT$1920 普遍級  

主權區塊鏈 2.0: 改變未來世界的新

力量/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705-0 (PDF) 

普遍級  

功 能 性 訓 練 解 剖 全 書 / 凱 文 . 卡 爾

(Kevin Carr), 瑪麗 .凱特 .菲 特 (Mary 

Kate Feit)著; 劉玉婷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臉譜,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77-2 (EPUB) 普遍級  

*卡夫卡日記 /法蘭茲 .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姬健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61-2 (EPUB) 普遍級  

去 上 学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19-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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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倫敦上插畫課(英國經典版)/朴相

姬(munge), 李智善(sunni)著; 曾晏詩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58-8 

(EPUB) 普遍級  

可以,這很科學: 墨子早就懂針孔成

像?春秋時期擁有專業外科團隊?圓

周率、開平方根、多項式通通難不

倒古人!/張天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19-4 (EPUB) 普遍

級  

可以馬上和老外聊不停的英語會話/

施孝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可屋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44-92-8 (PDF) 普遍級  

可以強悍,也可以示弱: 有身段也有

手段 ,人生的規矩我說了算 /黃大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85-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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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珍藏

版)/午堂登紀雄著; 蘇暐婷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3-10-7 

(EPUB) 普遍級  

古建古風: 中國古典建築代表/何水

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81-4 (EPUB) 普遍級  

古埃及: 揭開神祕古文明面紗/伊恩.

蕭(Ian Shaw)著; 趙睿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63-6 (EPUB) 普遍

級  

叫賣竹竿的小販為什麼不會倒?: 投

資理財前,非學不可的會計入門與金

錢知識(暢銷經典版)/山田真哉著; 東

正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先覺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434-8 (EPUB) 普遍級  

另一種鼓聲: 科學筆記/高涌泉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08-9 

(EPUB) 普遍級  

史上最強股票作手李佛摩 VS.巴魯克

(TOP 雙巨頭套書): 股票作手回憶錄+

華爾街孤狼巴魯克 /埃德溫 .勒菲弗

(Edwin Lefèvre), 伯 納 德 . 巴 魯 克

(Bernard Baruch)著; 李奧森, 李祐寧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02-92-3 (全套: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台灣建國學/許慶雄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8-0-0 (EPUB) 普遍

級  

台灣風俗講予你聽/Hena Ma 作 .-- 嘉

義縣 : 培鈺工作室,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23-0-5 (EPUB) 

普遍級  

台灣風俗講予你聽 /Hena Ma 作 .朗

讀 .-- 嘉義縣 : 培鈺工作室, 11107 .-- 

約 21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23-1-2 (線上有聲書(MP3)) NT$800

普遍級  

台灣棒球名人堂特展紀念集. 2022 第

九屆= The 9th commemorative edition 

of Taiwan Baseball Hall of Fame in 

2022/李鴻明, 林明源, 戚海倫, 游智勝, 

蒲浩明, 廖德修, 鍾裕能作 .-- 臺北市 :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11107 .-- 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939-8-9 (平

裝) 普遍級  

句句良言: 趣味成語填空遊戲/陳奕

明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431-8-3 (PDF) 普遍級  

四季天 然手工皂 : 30 多種天然 素

材,24 款四季皂方,DIY 專屬你的日本

療癒系抗菌親膚皂/Hono 作; 葉韋利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95-5 (PDF) 普遍級  

四季天 然手工皂 : 30 多種天然 素

材,24 款四季皂方,DIY 專屬你的日本

療癒系抗菌親膚皂/Hono 作; 葉韋利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96-2 (EPUB) 普遍級  

四季甜點: 讓做點心成為生活裡的儀

式感/胡涓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48-0 (PDF) 普遍級  

四季甜點: 讓做點心成為生活裡的儀

式感/胡涓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50-3 (EPUB) 普遍級  

四柱八字 200 問: 生辰五行有玄機/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49-3 (PDF) 普遍級  

失去青春的孩子: 美髮建教生的圓夢

與碎夢/涂曉蝶作; Vaisha 小姐朗讀 .-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51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

24-0 (線上有聲書(MP3)) NT$400 普遍

級  

平凡的餘暉/李喜榮作; 李禎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240-4 (PDF) 

普遍級  

平凡的餘暉/李喜榮作; 李禎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241-1 (EPUB) 

普遍級  

平衡的讲道: 以符合圣经的优先顺序

来安排讲道/唐纳.汉弥尔顿(Donald L. 

Hamilton)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

資源中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13-6-8 (EPUB) 普遍級  

必備六法/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30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35-8 (PDF) 

普遍級  

打得開心,贏得漂亮: 麥可.戴爾從創

辦人到領導者的生存之戰/麥可.戴爾

作; 陳珮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

壘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73-6 (EPUB) 普遍級  

打得開心,贏得漂亮: 麥可.戴爾從創

辦人到領導者的生存之戰/麥可.戴爾

作; 陳珮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

壘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74-3 (PDF) 普遍級  

打造將才基因: 善用黃金 5 年,掌握 4

大關鍵認知,躋身前 30%的優勢養成

法/杜書伍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天

下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99-4 (EPUB) 普遍級  

打造新全球標準的亞洲商業模式: 台

積電、鴻海、三星、小米 ......從 30

家代表性企業的戰略看懂翻轉世界

的新勢力!/村山宏著; 陳識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390-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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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形塑力/尼亞姆.歐基夫(Niamh O' 

Keeffe)著; 姜群, 林毓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427-0 (EPUB) 普遍

級  

未來還沒被書寫: 搖滾樂及其所創造

的/張鐵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99-4 (EPUB) 普遍級  

正向談判: 臺大管院教授教你善用借

位思考 ,打破僵局達成目標 /戚樹誠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66-3 

(EPUB) 普遍級  

正向談判: 臺大管院教授教你善用借

位思考 ,打破僵局達成目標 /戚樹誠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67-0 

(PDF) 普遍級  

正念療癒力: 八週找回平靜、自信與

智慧的自己(卡巴金博士 30 年經典暢

銷紀念版)/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

著; 胡君梅, 黃小萍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62-5 (EPUB) 普遍

級  

正念療癒力: 八週找回平靜、自信與

智慧的自己(卡巴金博士 30 年經典暢

銷紀念版)/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

著; 胡君梅, 黃小萍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63-2 (PDF) 普遍級  

正說大明十六帝/劉雅琳著 .-- 臺北

市 : 大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2-365-3 (EPUB) 普遍級  

正說大明十六帝/劉雅琳著 .-- 臺北

市 : 大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2-366-0 (PDF) 普遍級  

正說大清十二帝/劉雅琳著 .-- 臺北

市 : 大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2-367-7 (EPUB) 普遍級  

正說大清十二帝/劉雅琳著 .-- 臺北

市 : 大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2-368-4 (PDF) 普遍級  

母親的河流/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

(Maria José Silveira)作; 余沛霖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5-8-1 

(PDF) 普遍級  

母親的河流/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

(Maria José Silveira)作; 余沛霖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5-9-8 

(EPUB) 普遍級  

母親與聲音: 楊淇竹詩集/楊淇竹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697-0 

(EPUB) 普遍級  

民主制度之發展/余英時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0-2 (EPUB) 普遍

級  

民主制度之發展/余英時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1-9 (PDF) 普遍級  

民主的向望: 二戰後台灣選舉制度沿

革及北高市長選舉/財團法人吳三連

台灣史料基金會作 .-- 臺北市 : 二二

八基金會, 11108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78-3-6 (平裝) 普遍

級  

民主革命論: 社會重建新觀/余英時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2-6 

(EPUB) 普遍級  

民主革命論: 社會重建新觀/余英時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3-3 

(PDF) 普遍級  

民主簡史: 寫給我們這個世代的公民

之書/約翰.基恩(John Keane)著; 翁尚

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65-6 (PDF) 普遍級  

民主簡史: 寫給我們這個世代的公民

之書/約翰.基恩(John Keane)著; 翁尚

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66-3 (EPUB) 普遍級  

民法/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2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55-6 (PDF) 

普遍級  

民法概要/詹森林, 馮震宇, 林誠二, 陳

榮傳, 林秀雄著 .-- 十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56-0 (PDF) 普遍級  

民歌有戀 : 新校園民歌 21 世紀 = 

Songs of romance: Taiwan campus folk 

songs in the 21st century/周興立, 楊清

惠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楊清惠 , 

111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67-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玄奘大學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升等

審查案: 教學實務技術報告類代表、

參考著作/胡修維作 .-- 新竹市 : 竹宇

印刷, 11107 .-- 3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56-6-3 (平裝) 普遍級  

生肖開運 200 問: 性格解碼,開運大吉

/杜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50-9 (PDF) 普遍級  

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一位哲學教授在

兒子自殺後的心理旅程/理查德.布斯

比(Richard Boothby); 陳依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75-9 (EPUB) 

普遍級  

生命存在缺陷 ,我們終究無法完美 : 

不計得失,淡然處之,人生本是一齣悲

喜劇,只是悲劇成分多一點/周成功, 

傅世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12-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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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9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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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94-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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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4-65-6 (PDF) 普遍級  

交辦的態度(復刻版): 為什麼好的指

令可讓「團隊奮起」,而一句批評卻

讓部屬們「沉默不語」?/吉田幸弘

著; 林佑純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

樂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11-2 (PDF) 普遍級  

休庵賸語/白雲老禪師著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605-7-8 (PDF)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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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鵝發燒了: 從比特幣到元宇宙/孫

大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199-0 (PDF) NT$450 普遍級  

*企鵝發燒了: 從比特幣到區塊鏈/孫

大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00-3 (EPUB) NT$450 普遍級  

全世界有錢人都在做的財富倍增法/

高橋丹作; 游韻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569-1 (EPUB) 

普遍級  

全 球碳年 鑑 /碳年鑑網路 團隊 (The 

Carbon Almanac Network)撰寫; 賽斯.

高汀(Seth Godin)編輯; 陳正芬, 何玉

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77-3 (PDF) 普遍級  

全 球碳年 鑑 /碳年鑑網路 團隊 (The 

Carbon Almanac Network)撰寫; 賽斯.

高汀(Seth Godin)編輯; 陳正芬, 何玉

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7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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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95-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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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696-8 (PDF) 

普遍級  

再思福音使命: 更新布道的动机与动

力/斯托得(John Stott)著; 顧華德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65-5 (EPUB)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盧映潔, 李鳳翔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83-9 (PDF)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張麗卿著 .-- 

17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82-2 (PDF) 

普遍級  

刑法概要: 刑法分則/盧映潔, 李鳳翔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80-8 

(PDF) 普遍級  

刑法概要: 刑法總則/盧映潔, 李鳳翔

著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78-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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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36-6-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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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36-7-0 (EPUB) 

普遍級  

向星雲大師學管理/如常法師著 .-- 高

雄市 : 佛光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57-639-5 (PDF) NT$250

普遍級  

合一之道/白崇亮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同心國際傳播,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885-4-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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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71-5 

(EPUB) 普遍級  

回民: <<清實錄>>所載 1800 年前大

清帝國與伊斯蘭教彙編/孔德維, 黃

庭彰, 李依肋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89-0 (EPUB) 普遍

級  

回到家庭去: 婦女職業問題討論集

(1933-1945). 下/柯惠玲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民 國 歷 史 文 化 學 社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7-37-4 (EPUB) 普遍級  

回到家庭去: 婦女職業問題討論集

(1933-1945). 下/柯惠玲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民 國 歷 史 文 化 學 社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7-38-1 (PDF) 普遍級  

回到家庭去: 婦女職業問題討論集

(1933-1945). 上/柯惠玲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民 國 歷 史 文 化 學 社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7-35-0 (PDF) 普遍級  

回到家庭去: 婦女職業問題討論集

(1933-1945). 上/柯惠玲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民 國 歷 史 文 化 學 社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7-36-7 (EPUB) 普遍級  

地球是獨一無二的嗎?從地質學與天

文學深層解析地球如何成為孕育生

命的搖籃/華德(Peter D. Ward), 布朗

李(Donald Brownlee)著; 方淑惠, 余佳

玲譯 .-- 第四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68-2 (EPUB) NT$162 普遍級  

在大山和大海交接的地方= The place 

where the mountain and the sea 

meet/Ting[作 ] .-- 臺北市  : 彭詩庭 , 

11108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63-7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在神行動中的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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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35-2 (平裝) 普遍級  

在質疑中探索事物的本質,論羅素如

何看待世界: 極簡主義 X 分析化約 X

崇尚和平,對人世充滿關懷的哲學家/

劉燁, 潘于真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20-0 (EPUB) 普遍

級  

在輸得起的年紀,做不服輸的自己/何

小敏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91-2 (EPUB) 普遍級  

多肉肉多: 多肉植物入門賞析/王意

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75-2 (PDF) 普遍級  

好 天 气 , 坏 天 气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20-9 (EPUB) 普遍級  

好孕,做自己: 從懷孕到生產,烏烏醫

師寫給你的快樂孕期指南/烏烏醫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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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488-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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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793-2 (EPUB) 普遍級  

好時候/田佳霖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98-7 (EPUB) 普遍級  

如水: 世界與香港/張崑陽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水協會, 11107 .-- 

12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00-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如何成為一流職場菁英?: 41 本全球

暢銷書教我們的最強工作心法/Sam

的書籍解說頻道作; 甘為治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04-2 

(EPUB) NT$380 普遍級  

如何成為一流職場菁英?: 41 本全球

暢銷書教我們的最強工作心法/Sam

的書籍解說頻道作; 甘為治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05-9 

(PDF) NT$380 普遍級  

如何衡量萬事萬物/道格拉斯.哈伯德

(Douglas W. Hubbard)著; 高翠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53-6-0 

(EPUB) 普遍級  

如果不能怪罪你,我要如何原諒你?: 

從哭泣、怪罪到原諒,真實療癒你的

內在創傷/彼得.沃克(Pete Walker)著; 

陳思含譯 .-- 首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6-93-7 (EPUB) 普遍級  

如 影 隨 形 影 像 書 寫 = Light and 

shadow/李濡妘文.攝影 .-- 臺中市 : 臺

中科大設計學院, 11107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98-7-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存飆股 1 次賺進 10 年股息: 簡單 3 步

驟 每次都讓你買在起漲點/林上仁, 

郭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32-5-8 (EPUB) 普遍級  

安心蔬菜自己種(暢銷封面版): 陽台

菜園「有機裁種」全圖解!從播種育

苗到追肥採收,28 款好種易活的美味

蔬菜/謝東奇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蘋

果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574-8-6 (PDF) 普遍級  

*安藤忠雄的極簡建築之歌: 直擊世

紀建築大師的傳奇宇宙/胡琮淨作.主

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7 .-- 約

14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

64-8 (線上有聲書(M4A)) NT$350 普

遍級  

年記. 1960: 時光的線條/歐銀釧著; 報

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85-7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61: 誰在路上走著/王淑芬著; 

