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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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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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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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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類 

特藏 

台灣的抉擇. 3 : 人民有權?政府有能? 

/ 洪泉湖, 周惠民, 周世雄, 潘兆民, 賴

榮偉, 呂嘉穎, 朱文輝, 桂宏誠, 區桂

芝, 閔宇經, 李炳南, 鄭旗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史記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447-1-5 (精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民權主義 2.CST: 孫中山思想 

3.CST: 臺灣政治  005.18  

民初的藍色恐怖,揭密復興社十三太

保 : 史上最殺同學會,權傾中國,見逆

者殺,見順者收 / 尹家民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44-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中國國民黨 2.CST: 情報組織  

005.22  

門裡還是門外? : 從蔣經國日記再探

孝嚴身世 / 黃清龍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歷史

與現場 ; 323) .-- ISBN 978-626-335-

881-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蔣經國 2.CST: 臺灣傳記  

005.33  

目錄學；文獻學 

文獻學 / 劉兆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533-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獻學  011  

古籍之美 : 古籍的版刻 / 張圍東著 .-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00-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古籍 2.CST: 版本學  011.5  

明末武林書坊同板重印書籍編刊考 / 

賴信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7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7-3336-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叢書 2.CST: 版本學 3.CST: 研

究考訂  011.5  

會友集 : 余英時會友集 / 余英時著 .-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

957-14-7512-7 (上冊 :平裝 ) .-- ISBN 

978-957-14-7513-4 (下冊:平裝) 普遍

級  

1.CST: 序跋  011.6  

民國時期經學圖書總目 / 林慶彰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343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513-0-6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經學目錄  016.09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躍升、轉變與擴疆 : 中華圖書資訊

學教育學會三十週年特刊 1992-2021 

/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76-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020.6433  

雜訊時代的高效資料整理術 : 精準

掌握二成黃金資訊的 39 個法則 / 鈴

木進介著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

463-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資訊科學 2.CST: 資訊管理  

028  

國學 

長天一色鮮.絕頂漾清漣 : 越南漢學

新視野 / 毛文芳, 阮俊強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

司, 11109 .-- 534 面; 21 公分 .-- (越南

漢學論叢 ; 第一輯) .-- ISBN 978-957-

15-1893-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文集 3.CST: 越南  

033.8307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臺灣之最小百科 / 梅洛琳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12 面; 17X18 公分 .-

- (我是知識王 ; 32)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087-6 (精裝) NT$125 普

遍級  

1.CST: 百科全書 2.CST: 兒童讀物  

047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論國立博物館行政法人化之可行性 / 

陳敏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39-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組織 2.CST: 博物館管

理 3.CST: 行政組織 4.CST: 法人  

069.1  

誰的博物館  / 艾莉絲 .普洛特(Alice 

Proc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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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84-42-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典藏 2.CST: 蒐藏品 

3.CST: 藏品研究  069.5  

普通論叢 

心靈點滴 :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

題講座彙編. 第 42 集 / 宜蘭暨羅東社

區大學等作 .-- 初版 .-- 宜蘭市 : 財團

法 人 宜 蘭 社 區 大 學 教 育 基 金 會 , 

11109 .-- 25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767-9-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哈德遜河畔文集. 2 / 花俊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兩岸犇報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7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566-1-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細胞與組織漫談及陰陽隨興 / 林國

雄编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慈惠堂出

版社, 11108 .-- 578 面; 21 公分 .-- (慈

惠堂叢書 ; 第 95 冊) .-- ISBN 978-986-

96169-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哲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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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哲學十大問題 / 鄔昆如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9-333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哲學  100  

海賊王的哲學課 : 夢想、正義和人

生的偉大航道 / 冀劍制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啟動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3-132-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通俗作品  100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 / 斐德利克.葛

霍(Frédéric Gros)著 ; 徐麗松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二十張出版,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56-0-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文集  107  

學術思想概論 

*徐復觀教授<<兩漢思想史卷二>>

手稿整理彙編 / 陳惠美, 謝鶯興整

理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圖書館 , 

11108 .-- 578 面; 25 公分 .-- (館藏手稿

整理系列 ; 4) .-- ISBN 978-957-548-

12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思想史 2.CST: 漢代  112.2  

論戴震與章學誠 : 清代中期學術思

想史研究 / 余英時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5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3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清代  112.7  

猶記風吹水上鱗 : 錢穆與現代中國

學術 / 余英時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25-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錢穆 2.CST: 學術思想  112.8  

中國哲學 

中国古代五行思想研究 : 五行哲学

导论 / 梁忠, 胡朝阳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8 .-- 270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中國古代五行思

想研究: 五行哲學導論 .-- ISBN 978-

626-96509-0-3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五行  120  

易經程氏傳 / (宋)程頤撰著 ; 林安梧

導讀 .-- 臺北市 : 慈惠漢學研究院, 

11108 .-- 496 面; 21 公分 .-- (慈惠漢

學 ; 1) .-- ISBN 978-626-96476-0-6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跨領域的道家哲學 / 葉海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177-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道家 2.CST: 老莊哲學  121.3  

老子无为之殇 / 王文生主编.译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8 .-

- 214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老子無

為之殤 .-- ISBN 978-626-95816-9-6 (平

裝) NT$345 普遍級  

1.CST: 老子 2.CST: 注釋  121.311  

老子的智慧 / 林語堂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45-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老子 2.CST: 注釋  121.311  

莊子全書 / (戰國)莊子著 ; 俞婉君譯

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社, 1111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46-0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周)莊周 2.CST: 莊子 3.CST: 

學術思想  121.33  

莊子新注. 內篇 / 陳冠學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9-333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莊子 2.CST: 注釋  121.331  

世界和平之大道 鬼谷文化古智今用 : 

心靈昇華 / 黃春枝, 吳清基, 黃啟方等

合著 .-- 臺中市 : 唯心宗南天文化院, 

11110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088-48-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鬼谷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887  

世界和平之大道 鬼谷文化古智今用 : 

以和平達和平 / 黃春枝, 吳清基, 黃啟

方等合著 .-- 臺中市 : 唯心宗南天文

化院, 11110 .-- 48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88-49-0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鬼谷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887  

世界和平之大道 鬼谷文化古智今用 : 

以便應萬變 / 黃春枝, 吳清基, 黃啟方

等合著 .-- 臺中市 : 唯心宗南天文化

院, 11110 .-- 65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88-51-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鬼谷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887  

世界和平之大道 鬼谷文化古智今用 : 

易經風水之傳與用 / 黃春枝, 吳清基, 

黃啟方等合著 .-- 臺中市 : 唯心宗南

天文化院, 11110 .-- 379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6088-47-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鬼谷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887  

世界和平之大道 鬼谷文化古智今用 : 

鬼谷文化發展大未來 / 黃春枝, 吳清

基, 黃啟方等合著 .-- 臺中市 : 唯心宗

南天文化院, 11110 .-- 6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088-50-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鬼谷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887  

鬼谷文化研究與闡揚 / 黃春枝作 .-- 

臺中市 : 唯心宗南天文化院, 11108 .-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6088-46-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鬼谷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887  

胡治洪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 胡治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

有限公司, 11109 .-- 444 面; 23 公分 .-

- (當代新儒學叢書) .-- ISBN 978-957-

15-1897-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新儒學 2.CST: 文集  128.07  

西洋哲學 

希臘哲學史 / 李震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1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哲學史 2.CST: 古希臘哲學  

141.09  

亞里斯多德哲學導論 : 理解的欲求 / 

強納森.李爾(Jonathan Lear)著 ; 劉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



7 

 

分 .-- ISBN 978-626-343-179-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1.5  

真理的意義 : 威廉.詹姆斯經典 / 威廉.

詹姆斯(William James)作 ; 劉宏信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新

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197-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實用主義  143.73  

神聖揚昇大師與古老智慧 : 啟動與

宇宙靈性指導的連結  / 凱爾 .葛雷

(Kyle Gray)著 ; 嫣然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系列 ; 241) .-- ISBN 978-626-96218-2-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精神主義 2.CST: 靈修  

143.85  

近代啟蒙脈絡中的思想論爭 : 詮釋

與結構 = Controvers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times : 

interpretation and structure / 林維杰, 吳

曉昀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1108 .-- 292 面; 

21 公分 .-- (當代儒學研究叢刊 ; 41) .-

- ISBN 978-626-7002-74-2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詮釋學 2.CST: 結構主義 

3.CST: 文集  143.8907  

哲學怪傑尼采 : 當你凝視深淵的時

候,深淵也在凝視你,與愚昧戰鬥一生,

潦倒癲狂而去 / 蔣耀江, 邊豔豔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3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20-7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7.66  

無用的神學 : 班雅明、海德格與莊

子 / 夏可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221-5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本雅明(Benjamin, Walter, 

1892-1940) 2.CST: 海德格(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 3.CST: 學術思想 

4.CST: 哲學  147.7  

邏輯學 

什麼是辯證法 / 黃昌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14-6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辯證法  154  

心理學 

心理學大圖鑑  = Visual book of the 

psychology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許

懷文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4 公分 .-- (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列 ; 

13) .-- ISBN 978-986-461-307-6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170  

我是誰?. 上, 16 項熱情動力指數,讓

你搞懂自己、高效溝通、解決衝突! 

/ 史蒂芬.睿思(Steven Reiss)作 ; 鄧公

理譯 .-- 臺北市 : 宇光企業社, 11108 .-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458-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誰的心裡沒點問題? : 暢銷百萬,有時

還能挽救你婚姻、財務的德國心理

課 / 福爾克.齊茲(Volker Kitz), 曼努埃.

涂煦(Manuel Tusch)著 ; 楊夢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人

文思潮 ; 158) .-- ISBN 978-986-134-

436-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榮格學派精神分析的四大基礎 / 莫

瑞.史丹(Murray Stein)著 ; 王浩威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1 公

分 .-- (PA ; 34) .-- ISBN 978-986-357-

24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榮格(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精神分析學  170.189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 : 學理與應用的

賦格曲 / 黃財尉著 .-- 修訂一版 .-- 臺

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9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

5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統計學 2.CST: 教育統計  

171.8  

求醫也要求己 / 陽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10 .-- 

30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22-8-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生活指導  

172.9  

學校沒教的人生必修課 : 中西大師

教你認識自己、自我諮商,獲致心靈

財富的密碼,迎向自我實現的人生 / 

陳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

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

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3-41-

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172.9  

藏著不說的,最傷? : 祕密如何影響你

的 健 康 與 未 來  / 麥 可 . 史 萊 平 恩

(Michael Slepian)著 ; 魯宓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心理 ; 

78) .-- ISBN 978-986-137-38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人際關係  

172.9  

女孩,陪妳聊聊心裡的傷 : 12 道關係

練習題,化解人際、情緒、家庭的煩

惱,活得更自由 / 潘有花著 ; 張召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

分 .-- (大好時光 ; 61) .-- ISBN 978-626-

7164-51-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女性心理學 2.CST: 自我實現 

3.CST: 人際關係  173.31  

因為我是女性 : 即使受傷,也能溫柔

對待世界 / 侯玉珍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好

人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女力星球 ; 4) .-- ISBN 978-626-96405-

5-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女性心理學 2.CST: 母親  

173.31  

DISC 性格交際學 : 你的個性是無尾

熊、孔雀、貓頭鷹 ,還是老虎?順應

人設、發揮才能,成為無往不利的社

交之王! / 李海峰, 彭潔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57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07-8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類型心理學 2.CST: 人格特質 

3.CST: 人際關係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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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思維 / 比雅久和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50-7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性格 2.CST: 自我心理學  

173.7  

童話夢工場 : 解答成長疑問的心理

測驗 / 熒光繪圖 ; 盛杰主編 .-- 初版 .-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957-521-581-

1 (全套: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格特質 2.CST: 心理測驗 

3.CST: 兒童遊戲  173.7  

每天多愛自己一點點 : 寫給高敏感

族的 365 天自我照顧書 / 愛曼達.卡

熙兒(Amanda Cassil)著 ; 屈家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45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79) .-- ISBN 978-986-179-766-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神經質性格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3.73  

躲不開職場粗神經,那就好好相處吧 : 

接納自己的細膩敏感,不受他人左右,

活出從容自在的人生 / 美琦珠莉著 ; 

呂盈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好想法 ; 42) .-- ISBN 978-

626-7164-46-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神經質性格 2.CST: 人際關係 

3.CST: 職場成功法  173.73  

穿西裝的蛇 : 寄生在辦公室裡的病

態 人 格 者  / 保 羅 . 巴 比 亞 克 (Paul 

Babiak), 羅伯特.海爾(Robert D. Hare)

作 ; 葉中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761-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反社會人格 2.CST: 精神分析 

3.CST: 工作心理學 4.CST: 個案研究  

175.7  

莎士比亞與精神分析. I : 打開別人的

痛苦,你的療癒會留下陪你或遠走他

鄉? / 邱錦榮, 王明智, 陳瑞君, 陳建佑, 

王盈彬, 吳念儒, 劉玉文, 劉又銘, 蔡

榮裕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薩所羅

蘭分析顧問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薩所羅蘭)精神分析的人

間條件 ; 6) .-- ISBN 978-626-95788-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 2.CST: 文學評論  

175.7  

魔鬼學 : 從憂鬱、自戀、死本能到

無 意 識  / 西 格 蒙 特 . 佛 洛 伊 德

(Sigmund Freud)著 ; 宋文里選文.翻譯.

評註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MA ; 84) .-- ISBN 978-986-

357-248-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學  175.7  

*正法天眼藏 : 啟發暗藏的第三眼 : 

天眼 / 謝妙芬總編輯 .-- 彰化縣永靖

鄉 : 社團法人中華許衡山靈學研究

推廣總會, 11108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75-1-6 ( 精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心靈學 2.CST: 靈修  175.9  

人生很長,你得學會與「時間」打好

關係 / 二間瀨敏史, 吉武麻子作 ; 趙

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出版社, 11110 .-- 19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77-809-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時間 2.CST: 時間管理  

176.233  

你不該輸在情緒上 : 好情緒讓你春

風得意,壞情緒讓你懷才不遇 / 李世

強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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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 (富能量 ; 51) .-- ISBN 978-626-7184-

3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6.5  

為什麼我們總是在逃避? : 40 年心理

治療師親授,破除現代人 10 種心理防

衛機制,擁抱最真實的自己 / 約瑟夫.

布爾戈(Joseph Burgo)著 ; 曲貝貝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10 面; 21 公分 .-

- (社會心理 ; 35) .-- ISBN 978-626-

7014-71-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逃避作用 2.CST: 防衛作用 

3.CST: 心理治療  176.5  

*情緒共和國 : 情緒家族共和好 / 墨

歷文 ; 吳惠菁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任兆璋修女林美智

老師教育基金會, 11108 .-- 1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3114-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情緒 2.CST: 繪本  176.5  

咖啡時間 : 招喚幸福的 27 個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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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35-7-0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幸福 2.CST: 生活指導  

176.51  

教我如何原諒你? / 珍妮絲.亞伯拉罕.

史普林(Janis Abrahms Spring), 麥可.史

普林(Michael Spring)著 ; 許琳英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

分 .-- (SH ; 40) .-- ISBN 978-986-357-

25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寬恕  176.56  

FBI 讀心術 / 滄海滿月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47-

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肢體語言 

3.CST: 讀心術  176.8  

改變現實的潛意識法則 : 用負面情

緒改變自我,實現理想生活 / 梯谷幸

司作 ; 張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 ; A28) .-- ISBN 978-

626-7172-04-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潛意識 2.CST: 潛能開發  

176.9  

意象王國的追尋 / 楠楓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109 .-- 2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90-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意境 2.CST: 語法 3.CST: 美學  

176.9  

CIA 教你讓人說出真心話 / 菲爾.休

斯 頓 (Philip Houston), 麥 克 . 弗 洛 伊

(Michael Floyed), 蘇 珊 . 卡 妮 西 羅

(Susan Carnicero), 彼得.羅梅瑞著 ; 陳

雅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ISBN 

978-626-335-856-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說服 2.CST: 應用心理學  

177  

超強心理判斷力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1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21-49-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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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人心的技巧 : 向歷史人物學習

操縱人心的方法,跟著頂尖讀心師培

養超影響力! / DaiGo 著 ; 伊之文譯 .-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

活 ; 526) .-- ISBN 978-626-320-238-2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說服 

3.CST: 人際關係  177  

中小學生必學社交力 / 藤野博監修 ; 

李亞妮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9 .-- 冊 .-- (廣泛閱讀) .-- 

ISBN 978-626-7140-72-7 (全套: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社交技巧 2.CST: 溝通技巧 

3.CST: 人際關係 4.CST: 網路社群  

177.1  

冰山對話 / 李崇義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心

理勵志 ; BBP473) .-- ISBN 978-986-

525-747-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溝通 2.CST: 傳播心理學  

177.1  

1 日 3 分鐘,要什麼有什麼的超感謝

筆記 : 吸引好運與財富的超強習慣 / 

masa 著 ; 陳聖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dea life ; 37) .-- 

ISBN 978-986-136-635-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20 幾歲,你要改變什麼 / 張禮文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 (成功講座 ; 386) .-- ISBN 978-986-

392-465-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365 種把每一天過好的方式 / 伊恩.桑

德斯(Ian Sanders)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1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94-3-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人生必讀的成功法則 / 李津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人

生必 讀經 典  ; 5) .-- ISBN 978-626-

96055-6-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人生算法 : 輕鬆跨越出身與運氣,全

面升級人生的概率思維 / 喻穎正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368 面; 21 公分 .-- (邁向成功

叢書 ; 87) .-- ISBN 978-626-7181-13-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力量從哪裡來 : 面對每一個不敢 / 李

一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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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530-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人生哲學  

177.2  

只要 5 分鐘!將煩惱寫成幸福的筆記

術 : 翻轉情緒、找回自我肯定的魔

法 / かんころ著 ; 林以庭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42-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覺 3.CST: 

生活指導 4.CST: 筆記法  177.2  

自信練習 : 內向者的氣勢培育,成功

者 的 後 天 素 養  / 伊 安 . 羅 伯 森 (Ian 

Robertson)著 ; 廖亭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0732

種 )(Upward ; 136) .-- ISBN 978-626-

7181-1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信 3.CST: 

成功法  177.2  

我去找太陽了 / 西班牙檸檬 Limó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05-7-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藝術治療  

177.2  

改變潛意識,成就美好現實 : 用量子

力學實現願望的 11 個法則 / 高橋宏

和作 ; 楊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 ; A29) .-- ISBN 978-

626-7172-0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幸運的祕密 : 從哲學、命運與財富

思考人生  / 史蒂芬 .海爾 (Steven D. 

Hales)著 ;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80 面; 21 公分 .-- (人生

顧問 ; 459) .-- ISBN 978-626-335-873-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機會  177.2  

冠軍思維 : 交易大師的致勝心智秘

訣 / 馬克.米奈爾維尼(Mark Minervini)

著 ; 黃嘉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寰

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16 面; 

21 公分 .-- (寰宇智慧投資 ; 471) .-- 

ISBN 978-626-95352-8-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哇!人生超讚 der!(才怪) : IG 60 萬粉

絲人氣心理師,9 堂課拯救你遠離有

毒正能量,找回面對現實的勇氣 / 惠

特妮 .古德曼(Whitney Goodman)著 ; 

邱思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理 ; 34) .-- ISBN 

978-626-7014-70-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7.2  

突破心靈圓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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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37) .-- ISBN 978-626-96018-4-4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破除毒心態,打造強大自控力 : 權威

心理治療師教你克服困境,不再卡關

受困,找回人生行動力 / 布莉特.弗蘭

克(Britt Frank)著 ; 鍾沛君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12-1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情緒管理  

177.2  

愛自己的冥想 12 堂課 / 亞蒂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富能量 ; 

47) .-- ISBN 978-626-7184-2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超覺靜坐  

177.2  

當全世界誤解你,更不能迷失自己 / 

李婉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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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458) .-

- ISBN 978-626-335-781-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像頂尖運動員一樣思考 : 鍛鍊五大

心理工具,克服各種挑戰,發揮最佳表

現 / 諾爾.布里克(Noel Brick), 史考特.

道格拉斯(Scott Douglas)著 ; 陳冠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09-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憂鬱世代 : 頂大生如何走出升學牢

籠、社群競逐及自我價值困惑的憂

鬱症 / 莊明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72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34) .-- 

ISBN 978-986-406-318-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躺平,是我的權利 : 貓和狗的療心話 / 

簡單心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96 面; 15X17 公分 .-- (人生顧問 ; 

460) .-- ISBN 978-626-335-875-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人生哲學 

3.CST: 生活指導  177.2  

獨立鍛造 : 重新領悟生命任務,淬鍊

獨一無二完整的你 / 蘇絢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心

理 ; 77) .-- ISBN 978-986-137-384-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7.2  

轉動自律飛輪 : 不費力完成最想做

的事 / Kris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0 .-- 308 面; 23 公分 .-- (豐富 Rich ; 

3) .-- ISBN 978-626-96405-6-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律 2.CST: 自我實現  177.2  

人們為什麼想要被認可? : 如果這樣

在意人,你會累的! / 榎本博明著 ; 駱

香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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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心

靈方舟 ; 44) .-- ISBN 978-626-7095-70-

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自我肯定  

177.3  

我們是真正的朋友 : 致最好的人生、

最好的自己,以及最美的友情 / 艾米

娜托 .蘇 (Aminatou Sow), 安 .傅利曼

(Ann Friedman)作 ; 林師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90-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友誼 3.CST: 

女性  177.3  

超人脈術 : 不善交際也能輕鬆拓展

人際關係,打造讓機會找上門的幸福

交友圈 / DaiGo 著 ; 高詹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70-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人際傳播 

3.CST: 社交技巧  177.3  

極簡社交學 : 反正都會被討厭,不如

只顧好自己!拒絕盲從、跟風,簡化你

的人際關係 / 佳樂, 李定汝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1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09-2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社交技巧  

177.3  

學會「體貼」,讓人生更加順遂 : 不

消耗、不勉強自己的 100 個貼心小

習慣 / 藤本梨惠子作 ; 劉姍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3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70-462-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人際關係 

3.CST: 生活指導  177.3  

談判賽局的破冰策略 : 沉錨效應 X

八二法則 X 交換理論,從審問室到談

判桌,祕訣大爆炸!財富好像很近,但

其實離你超遠!FBI 教官的商業讀心

術,以長年經驗及成功案例教你精準

攻破對手心防 / 高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33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31-3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談判理論 2.CST: 談判策略  

177.4  

乘風破浪的蛋黃酥 / 美樂蒂 Melody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天際系列 ; 3) .-- ISBN 978-986-133-

84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創傷 2.CST: 女性心理學 

3.CST: 母親  178  

圖解臨床心理學 : 從心理評估到心

理治療,不用藥也能治心病,143 則臨

床心理學知識詳解 / 下山晴彥監修 ;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98-

1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臨床心理學  178  

我覺得人生不適合我 : 歡迎光臨苦

悶諮商所,心苦的人請上車! / 林載榮

著 ; 盧鴻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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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眾生系

列 ; JP0202) .-- ISBN 978-626-96324-3-

5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178.4  

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 / 黃國彰, 黃玉

蓮, 葉寶玲, 陳思帆, 鄭青玫, 刑志彬, 

李明晉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0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團體諮商  178.4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高情商連結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赫企

業有限公司, 11108 .-- 109 面; 26 公

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9) .-- ISBN 

978-986-97010-8-2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自我實現  178.8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富裕法則連結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赫企

業有限公司, 11108 .-- 109 面; 26 公

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7) .-- ISBN 

978-986-97010-6-8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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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自我實現  178.8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愛的練習題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赫企

業有限公司, 11108 .-- 109 面; 26 公

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8) .-- ISBN 

978-986-970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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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自己更快樂的情緒課 : 用認知行

為療法更認識自己,擺脫恐慌、憂鬱、

社交恐懼症和強迫症,讓心靈清爽愉

快的自我練習 / 高井祐子著 ; 涂紋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6-508-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認知治療法 2.CST: 心理治療  

178.8  

倫理學 

念經念淨祈福心  / 黃子容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 智 在 心 靈  ; 73) .-- ISBN 978-626-

95773-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從絕望到希望 : 阿德勒的幸福論 / 岸

見一郎著 ; 簡大為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

長 ; 92) .-- ISBN 978-986-398-815-1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接納生命中的不完美 / 林正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21-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傳愛一生、幸福一生 : 50 個幸福人

生的故事 / 陳春山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臺中市 ESG 世界公民

數位治理基金會, 11109 .-- 198 面; 21

公分 .-- (邁向幸福世界公民系列 ; 

2) .-- ISBN 978-626-96555-0-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3.CST: 自我實現  191.9  

歲月靜好 / 詹秋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22-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躺平即是正義,我不是不想努力 : 被

失戀、被裁員、股票狂跌,管他什麼

亂七八糟的事,你只需要佛系應對! / 

傅世菱, 江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04-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讓靈魂活出更好的樣子 / 田定豐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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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92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19-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10 個與自己和解的幸福練習 : 正因

為人生無法盡善盡美,才會懂得珍惜

每時每刻的小確幸! / 王郁陽, 劉萍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89-7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成功法  

192.1  

大 愛 祝 福 心 念  = Universal love 

blessing / 周瑞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和氣大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128 面; 21 公分 .-- (大愛祝福心念系

列 ; 1) .-- ISBN 978-626-95067-4-3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心的十四堂課 : 奧修最切合現代人

需求的靜心指導 / 奧修著 ; 蔡孟璇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自由之丘文創

事業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505-9-4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保持你的善良,也要堅持你的底線 / 

小彬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53-44-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從自然科學通往靈性覺醒的奧秘.自

由的哲學 : 人智學開創大師一生最

重要的思想經典  / 魯道夫 .史代納

(Rudolf Steiner)著 ; 張家瑞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 11109 .-- 320 面 ; 21 公 分  .-- 

(NewLife ; 25) .-- ISBN 978-986-5496-

98-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當然可以不生氣 : 50 個簡單策略,讓

你擺脫負面情緒  / 何權峰著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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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526-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寧靜致遠 : 富蘭克林的人生守則 / 高

飛飛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265) .-- ISBN 978-626-

7134-49-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覺 = Beyond mind / 胡財騵著 .-- 南投

縣集集鎮 : 也品文藝工作室, 11109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5948-5-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超覺靜坐  192.1  

10 歲開始自己讀哲學名言 / 岩村太

郎作 ; 伊之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0 .-- 72 面; 19X21 公

分 .-- (廣泛閱讀) .-- ISBN 978-626-

7140-8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人生哲學 3.CST: 

兒童教育  192.11  

一開口就打動人心 : 精準掌握演說.