報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

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88-8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62: 一個時代的誕生/楊翠著; 

報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

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87-1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63: 或許,不只三十個短篇/陳

輝龍著; 報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186-4 (EPUB) NT$320 普

遍級  

年記. 1967: 時空咖啡廳/張萬康著; 報

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213-7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71: 風靡宇宙的復刻版/洪凌

著; 報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

線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2-195-6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記. 1972: 記憶裡的前塵/張哲生著; 

報時光圖 .-- 2 版 .-- 新北市 : 聯合線

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196-3 (EPUB) NT$320 普遍級  

年賺 18%的複利式存股: 薪水救星喬

哥教你選對穩賺股,飆速累積本金,放

大資產/喬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53-4 (EPUB) NT$380 普

遍級  

年賺 18%的複利式存股: 薪水救星喬

哥教你選對穩賺股,飆速累積本金,放

大資產/喬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54-1 (PDF) NT$380 普遍

級  

曲老師的情緒素養課: 生活中教出孩

子的高情商和好品格/曲智鑛作; 謝

立品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36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25-7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有夢想的人在奔跑,沒想法的人在流

浪/張芝涵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92-9 (EPUB) 普遍級  

百世兵家之師孫武: 著書立說,進獻

兵法,率軍破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顯名諸侯!/岳展騫, 熊偉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63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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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27-6 (EPUB) NT$315 普遍級  

自己在家做麵包: 網紅教你活用麵包

機,77 款配方大公開/薄灰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76-9 (PDF) 普遍級  

自由與平等之間/余英時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4-0 (EPUB) 普遍

級  

自由與平等之間/余英時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5-7 (PDF) 普遍級  

自學.共好.有策略: 我會策畫主題創

意展/陳欣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95-9 (EPUB) 普遍級  

自學.共好.有策略: 我會籌組小說讀

書會/陳欣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99-7 (EPUB) 普遍級  

色彩構成: 明度對比 X 空間混合 X 色

彩調和,結合基礎知識與技巧訓練/王

忠恆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16-3 (PDF) 普遍級  

行政法: 基礎理論與實務/蕭文生著 .-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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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43-076-1 (PDF) 

普遍級  

行政法概要/陳意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61-7 (PDF) 普遍級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年報. 110 年/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原能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2-17-0 (EPUB) 普遍

級  

行旅者的世界史/蔣竹山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20-4 (EPUB) 

普遍級  

行旅者的世界史/蔣竹山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21-1 (PDF) 

普遍級  

西洋繪畫全集/灌木文化編著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42-030-4 ( 全 套 : 精 裝 ) 

NT$6000 普遍級  

西洋繪畫全集: 巴洛克大師經典佳作

/灌木文化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07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2-024-3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西洋繪畫全集: 文藝復興大師經典佳

作/灌木文化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2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2-025-0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西洋繪畫全集: 印象派大師經典佳作

/灌木文化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07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2-026-7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西洋繪畫全集: 後印象派大師經典佳

作/灌木文化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2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2-027-4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西洋繪畫全集: 浪漫主義大師經典佳

作/灌木文化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2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2-028-1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西洋繪畫全集: 新古典大師經典佳作

/灌木文化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07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2-029-8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西班牙語初級入門/陳怡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29-0 (EPUB) 

普遍級  

西瀛勝境: 那群在二二八事件抗爭的

澎湖青年/鳴鏑作; 王育偉朗讀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6 .-

- 約 42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8-88-3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住那個家的四個女人 /三浦紫苑作;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

圖文傳播,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33-6 (EPUB) 普遍級  

佛說無常經/(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 一版二刷 .-- 新北市 : 玄奘印

刷文化, 11108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2-20-2 (25K 平裝 ) 

NT$50 普遍級  

佛說彌陀寶懺(上下)/ .-- 二版 .-- 臺中

市 : 瑞成, 11107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785-909-9 (經摺裝) 普

遍級  

佛學概論/白雲老禪師著 .-- 增訂一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05-8-5 

(PDF)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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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72-2 

(EPUB) 普遍級  

你 们 要 去 哪 里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21-6 (EPUB) 普遍級  

你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艱難了,才決定

開始快樂: 收集那些好極了、棒呆了、

太酷了的瞬間,回擊那些糟透了、弱

爆了、太遜了的時刻/徐多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90-4 (PDF) 

普遍級  

你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艱難了,才決定

開始快樂: 收集那些好極了、棒呆了、

太酷了的瞬間,回擊那些糟透了、弱

爆了、太遜了的時刻/徐多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3-91-1 

(EPUB) 普遍級  

你以為簡單,但其實不簡單的日語文

法 Q&A/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 初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8-8 

(PDF) 普遍級  

你以為簡單,但其實不簡單的日語文

法 Q&A/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 初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9-5 

(EPUB) 普遍級  

你的大腦有點 Blue: 史上最舒適年代,

為什麼還是焦慮不安?/安德斯.韓森

(Anders Hansen)著; 崔宏立譯 .-- 臺北

市 : 究竟,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81-2 (EPUB) 普遍級  

你的夢想可能有點風險: YouTuber 六

指淵,帶你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副本/

六指淵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5-278-9 (EPUB) 普遍級  

你的靈魂值得被拯救/TB 甫子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心情雜貨店,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1-0-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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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43-5 (EPUB) 普遍

級  

你要元氣滿滿,也要人間清醒: 擁有

少女感,修成女王心/蓑依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33-4 (EPUB) 

普遍級  

你要元氣滿滿,也要人間清醒: 擁有

少女感,修成女王心/蓑依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34-1 (PDF) 

普遍級  

余英時書信選/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6-4 (EPUB) 普遍

級  

余英時書信選/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7-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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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與自由主義(思想 45)/陳祖為, 

中島隆博, 郭建, 趙尋, 張千帆, 郭克, 

關子尹, 劉宗坤等合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68-7 (EPUB) 普遍級  

余英時與自由主義(思想 45)/陳祖為, 

中島隆博, 郭建, 趙尋, 張千帆, 郭克, 

關子尹, 劉宗坤等合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69-4 (PDF) 普遍級  

別想了,好好生活吧!: 停止無建設性

的反覆思考,緩解多慮的焦躁,克服決

策疲勞,把心力用在值得的事情上/安

妮.博吉爾(Anne Bogel)著; 許玉意譯 .-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02-1 (PDF) 

普遍級  

別惹老婆生氣!如何避開吵架地雷區?

老公最重要的人生課題/鶴田豐和作; 

甘為治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06-6 (EPUB) NT$350 普

遍級  

別惹老婆生氣!如何避開吵架地雷區?

老公最重要的人生課題/鶴田豐和作; 

甘為治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07-3 (PDF) NT$350 普遍

級  

利用薄膜太陽能模組進行身份識別

的識別系統與光電特徵擷取裝置= 

Input device and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same/陳瑞堂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高立, 11107 .-- 2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41-1 (平裝) 

普遍級  

即選即用銀行英語會話/楊曜檜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45-4 (PDF) 

NT$530 普遍級  

吾心永恆= My mind is immortal/林諭

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林諭志 , 

11109 .-- 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30-9 (平裝) NT$9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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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20-4-7 (EPUB) 普遍級  

壯 見 蜜 桃 = Zhuang Zhuang's 

photobook/壯壯著 .-- 臺北市 : 水靈文

創, 111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57-9-4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妙法蓮華經今解. 四/悟顯法師講述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86-3-6 (PDF) 普遍級  

完全推理數學遊戲/羅波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3-172-1 (PDF) 

普遍級  

完美投資組合: 親訪 10 位投資界傳

奇的長勝策略/羅聞全, 史蒂芬.佛斯

特作; 吳書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56-3 (EPUB) 普遍級  

完美投資組合: 親訪 10 位投資界傳

奇的長勝策略/羅聞全, 史蒂芬.佛斯

特作; 吳書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57-0 (PDF) 普遍級  

尾巴人/林銘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0-478-7 (EPUB) 普遍級  

尾巴人/林銘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0-479-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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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41-2-6 (EPUB) 普遍級  

快速讀懂 60 本偉大之書/張玉彬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70-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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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5855-8-8 (第 1 冊:

平裝) NT$230 .-- ISBN 978-626-95855-

9-5 (第 2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我 , 不 馴 服 / 格 倫 儂 . 道 爾 (Glennon 

Doyle)著; 趙盛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00-3 (EPUB) 普遍

級  

我不理解的上帝: 再思苦難、迦南、

十 架 、 終 末 / 萊 特 (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 黃從真譯 .-- 新北市 : 校園

書房,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98-966-2 (EPUB) 普遍級  

我台北,我街道. 2/李金蓮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36-7 (PDF) 

普遍級  

我台北,我街道. 2/李金蓮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37-4 

(EPUB) 普遍級  

我在日本的 24hr: 街頭巷尾的常民生

活日誌/陳威臣作; 楊詩穎朗讀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約 28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92-5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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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37-73-7 

(EPUB) 普遍級  

我的乞丐爸爸(彩色版)/林蔚貞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431-5-2 

(PDF) 普遍級  

我的家人/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22-3 

(EPUB) 普遍級  

我的強迫症: 腦海裡無法停止的執著

與威脅,排山倒海/陳俞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6-314-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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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4-98-0 (PDF)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英語會話/施孝昌著 .-- 新

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4-93-5 (PDF)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越南語會話(精修版)/陳

依僑, Nguyen Kim Nga 合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15-3-8 (PDF)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圖解印尼語單字: 全場景

1500 張實境圖解,讓生活中的人事時

地物成為你的印尼語老師 !/王耀仟

(Bob Justin Wangsajaya)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34-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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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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82-5 (EPUB) 普遍級  

我的優勢卡: 特殊需求兒童家長手冊

/廖華芳, 邱會雯主編 .-- 臺北市 : 發

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80315-3-1 (PDF) 

普遍級  

我的優勢卡: 特殊需求兒童家長手冊

= Manual of my ability ID cards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廖

華芳, 邱會雯主編 .-- 臺北市 : 發展遲

緩兒童基金會, 11107 .-- 4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0315-2-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我 為 何 寫 作 / 喬 治 .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著; 張弘瑜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40-9 (PDF) NT$280 普遍

級  

我們,長期抗戰中: 第一線護理人員

的疫情觀察誌/29 位為台灣防疫努力

的護理師們合著; 張秀如主編 .-- 新

竹市 :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0-41-8 

(EPUB) 普遍級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楊双子作; 鄭

佳如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7 .-

- 約 4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4-76-5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我家的散漫孩子是創造力隊長: 用認

知科學讀懂孩子內心、改變生活習

慣、提升學習成就感、培養獨一無

二的優勢/李瑟基著; 賴姵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98-4 (EPUB) 

普遍級  

我家貓咪是瞎咪?. 2/アヅミイノリ

作; 米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08-6 (EPUB) 普遍級  

*我素我行/胡煜君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40-1 (EPUB) 普遍級  

我逃跑時的臉孔最勇敢/尹乙著; 金

秀顯繪; 陳靖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284-2 (EPUB) 普遍級  

我 喜 欢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23-0 

(EPUB) 普遍級  

我就是我,不是誰的另一半/朴又蘭著; 

丁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1-04-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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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07-6 

(EPUB) 普遍級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劉林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41-8 (EPUB) 

普遍級  

我靈深處/法蘭西絲.羅博茲(Frances J. 

Roberts)著; 吳蔓玲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道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428-7 (EPUB) 普遍級  

把話說得恰到好處/藏峰宇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67-5 

(PDF) 普遍級  

抓住飙股轻松赚/朱家泓著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61-63-4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改变人生的谈话/黄启团著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9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65-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改變投資腦,散戶也能變高手/成中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48-8 (PDF) 普遍級  

改變投資腦,散戶也能變高手/成中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49-5 (EPUB) 普遍級  

改變問話口氣,孩子願意說: 1 分鐘神

奇溝通術,接住孩子情緒的對話練習/

內田賢司作; 羊恩媺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40-3-4 (EPUB)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六年/李常受著; 

財團 法人 臺灣 福音 書房 編輯 部編

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07 .-- 冊 .-- ISBN 978-986-

166-831-4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166-832-1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33-8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34-5 (全套:精裝) 

普遍級  

每一天,只要比昨天多用功五分鐘就

好: 首爾、延世大學學霸,撼動三十

萬韓國學子的反敗為勝讀書心法/朴

成爀著; 林侑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470-0 (EPUB) 普遍級  

每一天,只要比昨天多用功五分鐘就

好: 首爾、延世大學學霸,撼動三十

萬韓國學子的反敗為勝讀書心法/朴

成爀著; 林侑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471-7 (PDF) 普遍級  

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設計師/李津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68-2 (PDF) 普遍級  

每個孩子都能學好規矩(跨世代長銷

經典版)/安妮特.卡斯特尚作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79-6 

(EPUB) 普遍級  

每當孩子傷心時,故事是最好的陪伴/

蘇珊 .佩羅(Susan Perrow)著; 王聖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19-6-5 (EPUB) NT$550 普遍級  

每當孩子傷心時,故事是最好的陪伴/

蘇珊 .佩羅(Susan Perrow)著; 王聖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19-7-2 (PDF) 普遍級  

沖繩自古以來,不是日本神聖不可分

割的一部份: 琉球王國的前世今生/

朱宥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88-7 (PDF) 普遍級  

沖繩自古以來,不是日本神聖不可分

割的一部份: 琉球王國的前世今生/

朱宥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89-4 (EPUB) 普遍級  

*沒有什麼會永垂不朽/目非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42-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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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公主命,就不要有公主病: 經濟、

生活、情感都獨立,在這個性別平等

的時代,女人更要學會寵愛自己!/歸

海逸舟, 丁智茵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73-9 (EPUB) 普遍

級  

沒擊垮你的逆境,將使你變得更強大/

魏棻卿作; 許芳寧朗讀 .-- 臺北市 : 尚

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23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5-17-2 (線上有

聲書(MP3)) NT$199 普遍級  

見月律師: 千華律虎/釋空行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86-7 

(PDF) 普遍級  

見月律師: 千華律虎/釋空行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87-4 

(EPUB) 普遍級  

那洛巴教你: 邊工作,邊開悟/那洛巴

尊者原典作; 噶瑪巴滇原典藏譯中; 

堪千創古仁波切釋論作; 扎西拉姆.