溝通.簡報.寫稿技巧 / 簡麗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80 面; 21 公分 .-- 

(生活館 ; 6) .-- ISBN 978-986-449-272-

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3.CST: 說話藝術  192.32  

子彈溝通 / 本喬亞土著 ; 楊正敏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有限公

司, 11110 .-- 172 面; 21 公分 .--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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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夾 ; 62) .-- ISBN 978-986-06727-8-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溝通技巧 2.CST: 說話藝術 

3.CST: 人際傳播  192.32  

*夏韻芬的說話課 : 用說話建立你的

特色「人設」,不用改變個性,也能把

話說得剛剛好,在關鍵場合贏得信任,

創造感動 / 夏韻芬作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

經 ; 478) .-- ISBN 978-986-398-810-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人際關係  192.32  

情境說話術 / 麥凡勒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47-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口才 2.CST: 說話藝術  

192.32  

黃金說話術 / 麥凡勒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49-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192.32  

零壓力閒聊 / 井上智介著 ; 林于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

公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平

安叢書 ; 第 733 種)(溝通句典 ; 57) .-- 

ISBN 978-626-7181-09-6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溝通技巧 2.CST: 說話藝術 

3.CST: 人際傳播  192.32  

請用 100 字表達香蕉的魅力 / 柿內尚

文作 ;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庫 ; 207) .-

- ISBN 978-986-175-700-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人際傳播  192.32  

成功,就這一句話 : 讓你逆中求勝的

智慧語錄 / 戴晨志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ViewPoint ; 

46) .-- ISBN 978-626-318-398-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格言 2.CST: 成功法  192.8  

能量之書 /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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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11110 .-

- 416 面; 18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338-421-7 (精裝) NT$599 普

遍級  

1.CST: 格言  192.8  

追求 100 分,不如拿出 100% : 換個角

度發現自己的美好價值 / 齋藤孝著 ; 

ニシワキタダシ繪 ; 李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7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464-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格言  192.8  

我們都是宇宙子民、世界公民 : 世

界公民統合全球 = We all are world 

citizens of the universe : global 

integration by world citiens / 陳春山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中

市 ESG 世界公民數位治理基金會, 

11109 .-- 158 面; 21 公分 .-- (邁向幸福

世界公民系列 ; 3) .-- ISBN 978-626-

96555-1-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世界公民 2.CST: 全球倫理  

196.1  

工程倫理 / 李柏旻, 陳建興, 李明熹, 

趙志燁, 蔡仁雄, 洪廷甫, 葉文正, 楊

榮華, 林章生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98-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工程 2.CST: 專業倫理  

198.44  

法律倫理學 / 姜世明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29-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法律倫理  198.58  

宗教類 

總論 

中國宗教的特殊性和普世性 : 理論

和方法新探 / 楊鳳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 

11108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670-8-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宗教史 2.CST: 中國  209.2  

宗教學 

宗教 : 性別與療癒 = Religions : gender 

and healings / 廖學銘, 楊嘉欽, 林長寬, 

邱炫元, 梁紅玉, 黃樂之, 楊熊端, 馬

薇茜, 楊一樂, 陳梅卿, 邱延洲, 凃宗

成作 ; 林長寬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

研究中心出版 ; 新北市 : 稻香出版社

發行,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國

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

心專書 ; 8) .-- ISBN 978-626-96004-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宗教 2.CST: 宗教文化 3.CST: 

文化研究 4.CST: 文集  214.07  

自然宗教對話錄 / 休謨(David Hume)

著 ; 陳修齋, 曹棉之譯 .-- 1 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40-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自然神學  216  

探索神聖知識的旅程. 下 : 從未失落

的 光 明  / 朵 洛 莉 絲 . 侃 南 (Dolores 

Cannon)著 ; Stephan, 梅西爾, 張志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花園有限

公司,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先

驅意識 ; 17) .-- ISBN 978-986-06742-2-

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輪迴 2.CST: 催眠術  216.9  

佛教 

了解佛法 / 諦深大師作 .-- 第一版 .-- 

高雄市 : 以戒為師, 11109 .-- 1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434-1-7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20.1  

*生命倫理與環境倫理 : 倫理抉擇的

中道智慧 / 釋昭慧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法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50-

61-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教倫理學 2.CST: 倫理學  

220.113  

*性別倫理與社會關懷 : 倫理抉擇的

中道智慧 / 釋昭慧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法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8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50-

62-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教倫理學 2.CST: 倫理學 

3.CST: 兩性倫理  2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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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光 30 珍本錄 / 釋性嚴, 釋仁宥, 李

玉珍, 闞正宗, 徐鳴謙, 釋天宏解題 .-- 

初版 .-- 桃園市 : 圓光佛學研究所, 

11108 .-- 172 面; 21 公分 .-- (圓光佛學

研究所叢書系列 ; 8) .-- ISBN 978-986-

95613-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目錄  220.21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21 / 妙

凡, 李利安總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

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1108 .-- 冊 .-- 

ISBN 978-957-457-640-1 (上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457-641-8 (下

冊 :平裝 ) NT$200 .-- ISBN 978-957-

457-642-5 (全套: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220.7  

漢唐時期文殊菩薩信仰研究 / 郭鎧

銘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416 面; 21 公

分 .-- (文選叢書 ; 5528) .-- ISBN 978-

957-457-64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殊菩薩 2.CST: 研究考訂 

3.CST: 漢代 4.CST: 唐代  220.7  

譬喻 / 釋性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2-22-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220.7  

濟佛說華嚴世界十二講 / 孚中編著 .-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

社出版 : 仁風坊發行, 11109 .-- 480 面; 

21 公分 .-- (經典講義 ; 4) .-- ISBN 978-

626-96298-3-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  

阿彌陀經要解講義 / (明)蕅益大師要

解 ; 圓瑛法師講義 .-- 臺中市 : 臺中

市佛教蓮社, 11109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53-8-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4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三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64 面; 

1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42-21-9 (菊 56K 經摺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明刻寫本 .-- 新

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0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794-228-9 (經摺裝) NT$500 普遍

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大家來抄經 / 陳亦純, 張廣博合著 .-- 

臺北市 : 誌成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 50 面; 26 公分 .-- (經典系列 ; 4) .-- 

ISBN 978-626-96030-2-2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5  

妙法蓮華經三周說法淺說 / 釋惟全

編著  .-- 臺東縣卑南鄉  : 釋惟全 , 

11109 .-- 22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8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妙法蓮華經四要品 / 釋法藏重新標

點 .-- 初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

986-06669-7-7 (全套: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靜思法髓妙蓮華 : 授記品第六 / 釋證

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靜思法脈叢書. 佛教經典) .-- ISBN 

978-626-96452-2-0 ( 全 套 : 精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佛說盂蘭盆經講話 佛說盂蘭盆講解

(合刊) / 聖印法師講述 ; 泰國純果大

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

北市大乘基金會, 11108 .-- 288 面; 27

公分 .-- (大乘叢書 ; A-200) .-- ISBN 

978-626-95526-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62  

佛說善生經(附:吉祥經) / (姚秦)佛陀

耶舍共竺佛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108 .-- 64 面; 15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326-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阿含部  221.8  

一行禪師講<<入出息念經>> : 修習

正念的基礎經書  /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 士嚴法師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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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 ; JB0154) .-- ISBN 978-626-

96324-2-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阿含部  221.82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語譯.注釋) / 龍

德嚴淨仁波切講述 .-- 再版 .-- 臺中

市 : 法藏文化出版社, 11108 .-- 296 面; 

21 公分 .-- (系列叢書 ; 8) .-- ISBN 978-

626-96190-1-6 (平裝) NT$420 .-- ISBN 

978-626-96190-2-3 (精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本緣部  221.86  

大佛頂首楞嚴神咒 / 釋法藏校訂 .-- 

初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2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669-8-4 (經摺裝) 普

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怎麼持楞嚴咒最有效 : 古梵文楞嚴

咒校註 / 簡豐祺編譯 .-- 增訂二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8 .-- 104 面; 

26 公分 .-- (咒語系列 ; CH10001) .-- 

ISBN 978-957-447-381-6 (精裝附光碟

片) NT$35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6  

幸福文化弘法摘錄. 第八集, 佛法為

解眾生迷 / 聖開導師講 ; 人乘佛教書

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 初版 .-- 臺

南市 :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 11108 .-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705-5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教化法  

225  

聖境毗廬精舍 韋潤之居士法語錄佛

菩薩靈感事跡 / 韋旭昇編著 .-- 初

版 .-- 屏東縣竹田鄉 : 韋旭昇, 11108 .-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5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4  

法王大神变 : 维摩诘与我 / 卢胜彦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法王大神變: 維

摩詰與我 .-- ISBN 978-986-5551-81-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因果 2.CST: 輪迴 3.CST: 感應  

225.85  

法王大神變 : 維摩詰與我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80-3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因果 2.CST: 輪迴 3.CST: 感應  

225.85  

佛法的知見與修行(大字版) / 聖嚴法

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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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98-96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225.8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22 / 陳一標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6177-2-2 (上冊:

平裝) .-- ISBN 978-626-96177-3-9 (下

冊:平裝) .-- ISBN 978-626-96177-4-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宗 2.CST: 文集  226.307  

念佛是誰? / 果如法師著 .-- 臺北市 : 

祖師禪林,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 (精進禪修系列 ; 3) .-- ISBN 978-986-

99378-3-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真心直說 .-- 初版 .-- 高雄市 : 宜禾學

佛園地, 11108 .-- 6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120-4-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異鄉的漂泊 = 타향에서의 표박 / 盧

勝彥作 ; 丁肇春譯 .-- 初版 .-- 桃園市 : 

丁肇春, 11108 .-- 冊 .-- 中韓對照 .-- 

ISBN 978-626-01-0412-2 (全套: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密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915  

*中觀理聚五論疏普照理路 / 絨敦釋

迦獅子著 ; 堪布洛桑滇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洛桑滇增, 11108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44-

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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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

波切講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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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09-5-7 ( 第 2 冊 : 精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修心之鑰 / 卻殿仁波切著 ; Tsewang 

Norbu(才旺諾布)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聞思寶藏佛學會, 11109 .-- 

16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2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龍德上師大圓滿 : 普賢上師言教集 / 

巴楚仁波切作 ; 龍德嚴淨仁波切編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法藏文化出版

社出版 :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藏佛教

會發行, 11111 .-- 冊 .-- (金剛乘系列 ; 

4) .-- ISBN 978-626-96190-3-0 (全套:平

裝) NT$96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3.CST: 佛教說法  226.965  

蓮花生大士全傳  / 洪啟嵩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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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

626-318-399-5 (全套 :平裝 ) NT$2200

普遍級  

1.CST: 蓮華生 2.CST: 藏傳佛教 

3.CST: 佛教傳記  226.969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 湯用彤著 .-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大家講堂 ; 

24-25) .-- ISBN 978-626-343-257-4 (上

冊 :平裝 ) NT$450 .-- ISBN 978-626-

343-258-1 (下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佛教史 2.CST: 漢代 3.CST: 魏

晉南北朝  228.2  

說給兒童的冒險歷史故事. 6, 玄奘 /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90-601-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唐)釋玄奘 2.CST: 佛教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229.34  