多多釋論英譯中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98-8-7 (PDF) 普遍級  

事工倍增循环/比尔.琼斯(Bill Jones)

作; 张之陶, 张聪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13-7-5 (EPUB) 

普遍級  

兒童發展心理學/劉金花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00-3 (PDF) 普遍級  

兩千單字圖像記憶法/高嫚 Ivana Kao

作 .-- 初版 .-- 彰化縣 : 高嫚講堂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2-1-0 (PDF) 普遍級  

典型在夙昔: 經世濟民情懷書寫/林

宜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11-1 (PDF) NT$380 普遍級  

典論台語文學/林央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54-5 (EPUB) 普遍

級  

典論台語文學/林央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55-2 (PDF) 普遍級  

到思維之路/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8-8 (EPUB) 普遍級  

到思維之路/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59-5 (PDF) 普遍級  

呼吸原力: 釋放傷痛、激發創造力、

提升自我價值感,最原始也最強大的

力量/麗貝卡.丹尼斯(Rebecca Dennis)

著; 張毓如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5-9-2 (EPUB) 普遍級  

和你,遇見最初的自己/黃湘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83-2 

(EPUB) 普遍級  

周易新繹/吳宏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09 .-- 冊 .-- ISBN 978-

957-32-9700-0 (全套 :平裝 ) NT$1560

普遍級  

奇妙的元素週期表圖鑑百科: 從電子

到星星,從鬼火到可樂,透過趣聞歷史

與現代應用,探索 118 個元素與宇宙

奧祕/金炳珉作; Levi Wu, 林坤緯譯

者 .-- 初版 .-- 新北市 : 美藝學苑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6220-51-7 (EPUB) 普遍級  

奇門遁甲 200 問: 卜算預測快狠準/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51-6 (PDF) 普遍級  

奇蹟課程釋義: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五冊(121-133 課)/肯尼斯.霍布尼克

(Kenneth Wapnick)著 ; 若水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

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8-1-3 (EPUB) NT$22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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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資訊中

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8-3-7 (EPUB) NT$224 普遍級  

奇蹟醫生陳衛華 20 年戰勝 3 癌!(暢

銷經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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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華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61-4 (PDF) 普遍級  

奇蹟醫生陳衛華 20 年戰勝 3 癌!(暢

銷經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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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華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62-1 (EPUB) 普遍級  

妳的價值不在別人的眼光裡/蕎丹.里.

多莉 (Jordan Lee Dooley)著 ; 林雨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424-9 

(EPUB) 普遍級  

帕維爾正宗俄式壺鈴訓練手冊: 蘇聯

特種部隊教官,海豹部隊與 CIA 特聘

專家,完整傳授用壺鈴就練到超級強

壯的戰鬥民族訓練法/帕維爾.塔索林

(Pavel Tsatsouline)著; 王啟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62-0 (PDF) 

普遍級  

帕維爾正宗俄式壺鈴訓練手冊: 蘇聯

特種部隊教官,海豹部隊與 CIA 特聘

專家,完整傳授用壺鈴就練到超級強

壯的戰鬥民族訓練法/帕維爾.塔索林

(Pavel Tsatsouline)著; 王啟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2-63-7 

(EPUB) 普遍級  

帕維爾徒手戰士訓練法: 俄式訓練大

師,傳授你只用自體重量訓練,就能練

到超級強壯的戰鬥民族訓練法。/帕

維爾.塔索林(Pavel Tsatsouline)著; 陳

柏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64-4 (PDF) 普遍級  

帕維爾徒手戰士訓練法: 俄式訓練大

師,傳授你只用自體重量訓練,就能練

到超級強壯的戰鬥民族訓練法。/帕

維爾.塔索林(Pavel Tsatsouline)著; 陳

柏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65-1 (EPUB) 普遍級  

幸福珠仔山: 印象珠仔山歷史短篇集

/埔里鎮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編著 .-- 

南投縣 : 投縣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 

11107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1226-2-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性 的 權 利 / 阿 米 亞 . 希 尼 瓦桑 (Amia 

Srinivasan)著;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95-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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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權 利 / 阿 米 亞 . 希 尼 瓦桑 (Amia 

Srinivasan)著;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96-6 (PDF) 普遍級  

拉丁電影驚艷: 四大新浪潮/焦雄屏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688-4 (EPUB) 普遍級  

拉麵之魂: 從派別系譜、年代發展到

商業經營,探索日本最強國民美食的

究極指南 /青木健作; 哲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47-8 (EPUB) 

普遍級  

拙樸之美: 吳坤德柴燒陶藝/吳坤德

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吳 坤 德 , 

11108 .-- 128 面; 22X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358-3 (平裝) NT$900 普

遍級  

放下紫袍: 如何在阶级文化中从事仆

人 领 导 / 朱 利 安 . 立 德 司 通 (Julyan 

Lidstone)著; 黄从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 灣 OM 世 界 福 音 動 員 會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811-4-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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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 灣 OM 世 界 福 音 動 員 會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811-3-4 (EPUB) 普遍級  

易學易懂 OKR: 矽谷創新公司最推崇

的目標與關鍵成果管理術/陳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52-3 (PDF) 

普遍級  

易學易懂風水教科書/陳泰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78-3 (PDF) 

普遍級  

昆蟲軍團與植物王國/學習樹研究發

展總部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56-3 (PDF) 普遍級  

明 白 什 麼 是 屬 於 我 們 的 / 甘 堅 信

(Kenneth E. Hagin)原著 .-- 一版 .-- 臺

中市 : 瑞瑪出版, 11108 .-- 40 面; 13 公

分 .-- ISBN 978-986-06436-4-0 (平裝) 

NT$35 普遍級  

服務創新與管理/廖東山, 董希文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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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74-6 (PDF) 

普遍級  

東南亞史: 危險又關鍵的十字路口/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著; 韓翔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65-4 (PDF) 普遍級  

東南亞史: 危險又關鍵的十字路口/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著; 韓翔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66-1 (EPUB) 普遍級  

泥作工法百科: 從基礎、機能到裝飾

造型,圖解施作步驟 x 關鍵監工要點,

精準掌控工地現場眉角/漂亮家居編

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37-9 (EPUB) 普遍級  

河马搬新家/康轩华语教材研发小组

编着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02-5 

(EPUB) 普遍級  

河洛易命理五行開運術 /承先行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53-0 

(PDF) 普遍級  

河馬搬新家/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

編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03-2 

(EPUB) 普遍級  

法華世界 MP3 有聲書/聖嚴法師導

讀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 

11108 .-- 約 175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598-965-1 ( 有 聲 書 記 憶 卡 ) 

NT$790 普遍級  

物聯網概論/張博一, 張紹勳, 張任坊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75-9 (PDF) 普遍級  

玩出科學力: 用繪本學 STEAM 素養/

曾多聞著; Bianco 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22-4 (EPUB) 

NT$450 普遍級  

玩出科學力: 用繪本學 STEAM 素養/

曾多聞著; Bianco 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23-1 (PDF) 

NT$450 普遍級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余英時作; 

劉開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7 .-- 約 5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08-2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 ISBN 978-626-335-709-9 (線

上有聲書(WAV)) NT$450 普遍級  

矽谷創投啟示錄: 一場由離經叛道的

金融家所發起的瘋狂投資遊戲,如何

徹底顛覆你我的生活、工作與娛樂

方式 /塞巴斯蒂安 .馬拉比 (Sebastian 

Mallaby)著; 林怡婷, 曹嬿恆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82-7 (EPUB) 

普遍級  

社群故事圈粉術: 將流量變現,讓興

趣為你工作/街頭故事 李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83-6 (EPUB) 

NT$420 普遍級  

社寮建庄 300 年解說導覽手冊/林文

龍, 曾金水, 鄭錫奇, 楊智凱撰文 .-- 南

投縣 : 社寮文教基金會, 11107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9218-7-

6 (平裝) 普遍級  

肺癌的預防與治療: 亞洲肺癌手術權

威陳晉興醫師肺癌保健全書/陳晉興, 

梁惠雯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16-3 (EPUB) NT$380 普遍級  

肺癌的預防與治療: 亞洲肺癌手術權

威陳晉興醫師肺癌保健全書/陳晉興, 

梁惠雯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18-7 (PDF) 普遍級  

臥睡之龍諸葛亮: 草船借箭、借東風

贏得赤壁之戰,且看孔明如何從躬耕

隴畝至一代謀士/岳展騫, 吳靜娜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34-7 (EPUB) 普遍級  

芳療師陪你聽情緒說/鄭雅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00-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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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療師陪你聽情緒說/鄭雅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4-01-1 

(EPUB) 普遍級  

初級韓語會話課/朴永美編著 .-- 新北

市 : 哈福企業,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15-1-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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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60-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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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61-8 (PDF) 普遍級  

金剛經心經白話插圖版/李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54-7 (PDF) 

普遍級  

金融業工作者工作環境滿意度模式

建構之研究/歐佩雯, 蕭景祥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7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352-7 (平

裝) 普遍級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2, 鎳金屬篇/

李志賢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 11107 .-- 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91-0-6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門薩學會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

訓練: IQ 終極挑戰/Mensa 門薩學會編; 

屠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80-5 (EPUB) 普遍級  

門薩學會 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

訓練: 邏輯終極挑戰/Mensa 門薩學會

編; 屠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681-2 (EPUB) 普遍級  

阿罩霧的人文記事/廖淑娟, 陳峻誌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易禧樂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343-7-4 (PDF) 普遍級  

青春叛逆期,父母說給男孩的心裡話/

胡勝林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97-4 (EPUB) NT$300 普遍級  

青春動力學/蔡淇華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94-9 (EPUB) 

普遍級  

非地方×異想: 地底 33 尺下的數位獨

體表現= Non places x fantasy/吳丹陽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慮藝術 , 

11107 .-- 4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93053-2-7 (精裝) 普遍級  

非洲的白種人: 從聖經故事、殖民探

險到人種假說,一段尋找人類起源的

歷史/羅賓森(Michael F. Robinson)著; 

梁永安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

鷹,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69-9 (EPUB) NT$419 普遍級  

非基礎英語課程設計學理之初探= 

English linguistics theory and specific 

English course design/江瑞菁著.主編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江瑞菁, 11109 .-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22-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冒 險 在 哪 , 勇氣 就 在那 . 紐 西 蘭 篇

/BB705 影像.文字 .-- 1 版 .-- 臺北市 : 

勇氣酵母,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10-0-0 (PDF) NT$149 普遍

級  

勇敢告訴神,讓祂成就你的夢想/馬克.

貝 特 森 (Mark Batterson) 作 ; 梁 麗 燕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11-1-7 

(EPUB) 普遍級  

勁道修練三部功法/李承忠創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生物能醫學氣功中心, 

11108 .-- 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30026-6-6 (平裝) 普遍級  

南北朝期室町幕府をめぐる諸問題/

龜田俊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

出版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35-5 (PDF) NT$760 普遍

級  

南島語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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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437-3 (EPUB) 普遍級  

品格優勢: 成就孩子「王者之力」,

從容應對未來的競爭與機遇/彭凱平

作 .-- 臺北市 : 如何,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6-634-0 (EPUB) 

普遍級  

品牌的技術與藝術: 向廣告鬼才葉明

桂學洞察力與故事力(暢銷慶祝版)/

葉明桂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44-0 (PDF) NT$360 普遍級  

品牌的技術與藝術: 向廣告鬼才葉明

桂學洞察力與故事力(暢銷慶祝版)/

葉明桂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45-7 (EPUB) NT$360 普遍級  

品牌常客套書: <<品牌關鍵思維>>、

<<常客行銷>>/布鲁斯.特克爾(Bruce 

Turkel), 諾亞.弗雷明(Noah Fleming)著; 

信任, 吳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044-

67-4 (全套:平裝) NT$830 普遍級  

咱台灣的味: 收錄二十六集的在地溫

暖人情味,是台灣最美麗的風景/中華

電視公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057-5-0 (PDF) 普遍級  

咱台灣的味: 收錄二十六集的在地溫

暖人情味,是台灣最美麗的風景/中華

電視公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057-6-7 (EPUB) 普遍級  

城市.程式: 打造幸福臺北市,黃珊珊

堅持初心的體制改革之旅 /黃珊珊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88-9 

(EPUB) 普遍級  

威克斯情緒療法: 運用情緒文法為你

創造療癒奇蹟= Feel and heal: a new 

way to inner health/ 理 查 . 威 克 斯

(Richard Wickes)作; 林芷安譯 .-- 臺中

市 : 薪能量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40-2-8 (EPUB) 普遍

級  

孩子,你的未來能飛翔/蔣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88-4 (PDF) 

普遍級  

封神榜裡的哪吒/奚淞作; 吳奕倫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7 .-- 約 4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77-2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帝國解體與自由的堡壘: 烏俄戰爭的

歷史源起、地緣政治與正義之辯/黎

蝸藤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69-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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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解體與自由的堡壘: 烏俄戰爭的

歷史源起、地緣政治與正義之辯/黎

蝸藤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70-8 (EPUB) 普遍級  

建 構 式 黃 金 文 法 . 基 礎 篇 = Top 

grammar plus. elementary/Lucy Becker, 

Carol Frain, David A. Hill, Karen 

Thomas 作; 彭若寧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8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17-9 (平裝) 

NT$379 普遍級  

建 構 式 黃 金 文 法 . 進 階 篇 = Top 

grammar plus. pre-intermediate/Lucy 

Becker, Carol Frain, David A. Hill, Karen 

Thomas 作; 彭若寧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8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18-6 (平裝) 

NT$379 普遍級  

思想史. 11, 清中晚期學術思想/思想

史編委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72-4 (EPUB) 普遍級  

思想史. 11, 清中晚期學術思想/思想

史編委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73-1 (PDF) 普遍級  

怎么办?/康轩华语教材研发小组编

着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05-6 

(EPUB) 普遍級  

怎麼辦?/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

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04-9 

(EPUB) 普遍級  

拼出創意: 最能激發孩子創造力的親

子手作書/許穎榛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46-1 (PDF) 普遍級  

指紋採證與實務/程曉桂, 彭莉娟合

著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臺灣鑑識科

學學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40-0-2 (PDF) NT$350 普遍

級  

挑出穩賺股的 100%獲利公式: 專買

「一年會漲三倍」的爆賺小型股 ,3

萬本金在 10 年滾出 3000 萬!/遠藤洋

著; 張婷婷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08-0 (PDF) 普遍級  

挑出穩賺股的 100%獲利公式: 專買

「一年會漲三倍」的爆賺小型股 ,3

萬本金在 10 年滾出 3000 萬!/遠藤洋

著; 張婷婷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09-7 (EPUB) 普遍級  

挑剔的哲學: 徐望雲讀書筆記/徐望

雲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

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8-91-3 (EPUB) 普遍級  

故宮文物日曆. 二 0 二三歲次癸卯/趙

祐瑋, 柯朱亮, 林家聿, 鄭佳耀, 劉星

佑, 洪永欣, 鍾享諭撰文 .-- 初版 .-- 宜

蘭縣  : 台灣時代文化藝術基金會 , 

11110 .-- 7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95649-5-3 (精裝) NT$990 普遍級  

是時候,放手讓你飛/蔡昭偉(蔡傑爸)

著; 李翠卿文字整理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63-1 (PDF) 普遍級  

是時候,放手讓你飛/蔡昭偉(蔡傑爸)

著; 李翠卿文字整理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64-8 (EPUB) 普遍

級  

星星好朋友/楊淑清文; 王建傑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7 .-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3-

33-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星座可讀心: 太陽星座和月亮星座一

起看,性格一目了然/曾千庭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55-4 (PDF) 

普遍級  

星座厚學黑: 十二星座耍心機,套路

解析不中計/曾千庭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80-6 (PDF) 普遍級  

星座愛情厚學講座: 善用性格優勢,

個人魅力最大化,星座決定你愛他/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81-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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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87-5 (EPUB) NT$630 普遍級  

毒藥手帖/澀澤龍彥作; 蔡麗蓉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69-7 

(EPUB) NT$380 普遍級  

毒藥手帖/澀澤龍彥作; 蔡麗蓉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70-3 (PDF)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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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8-84-9 (EPUB) 普遍級  

洗腦的歷史: 禍害世界的極端思想控

制術大解析/傅志彬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77-6 (PDF) 普遍級  

活用話語 ,改變對方的心理/陶然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3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為了炸雞,我決定今天還是好好活著/

思考系 OL 作; 謝敏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99-8 (EPUB) 普遍

級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包約翰

著; 崔菱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0-429-4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科學家們對於全球變暖不存

在 一 致 的 共 識 : 對 於 科 學 共 識 的

NIPCC 報告/Craig D. Idso, Robert M. 