道教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 (唐)杜光庭註 ; 

林安梧譯著 .-- 臺北市 : 慈惠漢學研

究院, 11108 .-- 144 面; 21 公分 .-- (慈

惠漢學 ; 2) .-- ISBN 978-626-96476-1-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洞神部  231.4  

基督教 

從伊甸園到巴別塔 : 以上帝的眼光

看世界 / 陳志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8 .-- 344 面; 23 公

分 .-- (研經造就) .-- ISBN 978-986-

400-43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世記 2.CST: 聖經研究  

241.211  

聖經倒著讀 : 福音書教我們的喻象

讀經法 / 海斯(Richard B. Hays)著 ; 譚

達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出版社,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8-981-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福音書 2.CST: 聖經研究  

241.61  

馬可福音的啟示 : 受苦的人子彌賽

亞 = Savior / 董俊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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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21-4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馬可福音 2.CST: 聖經研究  

241.63  

主工人做主工 : 提摩太前後書信息 / 

楊寧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藝術傳

播協會, 11110 .-- 152 面; 21 公分 .-- 

(30 天禱告手冊 ) .-- ISBN 978-626-

96187-1-2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提摩太前書 2.CST: 提摩太後

書 3.CST: 聖經研究  241.781  

苦弱中彰顯的恩寵 : 試論一種現象

學向度的恩寵神學模型 / 劉晉平著 .-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輔大神學叢書 ; 

152) .-- ISBN 978-957-546-983-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神學 3.CST: 現

象學  242  

跨越藩籬 : 多重視野下的共融 / 謝華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瑪納文化,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漢思書

系 ; 2) .-- ISBN 978-986-99912-4-7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神學  242  

原牧 :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

14 期 = Bulletin of aboriginal theology 

and pastoral work(Fu Jen Faculty 

Theology of St. Robert 

Bellarmine,Taiwan). fourteenth issue / 詹

嫦慧主編 .-- 新北市 : 輔仁聖博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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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臺 灣 原 住 民 神 學 研 究 中 心 , 

11109 .-- 1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285-2-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期刊  242.05  

先知訓練學校 / 畢邁可(Mike Bickle)

著 ; 以琳書房編譯小組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8 .-- 336 面; 21 公分 .-- (恩

賜職務叢書 ; EG019-1) .-- ISBN 978-

626-7136-36-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神恩 2.CST: 預言 3.CST: 基督

教  242.4  

活出信心 /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 

陳欣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教導叢書 ; ET025-1) .-- 

ISBN 978-626-7136-35-5 ( 平 裝 ) 

NT$21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信仰  242.42  

從邪惡轄制得釋放 / 雷克.喬納(Rick 

Joyner)著 ; 蔡淑敏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以 琳 書 房 , 

11108 .-- 192 面; 21 公分 .-- (屬靈爭戰

叢書 ; EF025-1) .-- ISBN 978-626-7136-

33-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世界末日  242.6  

神性的親密對話 : 祈請指引,連結神

聖恩典的祈禱 / 卡洛琳.密思(Caroline 

Myss)作 ; 謝宜暉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豐富文化,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147-7-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祈禱  244.3  

祂要興起一人 / 翟辛蒂(Cindy Jacobs)

著 ; 陳維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8 .-- 382

面 ; 21 公 分  .-- ( 恩 賜 職 務 叢 書  ; 

EG008-1) .-- ISBN 978-626-7136-32-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祈禱  244.3  

啟程 : 帶著被愛的記號 / 鄭起老圖.文

(정기로) ; 朴同成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10 .-- 14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198-975-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基督教 3.CST: 

信仰  244.9  

揭開仇敵的真面目 / 雷克.喬納(Rick 

Joyner)著 ; 晨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屬靈爭戰叢書 ; 

EF027-1) .-- ISBN 978-626-7136-34-8 

(平裝) NT$23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善惡 3.CST: 種

族主義 4.CST: 巫術  244.9  

竊奪喜樂的七件事  / 喬依絲 .邁爾

(Joyce Meyer)著 ; 劉如菁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教導叢

書 ; ET037-1) .-- ISBN 978-626-7136-

31-7 (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快樂  244.9  

夢境告訴我的事 : 在夢境中遇見神 / 

賴性姝作 .-- 一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

刷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70-7-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治療  

244.92  

天 國 寶 藏 的 奧 祕  / 喬 納 森 . 卡 恩

(Jonathan Cahn)著 ; 郭恆雩(Abraham 

Kuo), 雅各之星出版社翻譯團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雅各之星出版社,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71-0-0 (上冊: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244.93  

在真理中堅定信仰  : 新眼光讀經

2022 年 10~12 月 / 劉永祺, 古美玲, 謝

懷安, 胡宏志, 吳志仁, 連嫣嫣, 李淑

慈, 張主憫, 拉瓦.米臼, 余淑玲, 葉志

達, 陳柏志, 鄭凱佳, 王右軍, 盧佳惠, 

洪旋格, 瑪亞.鄔茂, 陳志忠, 陳怡伶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出版

社,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3-0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自由做自己,去愛吧! : 愛的冥想 31 則 

/ 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著 ; 鄭重熙

譯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事業,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光

啟書號 ; 205196) .-- ISBN 978-957-546-

984-9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244.93  

信心銀行支票 本  / 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著 ; 鄭文麗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錫安堂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577-22-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44.93  

悠遊聖言 : 主日讀經釋義. 甲年 / 黃

敏正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聞道出版

社,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45-1-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聖女大德蘭的祈禱學校 / 方濟各.沙

勿 略 . 桑 丘 . 費 爾 明 (Francisco Javier 

Sancho Fermin)著 ; 韓瑞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星火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加爾默羅

靈修 ; 23) .-- ISBN 978-986-98715-7-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祈

禱  244.93  

零基礎聖經默想法 : 4 個步驟輕鬆讀

懂神的話 / 朴同成作 ; 徐國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 

111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198-974-7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鍛鍊祈禱力 : 深化靈修生活的五個

習慣 / 麥可.聖皮爾(Michael St. Pierre)

著 ; 譚璧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

啟文化事業, 11109 .-- 128 面; 21 公

分 .-- (光啟書號 ; 205377) .-- ISBN 

978-957-546-985-6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祈禱 3.CST: 靈

修  244.93  

要命的時刻 / 郭舲著 .-- 新北市 : 遠

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晴光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遠景叢書 ; 197) .-- ISBN 

978-957-39-114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見證  244.95  

在耶魯上神學課 : 沃弗談愛、生活、

信仰與文化 / 沃弗(Miroslav Volf)著 ; 

柯美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出版社,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198-983-9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生活指導  

244.98  

好好休一天 / 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著 ; 王建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

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11109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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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76-9-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生活指導  

244.98  

有些事 ,真不好說  : 9 堂神效溝通

TALK / 柳子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09 .-- 2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7-355-0 (平裝好

好說話版) NT$380 .-- ISBN 978-986-

277-356-7 ( 平 裝 透 明 真 實 版 ) 

NT$420 .-- ISBN 978-986-277-357-4 (平

裝揹起十架版) NT$1588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人際關係 

3.CST: 人際傳播 4.CST: 生活指導  

244.98  

打造夢寐以求的家庭生活 / 蓋瑞.巧

門(Gary Chapman), 雪倫.沃登(Shannon 

Warden)著 ; 許惠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

會出版部,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50-855-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家庭關係 

3.CST: 家庭溝通  244.99  

講道的情節 : 講章為敘事的藝術形

式 / 尤金.勞瑞(Eugene L. Lowry)著 ; 

邱昭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

版社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144 面; 23 公分 .-- (實踐神學

系列 ; 88) .-- ISBN 978-986-6355-9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1  

宣教人生 : 我活著是為宣教 = Live 

for mission / 夏忠堅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8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436-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教牧學  245.6  

天主教台中教區 60 週年紀念專刊 / 

天主教台中教區 60 週年籌備委員會

文史小組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

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 11108 .-- 35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89032-7-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教會 3.CST: 歷

史 4.CST: 臺中市  246.233  

認識路德會的信仰. 基礎篇 / Scot A. 

Kinnaman 總編輯 ; 古志薇譯 .-- 初

版 .-- 新竹市 : 路德傳產基金會出版 ; 

台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發行 , 

111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6403-4-3 (精裝) 普遍級  

1.CST: 信義會 2.CST: 基督徒 3.CST: 

信仰  246.4  

事工倍增循環 / 比爾.瓊斯(Bill Hones)

作 ; 張之陶, 張聰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 華宣出版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00 面; 23 公

分 .-- (教牧實踐系列 ; 2) .-- ISBN 978-

626-96506-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教會 3.CST: 教

牧學  247  

天 國 的 門 徒  / 彼 得 . 塚 平 (Peter 

Tsukahira)著 ; 陸沛珩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米迦勒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45-0-8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基督教教育  

247.71  

宗教統治 : 基督教革命如何重塑世

界 / 湯姆.霍蘭(Tom Holland)著 ; 蔡怡

佳, 陳正熙, 陳愷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啟示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冊 .-- (Knowledge 系列 ; 25-

26) .-- ISBN 978-626-96311-3-1 (上冊:

平裝) NT$550 .-- ISBN 978-626-96311-

4-8 (下冊: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史  248.1  

方濟會詞典 / 高達德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至潔有限公司, 11110 .-- 10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632-92-

0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濟會 2.CST: 天主教  

248.83  

路德、喀爾文以及其他人 : 改革及

其發展 / 阿明.孔勒(Armin Kohnle)著 ; 

羅月美譯注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35-

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宗教改革 2.CST: 天主教傳記  

249.9  

*歐洲中世紀的神學與靈修 / 劉錦昌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喜樂隱修院出

版 : 臺南市神樂社會教育關懷學會

發行, 11108 .-- 5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64-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傳記 2.CST: 神學  

249.9  

說給兒童的冒險歷史故事. 9, 李文斯

頓 /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604-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李文斯頓(Livingstone, David, 

1813-1873) 2.CST: 基督教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249.941  

其他宗教 

金聲木鐸的省思 合輯本. 輯三, 興毅

吳靜宇老前人講道集 / 興毅總壇道

務中心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財團

法人興毅總壇, 11108 .-- 2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251-5-8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開荒故土 : 當代一貫道的發展動態 / 

畢遊塞(Sébastien Billioud)著 ; 柯昀

青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

大學政大出版社, 11108 .-- 282 面; 23

公分 .-- (華人宗教研究叢書 ; 一貫道

系列) .-- ISBN 978-626-96532-0-1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CST: 儒教 3.CST: 宗

教與政治  271.6  

十方宇宙封神榜 彌勒天籙. 第一部 / 

彌勒皇佛作 ; 彌勒決賢神譯 .-- 臺北

市 : 彌勒皇教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02-08-1 ( 下 冊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天帝教天人炁功基本教材 / 天帝教

極院 天人 研究 總院 天人 炁功 院編

修 .-- 修訂二版 .-- 南投縣魚池鄉 : 財

團法人天帝教, 11110 .-- 1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508-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帝教  271.9  

戒淫遊記 / 無極直轄全真堂奉旨扶

鸞著作 .-- 初版 .-- 新竹市 : 全真雜誌

社, 11108 .-- 148 面; 17 公分 .-- (全真

叢書 ; 41) .-- ISBN 978-986-97755-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明代三一教主林龍江的修煉思想與

實踐之發展 / 彭嘉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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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 .-- 360 面; 21 公分 .-- (人文新

貴 ; 11) .-- ISBN 978-957-17-3338-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明)林龍江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民間信仰 4.CST: 傳記  271.9  

碧霞元君泰山姥姥勸禮懺、修善、

皈命真經譯文 / 明性賢精舍主人譯

述 .-- 高雄市 : 德惠雜誌社出版 : 高

雄 市 龍 鳳 宮 御 書 院 鳳 鸞 堂 發 行 , 

11108 .-- 64 面; 45 公分 .-- (龍鳳宮叢

書 ; 18) .-- ISBN 978-986-6621-94-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圖說南鯤鯓 : 南鯤鯓代天府 360 年

(1662~2022) / 黃文博著 .-- 臺南市 : 財

團法人南鯤鯓代天府, 11110 .-- 226 面; 

28X30 公分 .-- (南鯤鯓文化叢書  ; 

42) .-- ISBN 978-986-98929-9-5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臺南市  272.097  

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 

Taishang dongxuan lingbao gaoshang 

yuhuang benxing jijing / (宋)梓童帝君

校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957-

794-229-6 (全套:經摺裝) NT$4800 普

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2.11  

念念虔誠 步步感恩 / 財團法人行天

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著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

發展促進基金會, 11110 .-- 150 面; 21

公分 .-- (信眾見證選輯 ; 3) .-- ISBN 

978-626-96424-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2.74  

人生,只需要對自己誠實 : 放棄千萬

年薪,只為尋道之旅 / 嗡斯瓦米(Om 

Swami)著 ; 賴許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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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眾生 ; 

JP0202) .-- ISBN 978-626-96324-6-6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嗡斯瓦米(Om Swami) 2.CST: 

傳記 3.CST: 印度教 4.CST: 靈修  

274.9  

神話 

人 類 史 前 星 戰 之 羿 射 九 日  = 

Prehistoric star wars of earth humans / 微

塵小星作 .-- 桃園市 : 微塵國際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88 面; 23 公

分 .-- (揭開封塵系列 ; 2) .-- ISBN 978-

986-06092-9-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82  

三十六文天開疆紀 / 道合子總編輯 .-

- 初版 .-- 高雄市 : 澳肯國際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30 公分 .-- (心道藏) .-

- ISBN 978-626-96488-3-2 (平裝 ) .-- 

ISBN 978-626-96488-1-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神話  282  

大聖菩提傳 / 道合子總編輯 .-- 初

版 .-- 高雄市 : 澳肯國際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30 公分 .-- (心道藏) .-

- ISBN 978-626-96488-2-5 (平裝 ) .-- 

ISBN 978-626-96488-0-1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神話  282  

希臘眾神很有事 : 神啊!別鬧了!史上

最瘋狂的奧林帕斯「偽」歷史 / 蘇

西.唐金(Susie Donkin)著 ; 歸也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

司,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平裝

本叢書 ; 第 543 種)(Fun ; 3) .-- ISBN 

978-626-96042-9-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通俗作品  

284.95  

術數；迷信 

愛情運完全攻略. 2023 / Amanda, 魯道

夫, 馮少龍(布萊恩), Lili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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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543-98-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  

學會河洛理數,就用這一本 / 天覺(李

衍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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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510 面; 21 公

分 .-- (Easy quick ; 188) .-- ISBN 978-

986-488-230-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易占  292.1  

經典長銷!月亮魔法大全 : 利用月相

實現你想要的財富、健康與愛情等

各 種 願 望  / 黛 安 . 艾 奎 斯 特 (Diane 

Ahlquist)著 ; 舒靈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10 .-- 232 面; 

23 公分 .-- (療癒之光 ; 5) .-- ISBN 978-

626-96312-5-4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CST: 占卜  292.22  

貓 咪 占 星 指 南  / 埃 里 安 . 亞 拉 芙

(Eliane K. Arav)著 ; 姜盈謙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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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Light+ ; 11) .-- ISBN 978-986-

459-444-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CST: 貓  292.22  

奇門遁甲探源 / 楊皓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楊皓然, 11109 .-- 329 面; 21

公分 .-- (命理叢書 ; 7) .-- ISBN 978-

626-01-0494-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奇門遁甲  292.5  

單宮 : 時空奇門遁甲 / 楊皓然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楊皓然, 11109 .-- 353

面; 21 公分 .-- (命理叢書 ; 4) .-- ISBN 

978-626-01-0493-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奇門遁甲  292.5  

關帝百首籤詩解答彙編 / 劉崑誠編

撰 .-- 初版 .-- 高雄市 : 留一點空間工

作室, 11110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595-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籤詩  292.7  

天使說靈數 / 吳治賢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吳治賢, 11109 .-- 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471-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天使數字 : 來自天使的背後訊息與

涵義 / 凱爾.葛雷作 ; 謝孟庭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08-78-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美少年塔羅讀心占卜 : 翻一頁為自

己找到人生解答 / 杏花栗子作 ; 徐月

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

分 .-- (Mind map ; 245) .-- ISBN 978-

957-658-922-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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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大師學塔羅逆位牌 / 瑪莉.K.格

瑞爾作 ; 黃春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4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

75-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靈魂伴侶 : 28 天魔法顯化筆記本 = 

Soul mate : 28 days of magical 

manifestation notebook / 林筠鈞 Miko 

Li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

有限公司, 11109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161-7-6 ( 精 裝 ) 

NT$15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2023 開運大預言&喜兔年開運農民

曆 / 雨揚老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192 面; 23 公分 .-- (人生顧

問 ; 462) .-- ISBN 978-626-335-904-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生肖 2.CST: 改運法  293.1  

詹惟中開運農民曆. 2023 : 東方星座

創始人詹惟中的獨創開運書,全方位

解析流年,讓你 2023 年玉兔迎春,好

運年年增! / 詹惟中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911-6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命書 2.CST: 改運法  293.1  

紫微斗數運盤解盤密法 / 莊正文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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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92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89) .-- ISBN 978-986-488-231-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麻衣相法>>之身心觀 / 梁偉賢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470 面; 21 公分 .-- 

(人文新貴 ; 10) .-- ISBN 978-957-17-

333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相書  293.2  

姓名易經推命學  / 楊皓然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楊皓然, 11109 .-- 239

面; 21 公分 .-- (命理叢書 ; 12) .-- ISBN 

978-626-01-0492-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姓名學 2.CST: 易占  293.3  

*二 0 二三癸卯年擇日要覽 / 范龍達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聖環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781-234-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擇日  293.4  

女巫的水晶魔法 / 愛麗莎.馬貝爾作 ; 

張笑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77-2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CST: 水晶  295  

謝沅瑾兔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 史上

最萬用的開運工具書,謝老師親算二

0 二三年農民曆、流年流月,一書在

案,揚眉兔氣,全年順利! / 謝沅瑾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16-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改運法 2.CST: 命書  295.7  

自然科學類 

總論 

丈量人類世 : 從宇宙大霹靂到人類

文明的科學世界觀 / 陳竹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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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02-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300.7  

異時空裡的知識追逐 : 科學史與科

學哲學論文集 / 傅大為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9-333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哲學 2.CST: 文集  

301.107  

孩子的第一堂 STEM 實驗課 : 在家玩

科學 / 蘇珊.馬蒂諾(Susan Marineau)

文 ; 維姬.巴克(Vicky Barker)圖 ; 周怡

伶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9 .-- 48 面; 28 公分 .-- (閱讀與探

索) .-- ISBN 978-626-7140-77-2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303.4  

搞笑諾貝爾獎 40 選 / 五十嵐杏南著 ;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2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  

有害物質大作戰 / Sweet Factory 文 ; 

韓賢東圖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8 面; 

21 公分 .-- (我的第一本科學漫畫 ; 

62) .-- ISBN 978-957-658-934-8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次元天魚 / 文煌, 周文杰作 ; 氧氣工

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險隊 ; 2) .-- ISBN 

978-986-0761-77-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科學小偵探. 1, 神祕島的謎團 / 趙仁

河作 ; 趙勝衍繪 ; 林盈楹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144 面; 21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276) .-- ISBN 978-986-507-

986-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萬獸之王. 最強篇 / X 探險隊故事團

作 ; 熱血同盟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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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ISBN 978-986-0761-67-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萬獸之王 VS 恐龍世紀 / X 探險隊故

事團作 ; 黑墨工作室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3 公分 .-- (X 萬獸探

險隊 ; 2) .-- ISBN 978-986-0761-70-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生

物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957-

32-9762-8 (第 6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32-9763-5 (第 7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青少年讀物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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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地

科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957-

32-9766-6 (第 6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32-9767-3 (第 7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青少年讀物  

308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理

化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957-

32-9764-2 (第 6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32-9765-9 (第 7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青少年讀物  

308  

(小學生的腦科學漫畫)人類探索研

究小隊. 1, 為什麼我們那麼在意外表? 

/ 鄭在恩, 李高恩作 ; 金現民繪 ; 林盈

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76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 ; 273) .-- ISBN 978-

986-507-982-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8.9  

數學 

一條線有多長? : 生活中意想不到的

116 個數學謎題 / 羅勃.伊斯威(Rob 

Eastaway), 傑 瑞 米 . 溫 德 漢 (Jeremy 

Wyndham)著 ; 蔡承志譯 .-- 四版 .-- 臺

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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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8 面; 23 公分 .-- (科普漫

遊 ; FQ1007Y) .-- ISBN 978-626-315-

195-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不用數字的數學 : 讓我們談談數學

的概念 ,一些你從沒想過的事 ......激

發無窮的想像力! / 米羅.貝克曼(Milo 

Beckman)著 ; 甘錫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 (自由學習 ; 38) .-- ISBN 978-626-

7195-01-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無限 : 「沒有極限」到底是什麼意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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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80 面; 25 公分 .-

- (少年伽利略 ; 31) .-- ISBN 978-986-

461-306-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數學 = Mathematics / 田益誠, 趙日彰

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永大書局有

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13-4-6 (第 2 冊: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警專數學 / 李振宗編著 .-- 第二版 .-- 

高雄市  : 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 

11108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013-7-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讓數學說故事. 1, 原來數與量、幾何

這麼好玩 / 林原宏, 李英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0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43-201-7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讓數學說故事. 2, 原來統計與機率、

代數這麼好玩 / 林原宏, 李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62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02-4 ( 平 裝 ) 

NT$23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線性代數決戰 60 天 : 研究所講重點 / 

周易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79-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線性代數  313.3  

基礎微積分 / 徐世敏, 簡世文, 毛麗琴, 

李致頤, 黃耀新, 洪榮耀編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1108 .-- 264

面; 30 公分 .-- (滄海書碼) .-- ISBN 

978-986-363-15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 蔣俊岳, 李瑞麟, 黃妙冠, 方

惠真, 黃韋強編著 .-- 七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1109 .-- 656 面; 26 公分 .-

- (滄海書碼 ; MA0504) .-- ISBN 978-

986-363-14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簡易微積分 / 黃義雄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41-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電腦資訊科學 

(升科大四技)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

完全攻略 / 李軍毅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5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科技  312  

超人 60 天特攻本 : 數位科技概論與

應用(112 年統測適用) / 薛博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4-30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科技  312  

電腦&程式設計知識圖鑑 : 0 基礎也

好懂!科技素養與邏輯力躍進的第一

步! / 石戶奈奈子監修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62-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電腦 2.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  

圖解系統分析與設計 / 李春雄編著 .-

- 增訂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292-6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系統分析 2.CST: 系統設計  

312.121  

電腦網路原理(含 ITS Networking 網

路管理與應用核心能力國際證照版) 

/ 范文雄, 吳進北著 .-- 六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

28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網路  312.16  

Google 全方位應用武功祕笈 / 林佳生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9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85-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際網路 2.CST: 搜尋引擎  

312.1653  

一本書讀懂 Web3.0 : 區塊鏈、NFT、

元宇宙和 DAO / a15a 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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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54-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網際網路  312.1653  

Adobe Dreamweaver ACP 國際認證應

考攻略(適用 2020/2021) / 碁峰資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1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93-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Dreamweaver(電腦程式) 

2.CST: 網頁設計 3.CST: 全球資訊網 

4.CST: 考試指南  312.1695  

Tailwind CSS 3.0 從零開始 : 入門到實

戰 / 許智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46-0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CSS(電腦程式語言) 2.CST: 網

頁設計 3.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今晚來點 Web 前端效能優化大補帖! : 

一次搞定指標 x 工具 x 技巧,打造超

高速網站! / 莫力全 Kyle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8 面; 23 公分 .-- (iThome 鐵

人賽 系列 書 ) .-- ISBN 978-626-333-

221-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1695  

網 頁 設 計 必 學 技 術  :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jQu

ery Mobile+Bootstrap5 / 王麗琴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29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7 天學會設計模式 : 設計模式也可以

這樣學 / Yan(硯取歪)-羅威驗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176 面; 23 公分 .-- (博碩

書號 ; MP22251) .-- ISBN 978-626-333-

222-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軟體研

發  312.2  

軟體專案估算 : 為決策者提供高品

質資訊的基礎架構 / Alain Abran 著 ; 

徐丹霞, 郭玲, 任甲林譯 .-- 一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25-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專案管理  

312.2  

OCP : Java SE 11 Developer 認證指南. 

下, API 剖析運用篇 / 曾瑞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20-1 (平裝) NT$720 普

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少年 Py 的大冒險 : 成為 Python AI 深

度學習達人的第一門課 / 蔡炎龍, 林

澤佑, 黃瑜萍, 焉然編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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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Shell 程式設計與管理實務 / 臥

龍小三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40 面; 23

公分  .-- (博碩書號  ; MP22252) .-- 

ISBN 978-626-333-253-9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Shell(電腦程式語言) 2.CST: 

作業系統  312.32S48  

人人要懂的 Office 文件設計美學 / 渡

邊克之原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8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書處理 2.CST: 電腦程式 

3.CST: 套裝軟體  312.49  

Access 2021 嚴選教材!資料庫建立.管

理.應用 / 楊世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

30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ACCESS(電腦程式) 2.CST: 關

聯式資料庫 3.CST: 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49A42  

資 料 庫 系 統 管 理 與 實 作  : 

Access+Excel 商 務 應 用

(2016/2019/2021 版適用) / 李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512 面; 23 公分 .-- (博

碩書號 ; MP32209) .-- ISBN 978-626-

333-223-2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ACCESS(電腦程式) 2.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A42  

Excel VBA 的教科書 / 古川順平著 ; 

顏志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3-256-0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必選!EXCEL 2019 即學即會一本通. 