Carter, S. Fred Singer 作; 林怡劭翻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jun, 11107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46-0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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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周詩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67-7 (PDF) 

普遍級  

*為演算法服務的免洗人力: 平台資

本主義時代的勞動與剝削/菲爾.瓊斯

(Phil Jones)著; 陳依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62-9 (EPUB) 普遍級  

相遇/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尉遲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28-1 (PDF) NT$22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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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長照.長照看見: 長期照顧與人

力資源/葉至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95-1 (EPUB) 普遍

級  

看圖學 Python 人工智慧程式設計/陳

會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69-8 (PDF) 普遍級  

科學方法與周易新解: 運用科學方法

破解周易謎團/翁樂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01-6 (PDF) 

NT$420 普遍級  

科學史上最有梗的 20 堂地科課. 下: 

25 部 LIS 影片讓你秒懂地科/胡妙芬

文; 陳彥伶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00-7 (EPUB) NT$400 普

遍級  

科學史上最有梗的 20 堂地科課. 上: 

25 部 LIS 影片讓你秒懂地科/胡妙芬

文; 陳彥伶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99-4 (EPUB) NT$400 普

遍級  

紀伯倫詩集套書: 先知×沙與沫(中英

對照版)/哈里利.紀伯倫(Kahlil Gibra)

原著; 溫文慧, 張家綺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10 .-- 冊 .-- ISBN 

978-986-178-614-8 ( 全 套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美國第二: 美國菁英如何助長中國勢

力取得世界霸權/艾薩克.史東.費雪

(Isaac Stone Fish)作; 顏涵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79-9 (EPUB) 

普遍級  

美學: 打開未知的美感體驗/本斯.納

內(Bence Nanay)著; 蔡宜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60-5 (EPUB) 

普遍級  

耶穌作王,什麼意思?: 跟著賴特重讀

四福音/賴特(N. T. Wright)著; 鄭淳怡

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71-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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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95-1 

(EPUB) 普遍級  

英中筆譯教學: 理論、實務與研究/

廖柏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

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32-614-2 (PDF) 普遍級  

英雄抉擇: 易經與人性掙扎/王浩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2-4-4 (EPUB) 普遍級  

英雄起飛: 易經與生命藍圖/王浩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2-7-5 (EPUB) 普遍級  

英雄智慧: 易經與處世哲學/王浩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2-3-7 (EPUB) 普遍級  

英雄頓挫: 易經與心靈淬煉/王浩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2-5-1 (EPUB) 普遍級  

英雄權謀: 易經與智慧管理/王浩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2-6-8 (EPUB) 普遍級  

英語文素養導向評量命題技巧/謝進

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

究院,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3-74-8 (PDF) 普遍級  

英語聽講字彙教學與評量: 理論與實

務/朱秀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1107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17-9 (平裝) 普遍級  

要 穿 哪 一 件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25-4 (EPUB) 普遍級  

計算機原理實作: 使用 App Inventor 

2/陳延華, 蔡佳哲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54-4 (PDF) 普遍級  

*計算機組成原理: 基礎知識揭密/北

極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01-0 (PDF) NT$520 普遍級  

*計算機組成原理: 基礎知識揭密/北

極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02-7 (EPUB) NT$520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0 日,高統 568-TT 遊覽

車重大公路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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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48-8 (PDF) 

普遍級  

重新連結你的大腦: 鍛鍊自己更強大、

更聰明、更健康/約翰.B.雅頓(John B. 

Arden)著; 黃延峰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本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4-20-6 (EPUB) NT$294 普

遍級  

面相有玄機: 一生吉凶禍福全看這張

臉/陳泰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56-1 (PDF) 普遍級  

面相識人 200 問: 知人知面可知心/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57-8 (PDF) 普遍級  

音波療癒人體能量場調諧法/艾琳.黛.

麥庫希克作; 廖世德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71-0 (EPUB) 

NT$480 普遍級  

音波療癒人體能量場調諧法/艾琳.黛.

麥庫希克作; 廖世德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72-7 (PDF) NT$480

普遍級  

風水聖經. 2023/陳冠宇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鴻運知識科技,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92-

66-2 (平裝) NT$188 普遍級  

風雪破窯: 呂蒙正與宋代「新門閥」

/王章偉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27-0 (EPUB) 普遍級  

風景素描/傑克.漢姆著; 陳冠伶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0-239-5 (EPUB) 普遍級  

食材保存保鮮術: 一看就懂,不浪費.

更美味(新裝版)/島本美由紀作; 陳瑮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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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287-9 (PDF) 普遍級  

食物才是最好的藥: 食物神奇療效全

輯/李堂華, 劉牛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98-58-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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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74-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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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75-5 

(PDF) 普遍級  

香莢蘭: 職人養成/吳省寬, 吳柏昌, 呂

佳陽, 陳妙齡, 鄭雅洲, 江柏萱作 .-- 臺

南 市  : 長 榮 大 學 創 新 育 成 中 心 , 

11107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88-1-0 (平裝) 普遍級  

香港時代文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62-5 (EPUB) 普遍

級  

香港時代文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63-2 (PDF) 普遍級  

倥傯論文集/曾祥穎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00-9 (PDF) NT$300

普遍級  

個性決定命運: 婚姻愛情篇/曾千庭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59-2 

(PDF) 普遍級  

個性決定命運: 職場生涯篇/曾千庭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60-8 

(PDF) 普遍級  

修 煉 : 全民 服 務的 數位 轉型 , 台灣

ETC 推動智慧交通產業出海的旅程/

謝宇程, 葉奕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8-384-1 (EPUB) 普遍級  

原力大爆發: 啟動你的超能力/房純

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3-32-5 (EPUB) 普遍級  

原子少年: 奇蹟的夏天/踢帕娛樂作; 

藍陳福堂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27-3 (EPUB) 普遍級  

原子少年: 奇蹟的夏天/踢帕娛樂作; 

藍陳福堂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28-0 (PDF) 普遍級  

原來,藥是這樣發明的: 淺談重大藥

物發明史/高宣亮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61-5 (PDF) 普遍級  

哥本哈根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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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6327-0-1 (PDF) 

普遍級  

哥本哈根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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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6327-1-8 

(EPUB) 普遍級  

害羞內向的人,這樣說話增加好感度: 

180 個模擬句實際演練,讓你學會看

場合說話,不白目、不踩雷/五百田達

成監修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10-3 (PDF) 普遍級  

害羞內向的人,這樣說話增加好感度: 

180 個模擬句實際演練,讓你學會看

場合說話,不白目、不踩雷/五百田達

成監修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11-0 (EPUB) 普遍級  

家 人 在 哪 里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26-1 (EPUB) 普遍級  

宮本武藏五輪書: 武藏兵法要義/必

勝.無敗/日本人精神與商戰思維的本

源 /宮本武藏作; 林娟芳譯注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05-0-8 (EPUB) 

NT$300 普遍級  

宮本武藏五輪書: 武藏兵法要義/必

勝.無敗/日本人精神與商戰思維的本

源 /宮本武藏作; 林娟芳譯注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05-1-5 (PDF) 

NT$300 普遍級  

島嶼上的飯桌/島嶼上的飯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72-4 (PDF) 

普遍級  

島嶼上的飯桌/島嶼上的飯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773-1 

(EPUB) 普遍級  

拿破崙希爾成功定律(珍藏版)/拿破

崙.希爾作; 楊恩朗讀 .-- 臺北市 : 尚

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458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5-18-9 (線上有

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拿破崙希爾成功學經典三部曲有聲

書/拿破崙.希爾作; 楊恩, 李軍翰, 石

瑾謙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143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20-2 (線上有聲書(MP3)) 

NT$990 普遍級  

旅塗時光: 邊走邊畫的繪話本/莊祖

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26-6 (EPUB) 普遍級  

旅塗時光: 邊走邊畫的繪話本/莊祖

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29-7 (PDF) 普遍級  

時代的回聲: 林道生的人生樂章/林

道生口述; 姜慧珍文字整理; 王育偉

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6 .-- 約 3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9-8-1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時尚商業學: 頂尖設計師品牌都該懂

的生存法則,從產品發想、策略經營

到推向國際的實戰 8 堂課/安妮克.舒

拉姆(Annick Schramme), 卡琳娜.諾布

斯(Karinna Nobbs), 楚依.莫爾克(Trui 

Moerkerke)合著; 林資香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769-4 (PDF) 

普遍級  

時尚商業學: 頂尖設計師品牌都該懂

的生存法則,從產品發想、策略經營

到推向國際的實戰 8 堂課/安妮克.舒

拉姆(Annick Schramme), 卡琳娜.諾布

斯(Karinna Nobbs), 楚依.莫爾克(Trui 

Moerkerke)合著; 林資香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8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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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384-770-0 (EPUB) 

普遍級  

桃園市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75-0 (單張全開) NT$180

普遍級  

浪漫天使指引卡= The romance angels 

oracle cards/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著; 周莉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生

命潛能文化, 11109 .-- 112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96218-1-1 (平裝) 

NT$1280 普遍級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案例與問題導

入/李翠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8-09-6 (EPUB) NT$300 普遍級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案例與問題導

入/李翠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8-10-2 (PDF) NT$300 普遍級  

病床上的選擇權: 一個年輕醫師對生

命與人性的誠實反思/穆琳著 .-- 初版

二刷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10-9 

(EPUB) 普遍級  

真正的勇敢,是帶著恐懼前行/歐陽健

舒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96-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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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95-9 (EPUB) 普遍級  

*真理大學財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22= Aletheia University 2022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 初版 .-- 新北市 : 真理大

學財經學院, 11107 .-- 511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6758-83-6 (平裝) 

普遍級  

真理的發現者 ,培根論知識與學習 : 

科學界的哥倫布 X 法律界之喉舌,17

世紀英國經驗哲學家/劉燁, 王君孺

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75-3 (EPUB) 普遍級  

真傳少林八段錦: 自學自練不求人,

健肺強身提高免疫力/釋行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62-2 (PDF) 

普遍級  

破案女神: 從學院講堂、急診病房到

FBI 的地下室,找出與殺人魔對話的

方法,寫下解讀邪惡之心的規則,「行

為科學組」與犯罪剖繪技術的幕後

女傑/安.伍柏特.布吉斯(Ann Wolbert 

Burgess), 史 蒂 芬 . 馬 修 . 康 斯 坦 丁

(Steven Matthew Constantine)著; 高子

梅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臉 譜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180-2 (EPUB) NT$315 普遍級  

破擊假新聞: 解析數位時代的媒體與

資訊操控/王淑美, 陳百齡, 鄭宇君, 劉

蕙苓, 蘇蘅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07-2 (EPUB) 普遍級  

祕檔解讀: 戴笠與軍統 . 下/孫瀟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7-31-2 (EPUB) 普遍級  

祕檔解讀: 戴笠與軍統 . 下/孫瀟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7-32-9 (PDF) 普遍級  

祕檔解讀: 戴笠與軍統 . 上/孫瀟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7-33-6 (EPUB) 普遍級  

祕檔解讀: 戴笠與軍統 . 上/孫瀟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7-34-3 (PDF) 普遍級  

神奇藥繪. 2: 日本醫師結合麥達昶與

生命之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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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85-1 

(EPUB) NT$217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李常受

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836-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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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3-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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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1-1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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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7-4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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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6-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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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5-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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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0-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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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0-4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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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5-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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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5-1 (EPUB) NT$3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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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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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9-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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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38-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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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2-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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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4-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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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1-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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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6-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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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4-4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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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9-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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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8-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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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0-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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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7-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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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2-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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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46-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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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8-1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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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3-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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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64-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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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39-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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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0-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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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1-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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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2-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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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7-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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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49-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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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51-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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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53-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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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2-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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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3-4 (EPUB) NT$3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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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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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4-1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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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5-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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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6-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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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7-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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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8-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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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79-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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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80-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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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81-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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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68-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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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82-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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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83-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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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84-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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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85-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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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86-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靈的殿堂: 李乾朗剖繪中國經典古

建築. 2/李乾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91-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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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1-76-1 (PDF) 普遍級  

紙上乾坤: 張秋山的糊紙藝術/林承

緯, 黃秀梅, 盧坤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文化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4-39-8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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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37-2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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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38-9 (PDF) 

NT$320 普遍級  

胸口上的 V: 陳郁如的乳癌日記/陳郁

如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285-9 (EPUB) 普遍級  

財稅新布局: 掌握 CFC&ESG 讓稅負

變稅富/台灣財富管理交流協會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12-9 

(PDF) NT$380 普遍級  

財稅新布局: 掌握 CFC&ESG 讓稅負

變稅富/台灣財富管理交流協會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17-4 

(EPUB) NT$380 普遍級  

財經時間序列預測: 使用 R 的計量與

機器學習方法/何宗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47-8 (PDF) NT$600

普遍級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年報. 2021= TOAF annual report 2021/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慈心基金會, 

11107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680-1-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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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12-6 (EPUB) 普遍

級  

逆境復原力套書: <<心理韌性>>、

<<關係結束後 ,成為更好的自己>>/

琳達.格拉漢姆(Linda Graham), 布魯

斯.費雪(Bruce Fisher), 羅伯特.艾伯提

(Robert Alberti)著 ; 賴孟怡 , 熊亭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044-68-1 (全套:

平裝) NT$1059 普遍級  

追劇商戰: 解密 Netflix、迪士尼、蘋

果、華納、亞馬遜的串流市場瘋狂

爭霸/戴德.海耶斯(Dade Hayes), 彤恩.

施莫洛斯基(Dawn Chmielewski)著; 周

怡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43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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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健身解剖書: 熱銷 3 萬本!史上最

完整!你最想知道的「體重管理飲食

法則」與「肌肉成長運動戰略」/文

碩氣著; 葛瑞絲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麗美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17-6-1 (EPUB) 普遍

級  

高蛋白 x 低碳水: 101 道永遠胖不了

的美味食譜/Mini 朴祉禹作; 陳靖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11-6 (EPUB) 普遍級  

高雄市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76-7 (單張全開) NT$180

普遍級  

鬼狐傳: 真心的都是鬼,負心的都是

人?蒲松齡,與他筆下的付出真情的

狐仙與幽魂/蒲松齡著; 蔡踐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54-9-9 

(EPUB) NT$350 普遍級  

停格的畫作/林澄杉, 游阿品著 .-- 高

雄市 : 佛光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57-637-1 (EPUB) 普遍

級  

做人太老實,小心被人吃得死死: 裝

傻、糊弄,才叫大智慧?太精明、想

太多,反而不小心誤入陷阱!/洪俐芝, 

江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21-7 (EPUB) 普遍級  

健康沒有速成班/謝安民作 .-- 臺北

市 : 漢珍,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36-6-9 (PDF) 普遍級  

偷心銷售,讓你的好業績更長久: 開

發客戶、拓展人脈、技巧性提問,抓

準顧客心理,你也能是銷售大師!/周

成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13-2 (EPUB) 普遍級  

動漫研究記事(2001-2010). 基礎篇/余

曜成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余曜成,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294-4 (PDF) NT$150 普遍級  

國小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陳

嘉皇, 毛炳楠, 魏麗枝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75-4 (PDF) NT$430 普遍

級  

國中素養解剖學閱讀素養策略指南/

林雯淑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55-9 (PDF) 普遍級  

國際理財規畫師教你富過三代的零

風險獲利法: 巴菲特價值投資分析大

解密,年均 10%獲利,30 年賺進 1 億財

富/李日永作; 郭佳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07-7 (EPUB) 普遍

級  

國際設計研究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國際設計研究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設計轉生-重連.塑新/蔡登傳

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

設計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57-6-9 (PDF) 普遍級  

國際學校解碼(收錄臺灣各校最新資

訊): 從概念、現況、省思到未來,最

完整的國際學校導覽/邱玉蟾著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83-4 (EPUB) NT$315 普

遍級  

基本電學(精華版)/賴柏洲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78-0 (PDF) 

普遍級  

基礎色彩新論: 從心理設計到科學應

用/陳鴻興編審; 魏碩廷, 陳鴻興, 謝翠

如, 李文淵, 徐明景, 吳瑞卿, 孫沛立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48-5 

(PDF) NT$500 普遍級  

專為孩子設計!趣味樹木圖鑑: 從葉

子.花朵.果實.樹形.樹皮認識 450 種

常見植物,打造出自主學習力!/林將

之著; 藍嘉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美藝學苑,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220-52-4 (EPUB) 普遍級  

專買黑馬股. 2: 從魚頭吃到魚尾的飆

股操作法/楊忠憲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Smart 智富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45-0-7 (EPUB) 

普遍級  

將將: 打造將才基因系列: 架構組織,

建立流程,影響行為,高績效經理人的

全方位養成法/杜書伍著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00-7 (EPUB) 

普遍級  

彩り豊かな芸術家たち: 日本.大阪

市立美術館著名芸術家共同展覽会/

黃承志總編輯 .-- 臺北市 : 長流美術

館, 11107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6303-22-7 (平裝) 普遍級  

彩り豊かな芸術家たち: 日本.京都

市京セラ美術館著名芸術家共同展

覽会/黃承志總編輯 .-- 臺北市 : 長流

美術館, 11107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6303-23-4 (平裝) 普遍

級  

從三冷少/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1-0 (EPUB) 普遍級  

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 2/EROKI 原作; 

斑鰶幼魚漫畫; 蔡柏頤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07-4 (EPUB) 普遍

級  

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 2/EROKI 原作; 

斑鰶幼魚漫畫; 蔡柏頤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308-1 (PDF) 普遍級  

從貨幣看近代中國的風雲變幻/彭慶

綱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24-9 (PDF) 普遍級  

*從零重新思考教育: 數位原生世代

的教育實踐: 零時小學校 2021 成果

手冊/g0v 零時政府揪松團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開放文化基金會 , 

111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5708-5-5 (平裝) 普遍級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余英時作; 劉開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7 .-- 約 1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10-5 (線上有聲書

(MP3)) NT$360 .-- ISBN 978-626-335-

711-2 (線上有聲書(WAV)) NT$36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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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87-2 (EPUB) NT$390 普

遍級  

情緒超載: 擺脫抓狂人生,安撫情緒

的有效方法/茱蒂絲.席格爾(Judith P. 

Siegel)著; 嚴麗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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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35-699-3 (EPUB) 普遍

級  

情緒超載: 擺脫抓狂人生,安撫情緒

的有效方法/茱蒂絲.席格爾(Judith P. 

Siegel)著; 嚴麗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00-6 (PDF) 普遍級  

接受自己的樣子: 我是快樂粉紅豬

(出版 20 周年 Happy 版)/鍾欣凌著 .-- 

增修一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59-5 

(EPUB) 普遍級  

推銷技巧實務/吳明宏, 任賢旺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1108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

110-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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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62-4 (PDF) 普遍級  

掙脫世俗煩惱的桎梏來思考人生/藏

峰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

際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71-2 (PDF) 普遍級  

教學現場之創意作業/陳正平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7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44-2 (平

裝) 普遍級  

啟動天賦靈數: 藍寧仕醫生的新生命

密碼全書. I/藍寧仕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85-6 (EPUB) 普遍

級  

啟動天賦靈數: 藍寧仕醫生新生命密

碼全書. II/藍寧仕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86-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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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弘鎭著; 翟云禾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青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7-2-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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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弘鎭著; 翟云禾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青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7-3-1 (EPUB) 普遍級  

斜槓族的 13 個原子習慣: 建立正確

習慣,改變未來人生/王俊凱, Anderson, 

小薇, Joè, 喬王 , Grace, Kota, 阿元 , 

April, Kevin, 陳建鼎, Hebe, John 作; 郭

馨雅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7 .-- 約 54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26-4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晚安信: 在城市裡下載妳的愛情/微

讀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699-4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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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31-7 (PDF)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集/梁良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28-39-8 (全套:

平裝) NT$780 普遍級  

*梵文 : 藍扎體臨摹本 /烏金仁波切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德祺文化 , 

11107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10-2-3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淡江「西」潮: 文人的與人文的視

覺聯想/張炳煌總編輯 .-- 新北市 : 淡

大西語系, 11107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6-8 (平裝) 普遍

級  

淡江 大學永續 報告書 . 2021= 2021 

Tamkang University sustainability 

report/涂敏芬 , 黃瑞茂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淡大, 11107 .-- 1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8-

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淡江大學教學領航與傳承. 2022/林俊

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教師

教學發展中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2-27-5 (EPUB) 普遍

級  

淡定人生: 禪宗歷史與禪學文化/楊

國霞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35-4 (EPUB) 普遍級  

清朝科舉考試與旗人的政治參與/杜

祐寧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8-94-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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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大通識教育

中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284-2-1 (PDF) 普遍級  

清華通識人物演講系列專輯: 達文西

/毛傳慧, 王道還, 陳國璋, 邱誌勇, 陳

柏宇, 王道維作; 翁曉玲主編 .-- 初

版 .-- 新竹市 :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84-1-4 (PDF) 普遍級  

清質澄輝: 林文月學術與藝術研究/

黃如焄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09-8 (PDF) NT$360 普遍級  

深度溝通/黃開編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方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94-3 (EPUB) 普遍級  

深思考的鍛鍊/杜書伍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794-9 (EPUB) 

普遍級  

淨零碳排關鍵議題與發展趨勢分析/

劉家介, 何心宇, 施舜耘, 張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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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策會

產研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76-0 (PDF) NT$14000 普

遍級  

猜 一 猜 /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27-8 

(EPUB) 普遍級  

理財小達人養成記. 1, 神奇記帳本/

沛亞著;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24-8 (EPUB) 

NT$320 普遍級  

理財小達人養成記. 1, 神奇記帳本/

沛亞著;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25-5 (PDF)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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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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60-9 

(EPUB) 普遍級  

甜不甜?/author Kang Hsuan Editorial 

Team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28-5 

(EPUB) 普遍級  

甜點之路/謝美玲(Linda)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8-89-4 (EPUB) 

普遍級  

產險理賠公證軟體使用手冊: 公證人

適用/新心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心資安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1-2-0 (PDF) NT$300 普遍級  

眾生的居所: 李乾朗剖繪中國經典古

建築. 1/李乾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690-4 (EPUB) 普遍級  

眼淚的歷史: 情緒、空間與性別,近

代法國的感性與濫情 /安 .文森布佛

(Anne Vincent-Buffault)著; 許淳涵譯 .-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40-5 

(EPUB) 普遍級  

第 26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

會大會論文集(中文論文): 邁向數位

學習的新常態/林秋斌, 王怡萱, 江波, 

施如齡, 江紹祥, 顧小清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

應用學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399-3-8 (PDF) 普遍級  

第 26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

會工作坊論文集: 邁向數位學習的新

常態/廖長彥, 熊西蓓, 林秋斌, 王怡萱, 

江波, 施如齡, 江紹祥, 顧小清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

育應用學會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98399-6-9 (PDF) 普遍級  

第 26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

會教師論壇論文集: 邁向數位學習的

新常態/楊凱翔, 孫丹兒, 金偉明, 杜華, 

孫艷超, 林秋斌, 王怡萱, 江波, 施如

齡, 江紹祥,顧小清主編 .-- 初版 .-- 桃

園市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

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399-4-5 (PDF) 普遍級  

第 26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

會博士生論壇論文集: 邁向數位學習

的新常態/鄒迪, 林秋斌, 王怡萱, 江波, 

施如齡, 江紹祥, 顧小清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

應用學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399-5-2 (PDF) 普遍級  

第一次拍電影就上手/衣笠竜屯(監修)

等著; 張克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36-6 (EPUB) 普遍級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2, 拉式轉

換與傅立葉/林振義作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71-6 (PDF) 普遍級  

*符合大腦科學的網路時代教養方式: 

給 0-12 歲孩子的家長/洪蘭朗讀 .-- 臺

北市 : 好好聽文創, 11107 .-- 約 43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93-7-7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聆聽樹木的聲音: 台灣最專業的女樹

木醫師,從風土歷史、景觀安排、修

剪維護、綠化危機與都市微氣候,帶

你找尋行道樹的自然力量,思考樹木

與人和土地的連結/詹鳳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89-7 (EPUB) 

普遍級  

莊子,從心開始/蔡璧名作.朗讀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8 .-- 約 91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08-3 

(線上有聲書(WAV)) 普遍級  

被背 叛的遺囑 /米蘭 .昆德拉 (Milan 

Kundera)著; 翁尚均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25-0 (PDF) 普遍級  

設計人生路線的一頁夢想地圖: 你還

在找目的地的時候,有人已經上路了/

柳時泉著; 黃菀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46-8 (EPUB) 普遍

級  

設計人生路線的一頁夢想地圖: 你還

在找目的地的時候,有人已經上路了/

柳時泉著; 黃菀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47-5 (PDF) 普遍級  

這才是真正的韓國/朱立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58-7 (PDF) 

普遍級  

這才是真正的韓國/朱立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59-4 

(EPUB) 普遍級  

這句話救了我/金美敬著; 黃莞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08-9 

(PDF) 普遍級  

這樣跟孩子療心事,就對了!: 爸媽最

想問心理師的 25 個親子教養題/黃珊

峨作; 玉雨愚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

位學習, 11107 .-- 約 328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55-19-6 (線上有聲

書(MP3)) NT$350 普遍級  

造自己的船,環我們的島/陳明忠作; 

王育偉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1106 .-- 約 19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91-8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普遍級  

透視靈驗.我從拜拜背後發現改變命

運的祕密: 從仙佛菩薩的立場看求神

拜 佛 , 信 而 不 迷 的 滿 願 心法 !/ 宇 色

Osel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6-94-4 (EPUB) 普遍級  

透過正向教養,讓「容易放棄的孩子」

變成「堅持到底的孩子」/岡崎大輔

著;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393-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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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師大,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8-28-3 (PDF) 普遍級  

野生的東歐: 偏見、歧視與謬誤,毒

舌背包客帶你認識書上沒有寫的歐

洲. 中/法蘭西斯.塔朋(Francis Tapon)

著; 賴堯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67-8 (PDF) 普遍級  

野生的東歐: 偏見、歧視與謬誤,毒

舌背包客帶你認識書上沒有寫的歐

洲. 中/法蘭西斯.塔朋(Francis Tapon)

著; 賴堯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68-5 (EPUB) 普遍級  

陳弘老師教您生辰八字輕鬆學,簡單

邏輯斷命理/陳弘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方集,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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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71-398-1 (PDF) NT$360 普遍

級  

陳弘老師教您生辰八字輕鬆學,簡單

邏輯斷命理/陳弘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方集,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99-8 (EPUB) NT$360 普

遍級  

魚缸裡的貓: 童詩集/洪淑苓作; 楊詩

穎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約 6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45-690-1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250 普遍級  

麥可波特競爭策略最新圖解版/王京

剛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63-9 (PDF) 普遍級  

麻將王特訓班: 60 道提升雀戰實力的

絕讚好題/張國天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64-6 (PDF) 普遍級  

最特别的生日礼物/康轩华语教材研

发小组编着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09-4 (EPUB) 普遍級  

最特別的生日禮物/康軒華語教材研

發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08-7 (EPUB) 普遍級  

最高選擇法: 腦科學專家親授,教你

如何直擊問題本質、突破思考盲點、

一秒找出最佳解!/茂木健一郎著; 鍾

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9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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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70-4 (EPUB) 普遍級  

最新好睡法則: 史丹福睡眠醫學教授

親授,一夜好眠的科學解決方案/拉斐

爾.佩拉約(Rafael Pelayo)著; 潘昱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9-5-3 

(PDF) NT$360 普遍級  

最新好睡法則: 史丹福睡眠醫學教授

親授,一夜好眠的科學解決方案/拉斐

爾.佩拉約(Rafael Pelayo)著; 潘昱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9-6-0 

(EPUB) NT$360 普遍級  

最新簡明六法/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

輯 .-- 56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36-5 

(PDF) 普遍級  

創造對話: 掌握人心的 7 個頂尖溝通

策略/弗雷.達斯特(Fred Dust)著; 王瑞

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1-05-8 (PDF)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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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13-1-4 (EPUB) NT$250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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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13-2-1 (EPUB) NT$200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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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13-0-7 (EPUB) NT$120 普遍級  