商務應用篇 / 郭欣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0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Illustrator 繪圖創意魔法 / 林佳生作 .-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9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33-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49I38  

Office 辦公自動化高手 / 林佳生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0 .-- 3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0-188-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OFFICE(電腦程式)  

312.49O4  

PowerPoint 2021 實力養成暨評量 / 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05-3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PowerPoint 2021(電腦程式)  

312.49P65  

PowerPoint 2021 實力養成暨評量 / 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95-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PowerPoint 2021(電腦程式)  

312.49P65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 SolidWorks 篇 / 

鄭光臣, 宋保玉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5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13-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CODESYS 智能化產業機台運動控制

系統與軟體核心開發寶典 / 沈嘉和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2 面;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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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297-233-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從 0 到 0.99 Android 架構開發實戰 : 

以便利貼應用程式為例 / 洪彥彬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9 .-- 304 面; 23 公分 .-- 

(iThome 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

626-333-257-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深 入 淺 出 Android 開 發  / Dawn 

Griffiths, David Griffiths 原著 ; 賴屹民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9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4-292-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輕鬆開發手機 App 點餐系統 : 使用

App Inventor 2 結合 Google 表單 / 李

春雄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17-8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Linux 實務 : 以 Ubuntu 為例 / 游允帥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0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tinyOS 即時作業系統 : ARM Cortex-

M0 微控制器實例 / 蔡長達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蔡長達, 11108 .-- 6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22-

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2.CST: 系統程式  

312.54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 徐熊健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6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結構 2.CST: 演算法  

312.73  

Power BI 實作大數據篩選分析與商

業圖表設計 / 吳燦銘著 .-- 二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24-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資料探勘 2.CST: 商業資料處

理  312.74  

資料科學輕鬆學 / Anil Maheshwari 著 ; 

張雅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8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探勘  312.74  

Web Hacking 現場指南 : 真實世界抓

漏和獵蟲的賞金之旅 / Peter Yaworski

著 ; 林哲逸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55-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2.CST: 網路安全  

312.76  

資訊安全概論 / 黃明祥, 林詠章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

公司, 11109 .-- 3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5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312.76  

實戰 Linux 系統數位鑑識  / Bruce 

Nikkel 著 ; 江湖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

28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2.CST: 電腦犯罪 

3.CST: 作業系統 4.CST: 鑑識  

312.76  

App Inventor 2 : 趣味手遊自己做 / 李

春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20-8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8  

UNITY 程式設計敎戰手冊 / 盛介中, 

邱筱雅作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315-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8  

元宇宙必修課 : 好奇元宇宙的人,你

得知道的 50 件事 / 李宰源著 ; 黃莞

婷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11 .-- 347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活 ; 499) .-- ISBN 978-626-320-

243-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數位科技 

3.CST: 趨勢研究  312.8  

我懂了,原來這就是元宇宙 / 黃安明, 

晏少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3 公

分 .-- (Biz ; 409) .-- ISBN 978-626-7192-

08-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數位科技 

3.CST: 產業發展  312.8  

AI 時代,設計力的剩餘價值 : 對象 X

流程 X 應用 X 能力塑造,人工智慧浪

潮下的設計師生存攻略 / 薛志榮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0 .-- 2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39-9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83  

Microsoft Azure AI 認知服務基礎必修

課 : 使用 C#(含 Microsoft AI-900 國際

認證模擬試題) / 蔡文龍, 何嘉益, 張

志成, 張力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10-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雲端運算 

3.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83  

人 工 智 慧  : 概 念 與 應 用 管 理  = 

Artificial intelligent : concept & 

application management / 林東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648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841-9 (平

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開發聊天機器人,比你想的還簡單! / 

楊舒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16 面; 23

公分 .-- (DM ; 2254) .-- ISBN 978-626-

7146-52-1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軟體研發 

3.CST: 機器人  312.83  

全格局使用 PyTorch : 深度學習和圖

神經網路. 基礎篇 / 李金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47-7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機器學習 

3.CST: 神經網路  31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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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學 Photoshop CC : 一定要會的影

像處理技巧 : 適用 CC/CS6 / 郭姮劭, 

何頌凱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8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Hey Siri 及 Ok Google 原理 : AI 語音

辨識專案真應用開發 / 楊學銳, 晏超, 

劉雪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48-4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電腦語音辨識 2.CST: 深度學

習  312.8454  

CG 角色人物製作寶典 / 陳維迪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9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87-0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電腦動畫  

312.86  

超炫背景這樣畫 : 五大人氣繪師教

你用 Procreate/PS/CSP 打造插畫世界

觀 / 刈谷仁美, しらこ, yomochi, 高妍, 

banishment 合著 ; 謝薾鎂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12-728-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繪畫技法  

312.86  

天文學 

*天與人的對話,科學源自哲學 : 金字

塔、占星術、二十四節氣......天文學

與哲學的交織,構建出令人嘆為觀止

的古代高科技 / 姚建明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3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51-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天文學 2.CST: 占星術  320  

宇宙用語 220 : 收錄最新天文資訊 了

解宇宙 220 個重要關鍵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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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76 面; 28 公分 .-- (人人

伽利略系列 ; 32)(Galileo 科學叢書 ; 

32) .-- ISBN 978-986-461-308-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天文學 2.CST: 宇宙  320  

孩子們的航空航太百科全書 / 安潔

莉克.梵.安柏根, 史丹.艾森著 ; 賴姵

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

書有限公司, 11109 .-- 11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710-867-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天文學 2.CST: 太空科學 

3.CST: 通俗作品  320  

終極太空百科 : 深入探索太陽系和

無垠的系外宇宙  / 大衛 .A. 阿吉拉

(David A. Aguilar)圖.文 ; 胡佳伶, 李向

東, 陳逾前翻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 22X28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69-2-1 (精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天文學 2.CST: 太空科學 

3.CST: 百科全書  320.4  

*宇宙大哉問 : 20 個困惑人類的問題

與解答 / 豪爾赫.陳(Jorge Cham), 丹尼

爾.懷森(Daniel Whiteson)著 ; 徐士傑, 

葉尚倫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36 面; 21 公分 .-- (科學天地 ; 183) .-

- ISBN 978-986-525-746-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通俗作品  323.9  

*東方盛紫薇 : 牧樂新宇宙物理體系 

/ 程洪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1-62-

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宗教哲學  323.9  

太空奧祕大圖解 / 陳豫弘總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72 面; 29 公分 .-- (知識

大 圖 解 ) .-- ISBN 978-986-441-681-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太空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26  

氣候訴訟入門手冊  = Handbook of 

climate litigation / 倪茂庭, 黃海寧編

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

基金會, 11109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71-0-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氣候變遷 2.CST: 訴訟法 

3.CST: 個案研究  328.8  

物理 

(警專入學考)警專物理滿分這樣讀 / 

曾禹童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330-3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330  

神奇物理學 : 從重力到電流,日常中

的科學現象原來是這麼回事! / 馬庫

斯.韋伯(Marcus Weber), 茱蒂絲.韋伯

(Judith Weber)著 ; 許景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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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不

分類 ; BO0338) .-- ISBN 978-626-318-

41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330  

普通物理實驗 / 黃明輝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5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理實驗  330.13  

漫畫物理 : 教科書裡的瘋狂實驗 / 梁

銀姬(양은희)作 ; 張悳鉉(장덕현)繪 ; 

邱敏瑤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219-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物理實驗 2.CST: 漫畫  

330.13  

黏黏滑滑 : 摩擦力與表面科學的祕

密 / 羅麗.溫克里斯(Laurie Winkless)

著 ; 田昕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80 面; 23

公分 .-- (知的! ; 207) .-- ISBN 978-626-

320-244-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固體力學 2.CST: 磨擦  

332.55  

前進虛擬實境 / 曹永先, 韓晶旭作 ; 

李永鎬繪 ; 陳聖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52 面; 25 公

分 .-- (電子英雄傳 ; 4) .-- ISBN 978-

626-7188-0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學 2.CST: 漫畫  337.9  

化學 

化 學 會九 十 年會 史  = A history of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SLT) since 4 August 1932 / 會史編輯

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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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11108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7982-2-8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化學會 2.CST: 化學 

3.CST: 歷史  340.64  

天然精油調香學 / 新間美也作 ; 沈俊

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581-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香精油 2.CST: 芳香療法  

346.71  

大學化學實驗一暨實驗二 / 國立臺

灣大學化學系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出版 : 國立

臺灣大學發行, 11109 .-- 32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96-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化學實驗  347  

普通化學實驗 / 郭素卿, 傅世貴, 王博

駿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

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78-355-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化學實驗  347.2  

地質學 

漫畫地球科學 : 教科書裡的瘋狂實

驗 / 朴榮姬作 ; 李兌勳, 羅演慶繪 ; 鄭

怡婷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218-5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科學實驗 

3.CST: 漫畫  350.34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

集. 2021 / 楊慶煜主編 .-- 高雄市 : 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學院基礎

教育中心, 11108 .-- 1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231-4-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海洋 2.CST: 文化 3.CST: 文集  

351.907  

和古代恐龍做朋友 : 歡樂又認真的

基礎知識解說 X 四格超瞎日常小劇

場,恐龍呆萌史前生活大公開! / 丸山

貴史執筆 ; 松田佑香漫畫 ; 陳幼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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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97-4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化石 2.CST: 漫畫 

3.CST: 通俗作品  359.574  

恐龍 100 / 朱昇姬作 .-- 新北市 : 人類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12

面; 3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48-

6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化石 2.CST: 通俗作品  

359.574  

生物學 

生物世界的數學遊戲  / 史都華(Ian 

Stewart)著 ; 蔡信行譯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450 面; 21 公分 .-- (科

學文化 ; BCS061B) .-- ISBN 978-986-

525-80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數理生物學  360.13  

*日本生物學專家的物種辨識技巧大

解密! : 培養觀察眼,逐步探索圖鑑與

生物鑑定的世界 / 須黒達巳著 ; 陳識

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1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20-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2.CST: 生物  361  

基礎生物學 / 賴靜瑩, 朱家慧, 楊續研, 

劉薏蓉, 甘士欣, 張讚昌, 沈俊安, 沈

佳錚, 江嘉純, 詹婉卿, 蔡咏蓁, 周東

賢, 周鴻騰合著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97-2 (平

裝) NT$475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361  

*從南方古猿到智人 : 基因組 X 遺傳

學 X 演化論 X 分子鐘,對生命不斷的

探索,使「演化」成為生命科學體系

的思想脈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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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0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76-7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361  

除了自己,成為不了別人 : 不必變強,

只 要 獨一 無二 。向 邊緣生 物 學習

「個性化」的生存秘密! / 稻垣榮洋

著 ; 楊詠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仲

間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Finder ; 3) .-- ISBN 978-626-95004-9-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生物演化 2.CST: 通俗作品  

362  

漫談生物科技與倫理 / 廖芊樺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1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88-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生物技術 2.CST: 科技倫理  

368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微生物學與

免疫學 / 賴志河, 王政光, 王欣凱, 李

英中, 張芸潔, 張琇蘭, 陳佳禧, 陳冠

豪, 楊舒如, 蕭欣杰, 洪小芳, 朱旆億, 

余秉弘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4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74-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微生物學 2.CST: 免疫學  

369  

微生物的奇妙世界 / 克里斯提昂.波

爾斯拉普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 

11110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051-67-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微生物 2.CST: 繪本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369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0,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 / 謝伯潛

作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8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生物學 2.CST: 免疫學 

3.CST: 問題集  369.022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十, 微生物及免

疫學 /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68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生物學 2.CST: 免疫學 

3.CST: 問題集  369.022  

怪獸科學萬事通 : 細菌啊,是敵人還

是朋友? / 朴龍基作 ; 朴宰賢繪 ; 林秋

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88-04-0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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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細菌 2.CST: 通俗作品  369.4  

免疫學 / 張立德, 林翠品, 陳金滄, 張

讚昌, 陳至理, 楊堉驎, 周秀慧, 吳正

男, 戴國峯, 吳文勉, 施科念合著 .-- 四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895-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免疫學  369.85  