圍棋自學手冊手筋篇/杜維新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65-3 (PDF) 

普遍級  

圍棋自學手冊布局篇/杜維新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66-0 (PDF) 

普遍級  

圍棋自學手冊死活篇/丁開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67-7 (PDF) 

普遍級  

圍棋自學手冊攻防篇/丁開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68-4 (PDF) 

普遍級  

圍棋自學手冊定式篇/丁開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70-7 (PDF) 

普遍級  

圍棋自學手冊官子篇/杜維新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69-1 (PDF) 

普遍級  

富人思維. 攻頂篇: 從此實現財富自

由/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83-7 (PDF) 普遍級  

富人思維. 起步篇: 從你找錢到錢找

你/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82-0 (PDF) 普遍級  

尋根: 國際名廚 Nobu 的真味信念/李

昂, 韓良憶, 初聲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99-6 (PDF) 普遍級  

*幾丁質幾丁聚醣暨生物材料研討會

論文集. 2022/謝文權, 黃亭螢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義守大學生科系, 

111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456-53-4 (平裝) 普遍級  

循環轉型指標 3.0/莫冬立, 廖承甄, 張

凱評, 陳科里, 蘇亭羽, 黃冠鈞, 鄭凱

鴻編輯校閱; 張嘉麟譯 .-- 臺北市 : 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9317-29-0 (PDF) 普遍

級  

悲欣交集: 人生溫柔安靜的力量: 如

何將哀傷痛苦化為無窮創造力,獲取

難以 想像的潛 力 /蘇珊 .坎恩 (Susan 

Cain)著; 陳雅婷, 陳佳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88-1 (EPUB) 普遍

級  

斯托得教我们的事/莱特(Christopher 

J.H. Wright)編; 明心譯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68-6 (EPUB) 普遍級  

斯托得教我們的事/萊特(Christopher 

J.H. Wright)編; 明心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64-8 (EPUB) 普遍

級  

斯堪地聯邦冒險手記. 1, 漁人司祭與

冒險者/本生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6-3-8 (EPUB) 普遍級  

智謀 39 計速學篇: 從生活與職場谷

底翻身的最佳武器/鄭世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73-5 (EPUB) 

普遍級  

植化素蔬菜大全: 這樣煮才對!解開

超級食物關鍵密碼、擺脫烹調雷區

的 288 道食譜,發揮營養最大值/石原

結實, 牧野直子著; 林姿呈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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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43-0 (EPUB) 

普遍級  

港口管理入門/張雅富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72-3 (PDF) 普遍級  

湖中船: 航向風浪是為了經歷平安/

施文克夫婦著; 林雨儂, 道聲編譯小

組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道 聲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0-430-0 (EPUB) 普遍級  

無人島漂流 100 日日記/gozz 作; 盧慧

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34-6-6 (PDF) 普遍級  

無人島漂流 100 日日記/gozz 作; 盧慧

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34-7-3 (EPUB) 普遍級  

無聊心理學 /詹姆斯 .丹克特 (James 

Danckert), 約翰.伊斯特伍德(John D. 

Eastwood)著; 袁銘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39-4 (EPUB) 

NT$315 普遍級  

無痛激瘦: 耶魯醫學博士實證!5 周打

造易瘦體質/久賀谷亮著; 許郁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66-0 (PDF) 

NT$238 普遍級  

策略的本質/理查.魯梅特(Richard P. 

Rumelt)著; 李芳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70-4 (PDF) 

NT$450 普遍級  

策略的本質/理查.魯梅特(Richard P. 

Rumelt)著; 李芳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71-1 (EPUB) 

NT$450 普遍級  

策略轉折點競爭優勢: 辨識早期訊號,

洞察顧客需求,提供比競爭對手更具

吸引力的創新方案,創造企業新商機/

莉 塔 . 岡 瑟 . 麥 奎 斯 (Rita Gunther 

McGrath)著; 許恬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05-2 (EPUB) 

NT$450 普遍級  

紫色房間= The purple room/赫利歐.萊

昂(Helio León)攝影 .-- 初版 .-- 臺南市 : 

元宇宙學社, 11107 .-- 14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387-0-3 (平裝) 

限制級  

紫微心易占卜/鄭莉安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鄭莉安, 11107 .-- 2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345-

3 (平裝) 普遍級  

紫微斗數 200 問: 淺談天下第一神術

/杜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71-4 (PDF) 普遍級  

紫微攻略. 5: 愛情/大耕老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61-7 (PDF) 

普遍級  

紫微攻略. 5: 愛情/大耕老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762-4 

(EPUB) 普遍級  

*給中學生的人際溝通術: 一輩子都

需要的互動表達力,現在開始學習!/

楊俐容文; 吳宇實漫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95-6 (EPUB) 普遍

級  

*給中學生的口語表達術: 一輩子都

要擁有的口語表達力,從現在開始學

習!/游嘉惠文; 咖哩東漫畫 .--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87-1 (EPUB) 

NT$380 普遍級  

*給中學生的生涯探索術: 找到人生

目標的關鍵探索力,現在開始學習!/

謝其濬文; LONLON 漫畫 .--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88-8 (EPUB) 

NT$380 普遍級  

*給中學生的時間管理術: 一輩子都

要擁有的時間掌握力 ,現在開始學

習!/謝其濬文; YINYIN 漫畫 .-- 二版 .-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89-5 (EPUB) 

NT$380 普遍級  

*給中學生的專題寫作術: 一輩子都

需要的關鍵寫作力,現在開始學習!/

謝其濬文; 漢寶包漫畫 .-- 二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90-1 (EPUB) 

NT$380 普遍級  

*給中學生的情緒管理術: 一輩子都

需要的情緒調適力,現在開始學習!/

楊俐容, 孫德齡文; 蛋糕假面 X 漫畫 .-

-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91-8 

(EPUB) NT$380 普遍級  

*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 一輩子都

需要的資料統整力,現在開始學習!/

游嘉惠文; 梓琿漫畫 .-- 二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92-5 (EPUB)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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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03-4 (PDF)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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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04-1 (EPUB) 

NT$600 普遍級  

給肩痛者的全方位修復指南/卡爾.克

諾夫(Karl Knopf)著; 賴孟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61-1 (PDF) 

普遍級  

給肩痛者的全方位修復指南/卡爾.克

諾夫(Karl Knopf)著; 賴孟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6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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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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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7-72-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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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61-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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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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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3-0-1 (EPUB) 普遍級  

虛擬詩情/言雨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00-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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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6-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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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6-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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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4-97-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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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4-94-2 (PDF) 普遍級  

超迷你日語會話/朱讌欣, 田中紀子

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4-95-9 

(PDF) 普遍級  

*超高效 Google 雲端應用: 打造競爭

優勢的必勝工作術/胡昭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05-8 (PDF) 

NT$580 普遍級  

*超高效 Google 雲端應用: 打造競爭

優勢的必勝工作術/胡昭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06-5 

(EPUB) NT$580 普遍級  

超實踐!自律神經調理指南: 找到身

體不適的真正原因,擺脫失眠、倦怠、

頭痛、肥胖等身心煩惱!/工藤孝文著;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95-3 (EPUB) 普遍級  

跑得比真相更快的謠言: 從偽知識、

假新聞到衛生紙之亂,一部最完整的

「資訊傳播心理學」 /松田美佐著; 

林以庭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0-5-3 (PDF) 普遍級  

跑得比真相更快的謠言: 從偽知識、

假新聞到衛生紙之亂,一部最完整的

「資訊傳播心理學」 /松田美佐著; 

林以庭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60-6-0 (EPUB) 普遍級  

進 用 論 經 濟學 /普羅巴 . 阮 將 .沙 卡

(Prabhat Ranjan Sarkar)作; 杜文仁, 沈

鳳財, 楊麗卿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13-7-6 (EPUB) NT$320 普

遍級  

進階藥學實習手冊/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藥學專業學院主編 .-- 八版 .-- 臺

北市  : 臺大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52-93-3 (PDF) 普遍級  

進擊的台劇: 故事 X 技術 XIP 放大,

瀚草與合影視如何打造影視台流,走

向世界!/曾瀚賢, 湯昇榮口述; 廖昀靖

撰 寫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29-8 (EPUB) 普遍級  

進擊的台劇: 故事 X 技術 XIP 放大,

瀚草與合影視如何打造影視台流,走

向世界!/曾瀚賢, 湯昇榮口述; 廖昀靖

撰 寫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30-4 (PDF) 普遍級  

進擊的呼吸: 腹式呼吸再進化,開啟

全身活氧循環,提升免疫力、自癒力、

健康續航力!(熱銷新裝版)/藤麻美子, 

川鳩朗作; 劉德正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66-4 (PDF) 普遍級  

進擊的呼吸: 腹式呼吸再進化,開啟

全身活氧循環,提升免疫力、自癒力、

健康續航力!(熱銷新裝版)/藤麻美子, 

川鳩朗作; 劉德正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267-1 (EPUB) 普遍級  

鄉關何處-高雄眷村三部曲: 侯淑姿

眷村女性影像書寫作品集暨論述集

(2010-2018)= Out of place: a trilogy o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in 

Kaohsiung: Hou Lulu Shur-tzy's 

discourses, photographs, and female 

image witings(2010-2018)= 故郷はど

こにある?高雄眷村三部曲: ホウ.ル

ル.シュウズ作品集ならびに論文集: 

女 性 が 写 真 を つ づ る と き (2010-

2018)/侯淑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031-42-1 ( 全 套 : 精 裝 ) 

NT$8000 普遍級  

鈔 能 戰 士  大 魔 蛇 神 之 戰 / 嚴 淑 女

(Candy Yen)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聚

光文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71-9-5 (PDF) 普遍級  

開運風水 200 問: 風生水起好運來/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72-1 (PDF) 普遍級  

雲端時代你該有的溫柔斜槓: 11 個兼

顧家庭與人生的優秀女性人生典範/

楊雅如, YiLing, 鍾佑妮, Avita, 林貞妏, 

COCO, 楊雅純, Jennifer, 周佳雯, 連瑩, 

趙玉霜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26-52-3 (EPUB) 普遍級  

飲食的香氣科學: 從香味產生的原理、

萃取到食譜應用,認識讓料理更美味

的關鍵香氣與風味搭配 /市村真納 , 

橫田渉作; 周雨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浩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42-3 (EPUB) 普遍級  

黃賓虹談繪畫/黃賓虹原著; 蔡登山

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32-9 (EPUB) 普遍級  

黑洞簡史: 從奇異點到重力波,愛因

斯坦到霍金 ,清晰解析困擾物理界

300 年 的 神 秘 天 體 / 芭 杜 席 雅 克

(Marcia Bartusiak)著; 嚴麗娟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70-5 

(EPUB) NT$33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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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563-0 (EPUB) 普遍級  

塔羅凝視: 學習者的圖像對話之旅/

潘青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4-86-1 (EPUB) 普遍級  

媽媽與她們的產地: 25 組媽媽類型的

行為和心理解析,讀懂自己,就能為育

兒及人際問題解套/鄭宇烈著; 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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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87-4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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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4-34-3 (PDF) 

普遍級  

微物誌: 現代日本的 15 則物語/蔡曉

林作; 楊詩穎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6 .-- 約 438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69-9-8 (線上有

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微動作觀人術. 1, 言談外貌篇/馮國

濤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84-4 (PDF) 普遍級  

微動作觀人術. 2, 行為舉止篇/馮國

濤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85-1 (PDF) 普遍級  

微動作觀人術. 3, 兩性社交篇/馮國

濤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86-8 (PDF) 普遍級  

*微菜苗種植: 廚房即菜園/Jane 高作; 

JoJo 李攝影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02-3 (PDF) NT$360 普遍級  

意大利的酒窝. 中意篇/齐仲蝉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齊仲蟬,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284-5 

(EPUB) 普遍級  

慈濟學概論/何日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80-9 (EPUB) 普遍級  

慈濟學概論/何日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81-6 (PDF) 普遍級  

想要贏別人 ,先贏過你自己 /王渡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38-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想從庸才變人才,首先要成為職場生

存天才!: 該低調時絕不抬頭,該出聲

時絕不低頭!/余亞傑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614-9 (EPUB) 

普遍級  

新人道主義教育文集/雪莉.普羅巴.

阮將.沙卡;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

市 : 大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13-3-8 (EPUB) 普遍

級  

新心老前整理師軟體使用手冊/新心

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1

版 .-- 新北市 : 新心資安,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1-3-7 (PDF) 

NT$300 普遍級  

新手陽臺種花/藝美生活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2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42-010-

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新手陽臺種菜/藝美生活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7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42-011-

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新北市農會文山農場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經營規劃書: 期中報告/陳建志, 

黃培峻, 林明彥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景文科大, 11107 .-- 14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599-46-0 (平裝) 

NT$660 普遍級  

新北市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77-4 (單張全開) NT$180

普遍級  

新版星座希臘神話故事/迷迭香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87-5 (PDF) 

普遍級  

*新知研討會. 111 年度: 乳牛飼養與

營養線上研討會/夏良宙主編 .-- 初

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1107 .-

- 1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1-4-0 (平裝) 普遍級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林紀東

等編纂 .-- 9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16-4 (PDF) 普遍級  

新戀愛講座/三島由紀夫作; 林皎碧

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90-9 

(PDF) 普遍級  

新戀愛講座/三島由紀夫作; 林皎碧

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91-6 

(EPUB) 普遍級  

楞嚴經玄義/悟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86-4-3 (PDF) 

普遍級  

楞嚴經白話直解: 五十陰魔章/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9-2-8 (PDF) 普遍級  

楞嚴經白話直解: 玄義、直解(全集)/

悟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乘定香精舍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286-5-0 (PDF) 普遍級  

楞嚴經白話直解: 耳根圓通章/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9-3-5 (PDF) 普遍級  

楞嚴經白話直解: 念佛圓通章/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9-0-4 (PDF) 普遍級  

楞嚴經白話直解: 清淨明誨章/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9-1-1 (PDF) 普遍級  

楞嚴經蠡測. 肆/王薀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60-4-5 

(EPUB) NT$300 普遍級  

楞嚴經蠡測. 肆/王薀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60-5-2 (PDF) 

NT$300 普遍級  

歲月三章/李致遠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96-9 (PDF) 普遍級  

歲月不留白/陳玉琳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9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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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世雄, 梁民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09-5-1 (PDF) 

普遍級  

準媽媽的孕期宮內事: 孕前準備 X 孕

期祕辛 X 生產過程 X 產後護理,跟隨

醫師來一趟 280 天的生命旅程/京虎

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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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36-1 (EPUB) 普遍級  

瑜伽科學觀: 食物、斷食與健康/嫡

嫡瑪杜瑞(Didi Madhurii)著; 帥海娜等

譯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13-4-5 

(EPUB) NT$180 普遍級  

瑜 伽 療 法 與 自 然 藥方 /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 原著; 陳新淦, 李震宇翻

譯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13-8-3 

(EPUB) NT$2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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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4-666-5 (PDF) 普遍級  

當代價值投資/斯凡.卡林著; 吳書榆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96-1 

(PDF) 普遍級  

當代價值投資/斯凡.卡林著; 吳書榆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97-8 

(EPUB) 普遍級  

痴人之愛/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93-0 (PDF) 

普遍級  

痴人之愛/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94-7 

(EPUB) 普遍級  

禁斷惑星: 從肉蒲團、漫畫大王、完

全自殺手冊到愛雲芬芝......禁忌的舊

時代娛樂讀本/高苦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49-7 (PDF) 

普遍級  

禁斷惑星: 從肉蒲團、漫畫大王、完

全自殺手冊到愛雲芬芝......禁忌的舊

時代娛樂讀本/高苦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50-3 (EPUB) 

普遍級  

經典速讀: 精選佛經 200 句/沈智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93-6 

(PDF) 普遍級  

經典速讀: 精選孫子兵法 200 句/沈智, 

楊博鵬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94-3 (PDF) 普遍級  

經典速讀: 精選莊子 200 句/沈智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88-2 (PDF) 

普遍級  

經典速讀: 精選詩經 200 句/沈智, 張

少華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89-9 (PDF) 普遍級  

經典速讀: 精選道德經 200 句/沈智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95-0 

(PDF) 普遍級  

經典速讀: 精選論語 200 句/沈智, 王

德重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96-7 (PDF) 普遍級  

經絡按摩拉筋操: 伸展拉筋+穴位按

摩,改善痠痛立即有效/蔡祐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16-0 (EPUB) 

普遍級  

經濟學: 理論與實務/洪嘉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2-53-3 (PDF) 

普遍級  

聖經: 經典聖典的跨時空解讀/約翰.

李奇斯(John Riches)著; 劉凡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62-9 (EPUB) 

普遍級  

聖經恢復本: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提

摩太前後書 提多書.腓利門書/財團

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08 .-

- 9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166-

837-6 (平裝) 普遍級  

葛超智紀念文集/杜祖健主編; 蔡岳

熹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前 衛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6-50-7 (PDF) 普遍級  

葛超智紀念文集/杜祖健主編; 蔡岳

熹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前 衛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6-51-4 (EPUB) 普遍級  

解決人生 90%煩惱的阿德勒心理學: 

跳脫負面循環,養成正向思考的習慣

與勇氣!/小倉廣監修; 鄒玟羚,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396-0 (EPUB) 普遍級  

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凱斯.桑斯汀

(Cass R. Sunstein)著; 林俊宏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12-5 (EPUB) 普遍級  

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凱斯.桑斯汀

(Cass R. Sunstein)著; 林俊宏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13-2 (PDF) 普遍級  

跟著肯恩費雪洞悉市場: 面對股市波

動,投資大師教你正確解讀市場規律/

肯恩.費雪(Ken Fisher), 菈菈.霍夫曼

斯(Lara Hoffmans)著; 劉奕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44-7 

(EPUB) 普遍級  

跨 Pray. 1: 90 天生命突破的祷告/李

协聪作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95-5-7 (EPUB) NT$210 普遍級  

跨 Pray. 1: 90 天生命突破的禱告/李

協聰作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95-4-0 (EPUB) NT$210 普遍級  

路 德 會 祈 禱 小 冊 = Lutheran prayer 

book/ 丁 威 廉 (Walliam B. Dingler) 編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

德會, 11108 .-- 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426-0-1 (平裝) NT$50 普遍

級  

跳出溫度舒適圈: 如何聰明應對夏日

高溫,從此不必掙扎冷氣該設幾度,達

到用電減半、生活零碳的舒適生活/

林子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381-0 (EPUB) NT$224 普遍級  

農場的大腦/瑟巴斯欽.莫羅(Sébastien 

Moro)著; 萊拉.貝納比(Layla Benabid)

繪; 林凱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36-8 (EPUB) NT$385 普

遍級  

違反平等之授益排除案件的違憲宣

告模式/洪暄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01-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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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 101 隻世界名犬: 橫跨現實與虛

構的狗狗們,讓你看見牠們無窮的魅

力/小文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25-2 (EPUB) NT$350 普遍級  

遍地青麻/安慶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76-1 (EPUB) 普遍

級  

電動車產業大未來/宣明智, 傅瑋瓊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29-3 (PDF) 普遍級  

電動車產業大未來/宣明智, 傅瑋瓊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3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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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76-0 (PDF) 

普遍級  

零基礎學揚琴/劉娜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82-1 (PDF) 

普遍級  

零廚藝也可以!15 分鐘做出日式星級

便當/稻村健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87-0 (EPUB) 普遍級  

團體諮商: 概念與實作/沈慶鴻, 郭鳳

鵑, 吳亭穎, 江文彬, 陳靜平, 王瑄, 張

天維, 王汝廷作; 沈慶鴻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07-2 (PDF) 

NT$450 普遍級  

團體諮商: 概念與實作/沈慶鴻, 郭鳳

鵑, 吳亭穎, 江文彬, 陳靜平, 王瑄, 張

天維, 王汝廷作; 沈慶鴻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08-9 (EPUB) 

NT$450 普遍級  

圖解研究方法/榮泰生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91-4 (PDF) 普遍級  

圖解海運學/張雅富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73-0 (PDF) 普遍級  

*圖解資料結構 x 演算法: 運用 C 語

言/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07-2 (PDF) NT$600 普遍級  

*圖解資料結構 x 演算法: 運用 C 語

言/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08-9 (EPUB) NT$600 普遍級  

圖解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榮泰生 , 

陳國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092-1 (PDF) 普遍級  

圖解數位科技: 金融科技與數位銀行

/伍忠賢, 劉正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39-3 (PDF) 普遍級  

圖解隨心所欲操控人心的「男女暗

黑心理學」/齊藤勇著; 卓惠娟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60-8-4 (PDF) 

普遍級  

圖解隨心所欲操控人心的「男女暗

黑心理學」/齊藤勇著; 卓惠娟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60-9-1 

(EPUB) 普遍級  

夢遊石洞幻境/李青蓉圖; 辜蕙玲文 .-

- 臺中市 : 自然科學博物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3-73-1 

(PDF) 普遍級  

奪心疫/沐謙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45-701-4 (EPUB) 普遍級  

實證占星觀念入門: 一把點燃占星魂

的火炬!/馬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網際意識, 11107 .-- 1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385-0-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榮格論現代人的心靈問題/卡爾.榮格

(Carl Jung)著; 溫澤元, 林宏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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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29-4 (PDF) 

NT$500 普遍級  

漫畫建築物理環境入門/原口秀昭著; 

Sano Marina 繪; 陳曄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30-6 (EPUB) 

普遍級  

漫 畫 結 構 力 學 入 門 / 原 口 秀 昭 著 ; 

Sano Marina 繪; 賴庭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31-3 (EPUB) 

普遍級  

漫畫圖解心理學 102 則: 輕鬆解讀人

心,看清人性不糾結/趙建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90-5 (PDF) 

普遍級  

漫畫圖解經濟學 109 則: 深入淺出超

有趣 ,就連小學生都能看懂 /趙建勇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91-2 

(PDF) 普遍級  

疑案裡的中國史: 民間流傳千古疑雲

/艾公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485-3 (EPUB) 普遍級  

疑案裡的中國史: 帝王將相生死謎團

/艾公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486-0 (EPUB) 普遍級  

瘋人說/穆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84-4 (EPUB) 普遍級  

瘋 狂 忙 碌 拯 救 法 / 曾 娜 . 艾 芙 瑞 特

(Zena Everett)作; 吳書榆譯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90-0 (EPUB) 普遍級  

福音橋(客語)/中華福音橋傳道會編

輯委員會編著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

橋傳道會, 11107 .-- 3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649-1-1 (平裝) 普遍

級  

福音橋(華語)/中華福音橋傳道會編

輯委員會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中

華福音橋傳道會, 11107 .-- 3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649-3-5 (平裝) 

普遍級  

福音橋(閩南語)/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編輯委員會編著 .-- 新北市 : 中華福

音橋傳道會, 11107 .-- 37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86-06649-2-8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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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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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30-0 

(PDF) NT$420 普遍級  

管理學一本搞定!全彩圖解版/李智朋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73-8 (PDF) 普遍級  

精編中國雙鋼琴作品選 /黃伊娜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2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45-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精編外國雙鋼琴作品選 /黃伊娜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2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32-593-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網路上的魚與貓/九方思想貓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702-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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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張聖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01-0 (EPUB) 普遍級  

臺中市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72-9 (全開單張) NT$180

普遍級  

臺北市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69-9 (單張全開) NT$180

普遍級  

臺北健康城市 社區健康生活方案成

果專刊/侯佳惠, 李文驊, 林夢蕙, 陳衣

螢, 鄭奕喬, 吳智偉編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北市衛生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4-41-1 (PDF) 

普遍級  

臺南市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73-6 (全開單張) NT$180

普遍級  

臺灣地形全地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

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 ISBN 978-986-5736-74-3 (全開單張) 

NT$180 普遍級  

臺灣野鳥圖鑑. 水鳥篇/廖本興著 .-- 

增訂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17-7 

(EPUB) 普遍級  

臺灣惡地誌: 見證臺灣造山運動與四

百年淺山文明生態史/蘇淑娟, 梁舒

婷, 吳依璇, 劉閎逸, 柯伶樺, 邱峋文, 

黃惠敏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67-0 (PDF) NT$630 普遍級  

臺灣惡地誌: 見證臺灣造山運動與四

百年淺山文明生態史/蘇淑娟, 梁舒

婷, 吳依璇, 劉閎逸, 柯伶樺, 邱峋文, 

黃惠敏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68-7 (EPUB) NT$630 普遍級  

臺 灣 簫 曲 集 = Taiwanese Xiao sheet 

music collection= 台湾簫の曲集/伍登

雄編著 .-- 修訂第一版 .-- 高雄市 : 維

和海德設計工作室, 11108 .-- 1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1688-1-6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與食品消費有關的 100 個關鍵數字/

農食產業鏈研究團隊編著 .-- 新竹市 : 

食品工業, 11107 .-- 冊 .-- ISBN 978-

986-6110-40-5 (全套:精裝) NT$10000

普遍級  

與 聖 者 對 話 / 德 瓦 旭 希 (Devashi sh 

Donald Acosta)編; 吳春華譯 .-- 初版 .-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13-5-2 (EPUB) 

NT$350 普遍級  

裴社長廚房手記. 2: 水手、記者、家

庭二三事(作者親唸精選版)/裴偉作.

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7 .-- 約

5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

81-9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豪記龍虎榜. 28/ .-- 臺南市 : 豪記影視

唱片, 111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31-0-3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閩南語音字分清楚. 1, 語言用字暨詞

彙分類/鄭安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41-6 (PDF) NT$430 普遍級  

鳳凰花開時,我學會了笑/羅小曼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83-9 

(PDF) 普遍級  

儀器分析原理與應用/施正雄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01-0 (PDF) 

普遍級  

劇說戲言. 第十期/李先達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大戲劇系研究所學生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80622-5-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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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62-3 (EPUB) 

普遍級  

影子裡的大象= L'éléphant de l'o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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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尖端,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8-

302-9 (精裝) 普遍級  

憤怒的勇氣: 對不合理表達公憤,這

個世界與你的人生就會改變。/岸見

一郎撰寫; 涂紋凰翻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35-8 (EPUB) 普遍

級  

憤怒的勇氣: 對不合理表達公憤,這

個世界與你的人生就會改變。/岸見

一郎撰寫; 涂紋凰翻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36-5 (PDF) 普遍級  

*數位與醫學的人工智慧影像處理技

術: Python 實務/黃正達, 蔡旻嶧, 王旭

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09-6 (PDF) NT$580 普遍級  

*數位與醫學的人工智慧影像處理技

術: Python 實務/黃正達, 蔡旻嶧, 王旭

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10-2 (EPUB) NT$580 普遍級  

數位學習的創新與應用論文集. 2019/

劉安之主編; 王梅玲, 徐毓旋, 張瑞麟, 

王英宏, 黃能富, 曾建維, 蔡秉翰, 李

允安, 陳政典, 蔡雅涵, 朱蕙君, 劉淑

芬, 劉聰仁, 謝東佑, 李惠春, 黃玉雯, 

林惠茹, 林宥甄, 陳怡秀, 林兆宇, 侯

佳利, 林至中, 陳良輔, 陳嘉仁, 張淑

萍, 馬均榕, 張文, 張玉鈴作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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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中 市  : 中 華 開 放 教 育 聯 盟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17-1-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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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

市 : 日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65-0 (EPUB) 普遍級  

樓梯間至少有一盞燈不會亮/陳育律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703-8 (EPUB) 普遍級  

樂高人生 : 我的族譜 /延斯 .安德森

(Jens Andersen)著; 楊明暐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75-9 (PDF) 

普遍級  

樂高人生 : 我的族譜 /延斯 .安德森

(Jens Andersen)著; 楊明暐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76-6 

(EPUB) 普遍級  

歐文字體的製作方法: 資深字體設計

師小林章,從零開始設計歐文字體的

關鍵知識與細節/小林章著; 曾國榕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73-4 

(EPUB) 普遍級  

歐洲演講比賽冠軍的德國式邏輯陳

述法: 使你的發言溫暖、有說服力又

受 歡 迎 / 賈 誠 柯 (WLADISLAW 

JACHTCHENKO)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683-6 (EPUB) 普遍級  

潘子明紅麴健康研究室/潘子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20-5-4 

(EPUB) NT$350 普遍級  

稻盛和夫工作的方法 /稻盛和夫著; 

彭南儀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98-801-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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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52-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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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53-8 (PDF) 普遍級  

談判生死戰: 炒蛋策略 X 衝突戰術 X

心態陷阱,九大角度精確分析,讓你勝

得光明正大,對方輸得合情合理!/吳

載昶, 肖勝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22-4 (EPUB) 普遍

級  

請幫幫我/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

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11-7 

(EPUB) 普遍級  

諸神上桌: 澤西島的奧祕桌談/維克

多 .雨果(Victor-Marie Hugo)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7-7-3 (PDF) 

普遍級  

諸神上桌: 澤西島的奧祕桌談/維克

多 .雨果(Victor-Marie Hugo)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07-8-0 

(EPUB) 普遍級  

誰才是真正的上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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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13-9-0 (EPUB)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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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8-5-6 (PDF) 

NT$350 普遍級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簡媜著 .-- 

二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7-602-1 (EPUB) 普遍級  

誰是外來者: 在德國、臺灣之間,獨

立記者的跨國越南難民探尋/黃文鈴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82-3 

(EPUB) 普遍級  

誰是外來者: 在德國、臺灣之間,獨

立記者的跨國越南難民探尋/黃文鈴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483-0 

(PDF) 普遍級  

誰最漂亮?/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

編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10-0 

(EPUB) 普遍級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程式?/李開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76-1 