植物學 

海濱常見 100 種原生植物圖鑑 / 吳秀

蓉, 陳純純, 羅玉蘭, 楊少如, 楊麗雪, 

陳建中, 吳金鳳, 吳良枝, 陳慧君, 簡

文彥, 卓玲如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11110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0174-2-

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植物圖鑑 2.CST: 臺灣  

375.233  

禁忌植物園 : 毒物、麻藥與藥草,來

自黑暗深淵的危險香氣 / 船山信次

著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16 公分 .-- ISBN 978-626-329-469-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有毒植物 2.CST: 藥用植物  

376.22  

菇菇教科書 : 蕈類觀察與辨別入門 / 

佐久間大輔作 ; 李依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3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58-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菇類  379.1  

動物學 

蟲 蟲 博 士 . 1, 虎 頭 蜂 & 甲 蟲  / 

Egg&Bugs 原創 ; 朴松二文 ; 洪鐘賢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52 面; 

25 公分 .-- (大自然奧妙生態村 ; 11) .-

- ISBN 978-957-658-911-9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胡蜂科 2.CST: 甲蟲 3.CST: 通

俗作品  387.781  

小紫斑蝶與她的精靈朋友 / 陳冠蓉

作 ; 楊家榆, 陳冠蓉圖 .-- 初版 .-- 雲

林縣崙背鄉 : 蝴蝶樹生態有限公司, 

11109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461-0-4 (精裝) NT$490 普

遍級  

1.CST: 蝴蝶 2.CST: 通俗作品  

387.793  

紫斑蝶 / 詹家龍著 .-- 增訂一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0-

239-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蝴蝶 2.CST: 臺灣  387.793  

蟲 蟲 博 士 . 2, 兩 棲 & 環 節 動 物  / 

Egg&Bugs 原創 ; 朴松二文 ; 洪鐘賢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52 面; 

25 公分 .-- (大自然奧妙生態村 ; 12) .-

- ISBN 978-957-658-912-6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兩生類 2.CST: 環節動物 

3.CST: 通俗作品  388.6  

超前特攻隊 : 恐龍星球保衛戰 / 方秋

雅文 ; 蝗蟲哥哥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30-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 2.CST: 漫畫  388.794  

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域外保育專

輯 = Proceedings of ex-situ conservation 

of giant pandas in Taipei Zoo / 王怡敏, 

陳玉燕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

動物園, 11110 .-- 168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626-7144-56-5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貓熊科 2.CST: 動物保育  

389.811  

人類學 

改寫人性的人 : 二十世紀,一群人類

學家如何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 / 查

爾斯.金(Charles King)著 ; 謝佩妏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496 面; 21 公分 .-- (左岸科學

人文 ; 347) .-- ISBN 978-626-7209-00-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類學 2.CST: 歷史 3.CST: 傳

記  390.9  

人體解剖學  / Michael P. McKinley, 

Valerie Dean O'Loughlin, Elizabeth E. 

Pennefather-O'Brien 原著 ; 周光儀, 王

懷詩, 馮琮涵, 李靜恬, 陳淑瑩, 廖美

惠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

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  ; 新 北 市  : 藝 軒 圖 書 出 版 社 , 

11110 .-- 9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341-490-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394  

最 新 彩 色 解 剖 學 圖 譜  / Michael 

Schuenke, Erik Schulte, Udo 

Schumacher 著 ; Anne M. Gilroy, Brian 

R. MacPherson, Jamie C. Wikenheiser 主

編 ; Markus Voll, Karl Wesker 繪 ; 張宏

名, 任婷怡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合

記圖書出版社, 11109 .-- 7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476-3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圖錄  

394.025  

生理學 = Physiology / 黃基礎, 吳忠信

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藝軒圖書

出版社, 11109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94-036-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人體生理學  397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解剖生理學 

/ 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 第

十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7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人體生理

學  397  

新護理師捷徑 . 八 , 解剖生理學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8, anatomy & 

physiology /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

編著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76-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體生理學 2.CST: 人體解剖

學  397  

解剖生理學護理考試經典祕笈 / 李

靜恬, 高駿彬, 黃薇如作 ; 盧俊仲, 沈

郁芳, 勾國豪, 陳豐文, 顏惠芷, 黃雅

妮, 王雅貞, 方維翎修訂 .-- 二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9 .-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

905-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人體生理

學  397  

圖解奧妙的人體結構 : 零概念也能

樂在其中!探索身體的組成&運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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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大和田潔監修 ; 曹茹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58-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人體學  397  

女孩的青春期祕密信函 / 安明玉文 ; 

徐娜圖 ; 王真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5 公分 .-- (校園心情 ; 24) .-- ISBN 

978-957-521-579-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青春期 2.CST: 性教育 3.CST: 

女性  397.13  

人體動作分析 / 呂東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1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運動生理學 2.CST: 人體解剖

學  397.3  

心理原始 : 世上沒有神沒有鬼只有

你自己 = On the origin of psyches : god 

and ghost never exist but you / 李明燦

作 .-- 初版 .-- 嘉義縣水上鄉 : 李明燦, 

11108 .-- 2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60-3 (平裝) NT$277 普遍級  

1.CST: 神經生理學 2.CST: 應用心理

學  398.2  

維生素礦物質功效解說 / 蕭千祐作 .-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52-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維生素 2.CST: 礦物質 3.CST: 

營養 4.CST: 保健常識  399.6  

你所不知的膠原蛋白 / 吳秀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科學天地 ; BWS186) .-- ISBN 

978-986-525-827-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蛋白質 2.CST: 生物醫學工程  

399.7  

應用科學類 

醫藥 

醫學倫理 : 美國造假經典案的教訓 / 

朱真一著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

肝病防治協會, 11109 .-- 281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0-0-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醫學倫理 2.CST: 教育倫理學 

3.CST: 學術研究 4.CST: 個案研究  

410.1619  

健 康 產 業 管 理  = Health industry 

management / 魏慶國, 王舜睦, 翁淑娟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1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194-678-8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醫療業 2.CST: 企業管理  

410.1655  

Flag's 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 Python X 

AI 生醫感測健康大應用 / 施威銘研

究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27-7 (平裝) 

NT$199 普遍級  

1.CST: 醫療用品 2.CST: 醫療科技 

3.CST: 人工智慧 4.CST: Python(電腦

程式語言)  410.35  

怪奇醫療史 / 蘇上豪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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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860-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醫學史 2.CST: 通俗作品  

410.9  

中醫不科學? : 1920-1930 年代的社會

輿論 = Unscientif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public opinion in the 1920s-

1930s China / 皮國立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

司, 11108 .-- 冊 .-- (民國史料 ; 76-77) .-

- ISBN 978-626-7157-41-1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57-42-8 (下

冊: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醫學史  410.92  

新編健康促進 / 黃久秦, 蒙美津, 李佳

霖, 李曉昀, 羅元宏, 蔣恆斌, 高維聰, 

吳老德, 古旻陞, 王潔媛, 張妙雯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96-5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衛生教育  411.03  

一戴深睡眠 : 消除疲勞的神奇頸帶 / 

小林弘幸監修 ; 張玲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遊目族文化出版 : 格林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0-083-

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不生病的智慧百科  / 陽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569-0-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水的漫舞 / 王唯工作 .-- 三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180 面; 21 公分 .-- (Care ; 2) .-

- ISBN 978-626-7118-97-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長生法  411.1  

延長健康壽命的腦心理強化大全  / 

樺澤紫苑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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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41-577-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女巫瑜伽 / 莎拉.羅賓森作 ; 謝孟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3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76-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瑜伽  411.15  

我 的 一 天 從 冥 想 開 始  / 慶 諝 潤

(경서윤)著 ; 陳宜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2 公分 .-- (心視野系

列 ; 106) .-- ISBN 978-986-507-97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超覺靜坐 2.CST: 生活指導  

411.15  

最高休息法. CD 實踐篇 : 腦科學 x 正

念 x 音源,全世界的菁英們光用「聽」

的,就能讓大腦休息 / 久賀谷亮著 ; 陳

亦苓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0-238-8 (平裝附

光碟片)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腦法 2.CST: 生活指導  

411.19  

最高休息法 : 腦科學 x 正念,全世界

的菁英們都是這樣讓大腦休息 / 久

賀谷亮著 ; 陳亦苓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

23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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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健腦法 2.CST: 生活指導  

411.19  

35921 史上最強瘦身密碼 : 簡易掌握

飲食份量 ,聰明吃 ,開心瘦 / 洪泰雄

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 272 面; 21 公分 .-- (悅讀健康 ; 84Y) .-

- ISBN 978-626-96478-1-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新陳代謝 

3.CST: 減重  411.3  

代謝平衡,健康瘦身 / 洪泰雄著 .-- 增

訂三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216 面; 

21 公分 .-- (悅讀健康 ; 77Z) .-- ISBN 

978-626-96478-2-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新陳代謝 

3.CST: 減重  411.3  

疾病營養學 / 張菡馨, 張閔淳, 蕭淑蓮, 

張倩華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9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01-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營養學 2.CST: 食療  411.3  

增肌減脂 X 穩定內分泌,蛋白質飲食

全攻略 : 預防肌少症,對抗衰老、焦

慮,照護全家身心的必備指南 / 上西

一弘作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71) .-- ISBN 

978-986-289-750-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蛋白質 

3.CST: 健康法  411.3  

擇食 : 全家人的飲食調理指南 / 邱錦

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5-915-4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營養常識 

3.CST: 食譜 4.CST: 健康法  411.3  

斷食計畫行動指南+食譜 : 12:12、

16:8、20:4、一天一餐、隔日斷食、

5:2 等各種斷食法全收錄,從設目標、

定策略,到該怎麼吃、如何安全執行

計畫 ,step by step / 貝琪 .吉拉斯皮

(Becky Gillaspy)作 ; 王心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06-2-5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斷食療法 2.CST: 健康飲食 

3.CST: 營養 4.CST: 食譜  411.3  

保健食品功效解說 / 康鑑文化編輯

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

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55-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食品 2.CST: 食療  

411.373  

健康食品的開發與實務 = Health food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s / 蔡文城, 蔡

岳廷, 古幸宜, 林函頤, 姚俊賢, 徐敏

智, 黎亭佑, 林品瑀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九州圖書文物有限公司 , 

11111 .-- 118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929-75-5 (精裝) NT$220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食品  411.373  

那些水讓你很意外的 point : 迷思破

解 X 挑選撇步 X 知識科普,建立正確

的飲水觀念,助你輕鬆找回健康 / 陳

明憲, 沈文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732-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水 2.CST: 健康法  411.41  

樂齡族 5 分鐘核心運動 : 每天練幾招,

就能改善平衡、增強活動力、緩解

疼痛、預防跌倒 / 辛蒂.布莉絲(Cindy 

Brehse), 泰咪.布莉絲.澤奈特斯(Tami 

Brehse Dzenitis)著 ; 劉凡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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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5-43-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中老年人保

健  411.7  

癮 駛往地獄的列車,該如何跳下? : 沈

迷於毒品、菸癮、酒癮、工作或是

古典音樂唱片,某種程度的強迫症、

焦慮、執意,都可能是成癮! / 嘉柏.麥

特(Gabor Maté)著 ; 高子璽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97-3-2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藥物濫用 2.CST: 成癮  411.8  

減重療心室 / 余朱青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4-

12-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飲食  

411.94  

搞定自律神經,我竟輕鬆減掉 37 公

斤! : 推翻 168、減醣、斷食迷思,只

要平衡腦內神經&荷爾蒙,餐餐吃飽

不復胖 / 富永康太作 ; 林詠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9 .-- 280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69) .-- ISBN 978-986-289-74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法  411.94  

營養師教你越吃越瘦的紓壓減重處

方箋 / 趙函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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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176 面; 23 公分 .-- (healthy ; 14) .-- 

ISBN 978-626-7087-61-9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法  411.94  

公共衛生概論 / 劉明德, 黃建財, 黃淑

倫, 呂昀霖, 林川雄, 簡伶朱, 薛夙君, 

黃瑞珍, 莊德豐, 馮靜安, 歐陽文貞合

著 .-- 八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00-9 ( 平 裝 ) 

NT$475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學  412  

醫師法判解彙編 / 李明洲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李明洲出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 , 

11111 .-- 8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64-1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醫事法規  412.21  

醫護法規 / 曾育裕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17-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醫事法規  412.21  

醫護健保與長照法規 / 吳秀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507-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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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醫事法規 2.CST: 全民健康保

險 3.CST: 衛生法規 4.CST: 論述分析  

412.21  

食品標示制度與實務 / 黃萬傳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43-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食品衛生管

理  412.25  

向誰效忠 : COVID-19 疫情下的全球

衛生治理觀察 / 林世嘉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

盟基金會,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 (社會科學類 ; ZF0020) .-- ISBN 978-