(PDF) 普遍級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程式?/李開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77-8 

(EPUB) 普遍級  

誰讓恐龍有了羽毛?從顏色、行為到

奔跑速度,科學如何改寫恐龍的歷史

與形象/麥可.班頓(Michael J. Benton)

著; 王惟芬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169-7 (EPUB) 普遍級  

*墨韻薪傳: 養性草堂同門書畫篆刻

聯 展 = Passing on the charm of ink-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seal carving 

exhibition of master Wu Dong-Sheng and 

students/養性草堂作 .-- 桃園市 : 養性

草堂, 11107 .-- 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348-0-4 (平裝) 普遍級  

凝香,手工純露的科學與實證: 余珊

的蒸餾教室,花草木果 DIY 精油、純

露的萃取方程式/余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35-5 (EPUB) 

NT$476 普遍級  

學校裡無處可去的少年們/金重美著; 

胡椒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690-0 (EPUB) 普遍級  

學習的革命 2.0: AI 與疫情如何改變

教育的未來/佐藤學著; 黃郁倫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96-3 

(EPUB) NT$400 普遍級  

學會玩橋牌的第一本書/文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74-5 (PDF) 

普遍級  

學會選擇,懂得放棄,歡喜收割: 斷捨

離的人生從此超展開/孫郡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92-9 (PDF) 

普遍級  

擁抱受傷的內在小孩: 瞭解真實的自

己,看見自己的傷痛,找回療癒自己的

能力/叢非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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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國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494-5 (EPUB) 普遍級  

樹蔭的溫柔: 第一本關於樹的情感年

表,看樹如何撩撥想像、觸動心靈、

成為生命永恆的連結 /阿蘭 .柯爾本

(Alain Corbin)著; 張喬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8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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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82-9 (EPUB) 普遍級  

機智購物生活: 如果我們不再過度消

費,會發生什麼事?一場走遍全球,改

寫政經、生態與心理的永續消費反

思/詹姆士.麥金諾(J. B. MacKinnon)著; 

Geraldine Lee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65-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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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564-7 

(EPUB) 普遍級  

盧恩符文應用入門/麗莎.錢伯倫作;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68-0 (PDF) NT$380 普遍級  

盧恩符文應用入門/麗莎.錢伯倫作;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73-4 (EPUB) NT$380 普遍級  

親子的藝術: 引導孩子的心歸回上帝

/家庭生活事工作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9-3-2 (PDF) 

普遍級  

親子溝通: 如何有效地鼓勵孩子/潘

小輝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93-6 (EPUB) 普遍級  

親職教育與實務案例/邱珍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074-7 (PDF) 

普遍級  

諮商技術與實務/邱珍琬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093-8 (PDF) 普遍級  

諮商理論、技術與實務 /潘正德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8-05-8 

(EPUB) NT$450 普遍級  

諮商理論、技術與實務 /潘正德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8-06-5 

(PDF) NT$450 普遍級  

諾門罕之夏: 菁英之惡引領日本走向

的戰爭大道/半藤一利著; 鄭天恩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燎原出版,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7-1-3 

(PDF) 普遍級  

諾門罕之夏: 菁英之惡引領日本走向

的戰爭大道/半藤一利著; 鄭天恩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燎原出版,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7-2-0 

(EPUB) 普遍級  

貓咪這樣生活好幸福/茂木千惠, 荒

川真希作;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55-3 (EPUB) 

NT$350 普遍級  

貓咪這樣生活好幸福/茂木千惠, 荒

川真希作;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56-0 (PDF)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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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37-8 (PDF) 普遍級  

優活慢老(全彩珍藏版)/花蓮慈濟醫

院羅慶徽副院長暨高齡醫學跨領域

團隊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97-3 (PDF) NT$360 普遍級  

優勢創業：掌握 5 大重點,把你的優

勢變成一門好生意/陳政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694-2 (EPUB) 

普遍級  

嶼滔: 夸父之墜/羽澄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04-5 (EPUB) 普遍

級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22/許毓真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物技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6123-67-2 (PDF) NT$7500 普遍級  

戲弄/陳伯軒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45-705-2 (EPUB) 普遍級  

療癒自己繪本套書: 請相信,你一定

做得到+請相信,你已經很棒了/凱特.

艾倫(Kate Allan)著; 李曉燕, 陳文怡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84-03-

5 (全套:平裝) NT$960 普遍級  

禪定與靈性修持四階段/雪莉.雪莉.

阿 南 達 慕 提 (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

市 : 大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13-6-9 (EPUB) 

NT$200 普遍級  

縱 走 日 本 二 千 哩 / 亞 蘭 . 布 斯 (Alan 

Booth)著; 廖素珊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21-6 (EPUB) 

NT$336 普遍級  

膽識/金恩住著; 林芳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1-06-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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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583-8 (EPUB) 普遍

級  

隱形眼鏡學/江東信, 陳資嵐, 林芮宇, 

林克華, 蕭清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094-5 (PDF) 普遍級  

韓語口譯專業養成. 口語表現力篇: 

10 堂先修訓練課,展開你的口譯員之

路!/王清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42-6 (EPUB) NT$380 普

遍級  

韓語口譯專業養成. 口語表現力篇: 

10 堂先修訓練課,展開你的口譯員之

路!/王清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43-3 (PDF) NT$3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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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餐.購物日本語: 從菜單到購物清

單,教你一定要學會的日語怎麼說/康

翰娜著; 陳靖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66-7-1 (PDF) 普遍級  

斷輪迴/葛瑞.雷納(Gary R.Renard.)著; 

林慧如譯 .-- 臺中市 : 奇蹟課程.奇蹟

資訊中心,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78-2-0 (EPUB) NT$210 普

遍級  

織蔭: 人機協作的數位實構造林行動

= Interlace forest: the digital tectonics 

forestation via human robot 

collaboration/沈揚庭著作 .-- 第一版 .-

- 臺南市 : 沈揚庭, 11109 .-- 1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14-9 (平裝) 

普遍級  

舊譯寧瑪傳承吉祥普巴金剛成就心

要總釋/堪布南佐傳授; 丹增善慧法

日漢譯 .-- 臺北市 : 盤逸, 11107 .-- 1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182-1-

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醫療品質管理與病人安全: 理論及

實務/臺灣醫療品質協會作 .-- 一版 .-

- 臺北市 : 華杏,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4-667-2 (PDF) NT$650

普遍級  

醫藥產業年鑑. 2022/林建邦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生物技術,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123-68-9 

(PDF) NT$8500 普遍級  

藝遊蔚境: 2022 劉美加水彩畫集/ .-- 

桃園市 : 劉美加, 11107 .-- 4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41-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關心的話 溫柔的說/李秋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57-7-0 (PDF) 

普遍級  

鯨魚系圖文筆記書: 大村鯨。台灣鯨。

抹香鯨。海象鯨。一角鯨/蔡政修文; 

孫正涵圖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26-246-

4 (全套:平裝) NT$899 普遍級  

觸動視覺 x 味蕾: 舌尖上藝術甜點 3D

果凍花(含果凍花師認證)/陳暳陵, 朱

秋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13-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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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68-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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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69-8 

(PDF) 普遍級  

攝影迷境/蘇紹連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92-0 (EPUB) 

普遍級  

蘭的 10 個誘惑: 透視蘭花的性吸引

力與演化奧祕/呂長澤, 莊貴竣, 鄭杏

倩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664-5 (EPUB) 普遍級  

霸主的病妃/莫辰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72-7 (EPUB) 普遍級  

魔法樂齡身體打擊 . 課程設計篇= 

Magic body percussion for elders. 1/趙

偉竣, 林維茜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JC 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11107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322-3-1 (平

裝附光碟片) NT$420 普遍級  

魔 法 薰 香 / 艾 美 . 布 雷 克 索 恩 (Amy 

Blackthorn)著; 謝明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42-4 (EPUB) 

NT$315 普遍級  

權力與王座: 貿易、征伐與基督信仰,

中世紀如何奠定歐洲強盛的基礎?/

丹.瓊斯(Dan Jones)著; 羅亞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37-5 

(EPUB) 普遍級  

變得不好惹以後,我的生活好過多了/

姚林君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18-1 (PDF) 普遍級  

變得不好惹以後,我的生活好過多了/

姚林君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19-8 (EPUB) 普遍級  

讓全世界認識宮崎駿: 一個外國人在

吉卜力工作室的回憶/史提夫.艾伯特

著; 張芸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

人文化實驗室,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86-9-2 (EPUB) 普遍

級  

讓你智慧大開之書: 呻吟語. 內篇/呂

坤原著;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33-6 (EPUB) 普遍

級  

讓你智慧大開之書: 呻吟語. 外篇/呂

坤原著;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34-3 (EPUB) 普遍

級  

讓我照顧你: 一位長照服務員的 30

則感動記事/老么作; 王育偉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約

38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

693-2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

遍級  

讓孩子自動自發的正向回話術/石田

勝紀著;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35-2 (PDF) 普遍級  

讓孩子自動自發的正向回話術/石田

勝紀著;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36-9 (EPUB) 普遍級  

讓感受自由: 學會解讀與表達自己的

情緒,勇敢說出真實的感覺,活出自在

的 人 際 關 係 / 馬 克 . 布 雷 克 特 (Marc 

Brackett)著; 朱靜女譯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06-9 (EPUB) 

NT$420 普遍級  

靈性動物完全指南: 召喚守護力量,

連結靈性訊息/史蒂芬.法默(Steven D. 

Farmer)作; 李曼瑋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一葦文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13-4-7 (EPUB) 

NT$434 普遍級  

觀念的力度: 打造將才基因系列: 破

除工作的盲點,釐清困惑,從思維植入

優秀的基因/杜書伍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796-3 (EPUB) 

普遍級  

自我的追尋: 倫理學的心理學探究/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林宏

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4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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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追尋: 倫理學的心理學探究/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林宏

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53-4 (EPUB) 普遍級  

知識論/彭孟堯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03-4 (EPUB) 普遍級  

佛藏經講義. 第十八輯/平實導師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8-6 

(PDF) 普遍級  

綠度母寶藏: 伏藏大師秋吉.林巴之

度母心要與修持/秋吉.林巴(Chokgyur 

Lingpa)仁波切本論; 祖古.烏金(Tulku 

Urgyen) 仁 波 切 總 論 ; 楚 喜 . 阿 帝

(Trülshik Adeu)仁波切釋意; 艾瑞克.

貝瑪 .昆桑(Erik Pema Kunsang)英譯; 

楊書婷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橡實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5-40-0 (EPUB) NT$245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二部曲, 天狼星之谜/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6-8-8 (EPUB)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部曲, 龙皇宝剑争夺

战/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333-0-2 (EPUB)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部曲, 圣地风云/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6-9-5 (EPUB)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首部曲, 神魔合/弥勒皇

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6-7-1 (EPUB) 普遍級  

九龙记. 二部曲: 撒旦的悲哀/弥勒皇

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6-2-6 (EPUB) 普遍級  

九龙记. 三部曲: 勒赫巴的野心/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96-3-3 (EPUB) 普遍級  

九龙记. 五部曲: 耶稣丶老子丶佛陀

丶穆圣之战/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6-5-7 (EPUB) 普遍

級  

九龙记. 六部曲: 弥勒王道/弥勒皇佛

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6-6-4 

(EPUB) 普遍級  

九龙记. 四部曲: 神魔传说/弥勒皇佛

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6-4-0 

(EPUB) 普遍級  

宇宙之愛: 從占星揭露親密關係的奧

秘/珍.史匹勒(Jan Spiller)著; 韓沁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34-4 (EPUB) 普遍級  

烘焙原理: 探索烘焙的科學基礎,掌

握烘焙藝術的精髓,傲擁職人等級的

實力/寶拉.費吉歐尼(Paula Figoni)作; 

林怡婷, 高子晴, 劉玉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5-6-5 (PDF) 普遍級  

烘焙原理: 探索烘焙的科學基礎,掌

握烘焙藝術的精髓,傲擁職人等級的

實力/寶拉.費吉歐尼(Paula Figoni)作; 

林怡婷, 高子晴, 劉玉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95-7-2 (EPUB) 普遍

級  

逃避自由: 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

恐懼/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劉宗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47-3 (EPUB) 普遍級  

逃避自由: 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

恐懼/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劉宗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48-0 (PDF) 普遍級  

中國史學發微/錢穆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711-9 (EPUB) 普遍

級  

空間分析: 方法與應用/溫在弘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2-50-2 

(PDF) 普遍級  

中國史學名著/錢穆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715-7 (EPUB) 普遍

級  

*白话<<蒙古秘史>>全译本/白红光

着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03-0 (PDF) NT$450 普遍級  

俄共中國革命秘檔(一九二六)/郭恆

鈺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12-6 (EPUB) 普遍級  

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陳三井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13-3 

(EPUB) 普遍級  

波蘭史: 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洪茂

雄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02-7 (EPUB) 普遍級  

墨西哥史: 仙人掌王國/何國世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14-0 

(EPUB) 普遍級  

秘魯史: 太陽的子民/何國世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28-7 (EPUB) 

普遍級  

貝比.魯斯: 擊出魔幻時刻/成彥邦, 陳

紫薇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19-5 (EPUB) 普遍級  

瑪莎 .葛蘭姆 : 舞出新世界 /張燕淳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20-1 

(EPUB) 普遍級  

IBMYP 教與學剖析:談 IBMYP 中學

項目教學面向 /鄒蕙蘭 (Lanny Tsou)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6-247-1 (EPUB) 普遍級  

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 論文寫作格

式/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原著; 鈕文英譯 .-- 七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2-51-9 (PDF) 普遍級  

詩經評註讀本. 下/裴普賢編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17-1 (EPUB) 

普遍級  

詩經評註讀本. 上/裴普賢編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16-4 (EPUB) 

普遍級  

新譯賈長沙集/林家驪注譯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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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07-701-0 (EPUB) 

普遍級  

周夢蝶詩集精選暨荷蘭詩人漢樂逸

英譯/周夢蝶(Zhou Mengdie)著; 漢樂

逸(Lloyd Haft)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 111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9-679-0 (EPUB) 普遍

級  

逸讀周夢蝶: 荷蘭詩人漢樂逸解讀周

夢蝶/漢樂逸(Llyod Haft)著; 董恒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80-6 (EPUB) 普遍級  

老殘遊記/劉鶚撰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18-8 (EPUB) 普遍級  

綠野仙踪/李百川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26-3 (EPUB) 普遍級  

孽海花/曾樸撰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04-1 (EPUB) 普遍級  

*我忙著孤獨/精神科觀察日記.威廉

(曾世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7-9-2 (PDF) 普遍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