986-82651-7-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際衛生 2.CST: 國際合作  

412.2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年報. 110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 

11110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00-91-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  412.4061  

十九世紀華南鼠疫兩岸三地中(漢)

醫治則 / 殷揚智, 孫茂峰, 林昭庚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4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89-07-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傳染性疾病 2.CST: 歷史  

412.409  

那些冠狀病毒教我們的事 / 何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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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408-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412.471  

新冠疫情的衝擊與反思 = Reflecti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 邱淑媞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

分 .-- (社會人文 ; BGB541) .-- ISBN 

978-986-525-769-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2.CST: 病毒

感染 3.CST: 公共衛生  412.471  

中醫到底講什麼 : 我的<<四聖心源

>>習悟記 / 陳喜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2-05-

4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中醫理論 2.CST: 中醫典籍  

413.1  

黃帝內經健康聖典 / 曾子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822-7-3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內經 2.CST: 中醫理論 3.CST: 

養生  413.11  

氣血的旋律 / 王唯工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0 面; 21 公分 .-- (Care ; 3) .-

- ISBN 978-626-7118-98-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血液循環 2.CST: 經絡 3.CST: 

脈診 4.CST: 中醫  413.161  

氣的大合唱 / 王唯工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0 面; 21 公分 .-- (Care ; 

11) .-- ISBN 978-626-7118-99-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血液循環 2.CST: 經絡 3.CST: 

脈診 4.CST: 中醫  413.161  

氣的樂章 / 王唯工作 .-- 三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50 面; 21 公分 .-- (Care ; 1) .-

- ISBN 978-626-7118-96-2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血液循環 2.CST: 經絡 3.CST: 

脈診 4.CST: 中醫  413.161  

經 絡 及 其 調 理  = Meridians and 

meridian conditioning / 曾義雄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康堤教育基

金會, 11109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516-7-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經絡 2.CST: 經絡療法  

413.165  

把腎養好 腎強身就強 / 沈志順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35-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3.CST: 中醫

理論  413.21  

脈診入門基礎 / 周幸來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383 面; 21 公分 .-- (中醫保健

站 ; 115) .-- ISBN 978-986-346-390-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脈診  413.2441  

一灸見效 : 古法艾灸的簡易祛病方 / 

石晶明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Health+) .-- ISBN 978-626-

96370-2-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艾灸 2.CST: 經穴  413.914  

人體的 150 個特效穴位 : 讓你一看就

懂、一學就會的對症按摩 / 吳中朝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370-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穴位療法 2.CST: 按摩 3.CST: 

中醫理論  413.915  

耳.手.足反射區對症按摩大全 : 136

個耳、手、足部反射區 x57 種常見

疾病對症按摩 x7 種健康養生按摩方 

/ 李志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都

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70-1-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按摩 2.CST: 穴位療法  

413.92  

黃帝內經手腳按摩治百病 / 曾子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22-9-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內經 2.CST: 按摩 3.CST: 養生  

413.92  

荷爾蒙漢方食療!90%體質都能改善 : 

55 種療癒飲食 x110 種滋補食材,告別

虛寒、壓力、循環差、便祕、失眠、

經痛 / 大久保愛作 ; 林姿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75) .-- ISBN 978-986-289-756-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食療 2.CST: 養生 3.CST: 婦女

健康  413.98  

79 種中藥材功效解說 / 洪尚綱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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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373-65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藥材 2.CST: 中藥方劑學 

3.CST: 藥膳  414.3  

外臺秘要精選 / (唐)王燾原著 ; 余瀛

鰲, 林菁, 田思勝等編選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 395 面; 21 公分 .-- (中醫經典古籍 ; 

2) .-- ISBN 978-986-346-389-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藥方劑學 2.CST: 中醫典籍  

414.6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病理學 / 朱

旆億, 李進成, 郭雅雯編著 .-- 第十四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1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77-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病理學  415.1  

新 護 理 師 捷 徑 . 十 一 , 病 理 學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1, pathology 

/ 徐明洸作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71-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病理學  415.1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十一, 病理學 = 

Practice test papers for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1, pathology 

/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作 .-- 一版 .-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1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194-68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病理學  415.1  

臨床鏡檢學 / 曾永德編著 .-- 第五

版  .-- 新北市  : 藝軒圖書出版社 , 

11109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94-035-7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臨床鏡檢學  415.122  

最新病歷記錄指引 / 范碧玉, 洪祖培, 

黃瑞仁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合記

圖書出版社, 11109 .-- 4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47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病歷 2.CST: 病歷管理  

415.206  

降血壓就要這樣吃  / 武強, 何一成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源樺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303-4-9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高血壓 2.CST: 食療 3.CST: 食

譜  415.382  

腸道保健這樣吃才對 / 莊福仁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56-1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消化系統疾病 2.CST: 食療 

3.CST: 食譜 4.CST: 保健常識  415.5  

胃病調理這樣吃才對 / 莊福仁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49-3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胃疾病 2.CST: 食療 3.CST: 食

譜  415.52  

關注胰臟健康,莫遲胰! / 林肇堂, 曾

潔芝, 陳素姮, 洪川慈, 林家顯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世界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健康世界

叢書 ; AA249) .-- ISBN 978-986-98286-

7-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胰臟疾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54  

降血糖 食療效果好 / 何一成作 .-- 新

北市 :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03-5-6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糖尿病 2.CST: 食療 3.CST: 食

譜  415.668  

糖尿病名醫問診解答 / 王治元, 何一

成, 洪建德, 翁瑄甫, 黃中瑀, 裴馰, 蔡

世澤, 謝安慈, 謝勝湖. 簡銘男作 .-- 新

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54-7 (平裝) NT$490 普

遍級  

1.CST: 糖尿病 2.CST: 問題集  

415.668022  

尿失禁診治照護全解 / 台灣尿失禁

防治協會 26 位泌尿科專科醫師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Dr. Me 健康系列 ; 192) .-- 

ISBN 978-626-96478-4-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415.8  

10 大名醫解說腎臟病 / 方昱偉, 江守

山, 吳志仁, 吳嘉興, 陳振文, 陳作孝, 

陳彥成, 廖冠凱, 蔡信宏, 盧國城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47-9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腎臟疾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81  

非侵入性腦刺激術 : 基礎、臨床與

研究 / 黃英儒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7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經生理學 2.CST: 神經系統 

3.CST: 腦部 4.CST: 電磁學  415.9  

(圖解影音)臨床實證 終結慢性頭暈&

眩暈的前庭復健運動 / 吳宜璋, 李薰

華, 陳致中, 黃子洲, 宋碧愉, 廖玟玲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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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0 面; 

23 公 分  .-- (Dr. Me 健 康 系 列  ; 

HD0182) .-- ISBN 978-626-96478-5-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眩暈症 2.CST: 運動療法 

3.CST: 復健醫學  415.939  

肌肉疼痛 = Muscle pain / 洪章仁, 周

立偉總編輯 .-- 二版 .-- 新北市 : 合記

圖書出版社, 11109 .-- 6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474-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疼痛醫學  415.942  

疼痛先醫腦 : 慢性疼痛是大腦的壞

習慣 / 王偉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5-786-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疼痛醫學  415.942  

微重訓 : 改變身體疼痛 / 李曜舟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241-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疼痛醫學 2.CST: 運動訓練  

415.942  

司法精神醫學 : 刑事法學與精神醫

學之整合 = Forensische psychiatrie / 張

麗卿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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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57-511-851-8 ( 精 裝 ) 

NT$560 普遍級  

1.CST: 司法精神醫學  415.9512  

年輕 ADHD 的那些事 : 再一次擁抱

自己 / 鄭知吟作 ; 梁如幸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78-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注意力缺失 2.CST: 過動症 

3.CST: 通俗作品  415.9894  

打造你的焦慮急救箱 / 愛麗森.賽波

娜拉(Alison Seponara)作 ; 林師祺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34-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焦慮症 2.CST: 心身醫學  

415.992  

焦慮使用說明書 / 提姆.坎托佛作 ; 陳

柚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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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816-

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焦慮症 2.CST: 心理治療  

415.992  

顏面美容整形醫學解剖書 : 精準注

射綱要 / 廖文傑主譯 ; 張祐維編譯 .-

- 臺 北 市  : 力 大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3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000-3-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容手術 2.CST: 整形外科 

3.CST: 臉 4.CST: 注射  416.48  

腰痛不單純!剖析痛因 ,重拾自在靈

活 : 日本名醫告訴你,90%腰痛不針

不藥的治癒關鍵! / 丹羽真一, 大谷晃

司, 笠原諭著 ; 趙誼譯 .-- 初版 .-- 桃

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1 公分 .-- (Orange health ; 17) .-

- ISBN 978-626-96112-7-0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腰 2.CST: 脊椎病 3.CST: 認知

治療法  416.616  

肌肉失衡的功能性運動療法指南  / 

荒木茂作 ;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1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61-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肌肉疾病 2.CST: 運動療法  

416.64  

一日 3 分,蓋博眼訓練 / 平松類著 ; 林

倚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79-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視力保健 3.CST: 

健康法  416.7  

由首爾大學教授告訴你的神奇視力

運動 / 申阮均作 ; 陳慧瑜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11109 .-- 112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95445-8-5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視力保健 3.CST: 

健康法  416.7  

眼疾病學 : 驗光師國考筆記整理 / 陳

柏衣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64-

4 (平裝) NT$395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眼部疾病  416.7  

台灣眼角膜移植資料(1978~1993) / 陳

德照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德照, 

11108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70-2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1.CST: 角膜疾病 2.CST: 器官移植 

3.CST: 眼科手術  416.711  

視覺光學 / Steven H. Schwartz 原著 ; 

路建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

書出版社,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8-477-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光學 2.CST: 驗光 3.CST: 視力  

416.767  

兒童語音障礙 : 理論與實務 / 錡寶香, 

陳佳儀, 張旭志, 謝采容, 宋韋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16 面; 23 公分 .-- 

(溝通障礙系列 ; 650) .-- ISBN 978-

626-7178-18-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構音障礙 2.CST: 語言障礙 

3.CST: 兒童  416.867  

牙齒好,遠離 99%健康未爆彈 : 萬病

源於口!Q&A 掌握保健關鍵,預防牙

周病、失智、中風、心肌梗塞、糖

尿病、肺炎 / 魚田真弘作 ;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 11110 .-- 256 面 ; 21 公 分  .-- 

(Sasugas ; 65) .-- ISBN 978-986-289-

752-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牙齒 2.CST: 牙科 3.CST: 健康

法  416.9  

口腔預防醫學 / 周智, 謝宏新主編 .-- 

二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7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口腔疾病  416.94  

蛀牙了,怎麼辦? / 錵九九文 ; 陳完玲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35-836-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蛀牙 2.CST: 兒童牙科 

3.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416.942  

高齡者義齒照護 / 鈴木宏樹原著 ; 鍾

佳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

出版社, 111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80-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膺復牙科 2.CST: 義齒  

416.96  

卅年凝視 : 內視鏡下的婦產科微創

手術 / 宋永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98-2-2 (精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婦產科 2.CST: 內視鏡手術  

417  

*女性不能不知道的事!了解如何由

內而外散發美麗  / 君靈鈴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08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10-4 (平裝) NT$240 普

遍級  

1.CST: 婦女健康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健康飲食  417.1  

52 種抗癌食物功效解說 / 蕭千祐作 .-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53-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食療 3.CST: 健康

飲食  417.8  

防癌抗癌這樣吃才對 / 謝瑞坤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58-5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食療 3.CST: 營養 

4.CST: 食譜  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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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安寧療護必修課 : 癌症患者的

最終旅程 / 川越厚原著 ; 黃千睿, 張

意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

出版社,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75-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癌症 2.CST: 安寧照護 3.CST: 

生命終期照護  417.8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藥理學 / 黃

安正, 王國正, 張婉暄, 陳姮蓉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873-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藥理學  418.1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9, pharmacology / 華杏編

輯部編著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

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77-1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藥理學  418.1  

臺大醫院處方集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ormulary / 臺大醫

院藥師著 .-- 第十九版 .-- 臺北市 : 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劑部, 

11109 .-- 10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5452-94-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處方集  418.72  

神奇蔬果汁 7 天讓你瘦小腹 / 李婉萍

作 .-- 四版 .-- 新北市 : 源樺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303-6-3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食療 2.CST: 果菜汁  418.915  

茶療健康事典 / 紀戊霖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57-8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食療 2.CST: 茶食譜  418.915  

O'Sullivan 復 健 醫 學  / Susan B. 

O'Sullivan, Thomas J. Schmitz, George D. 

Fulk 原著 ; 簡盟月, 洪以青, 謝秉倫, 

陳韻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

書出版社, 11109 .-- 149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368-473-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復健醫學  418.92  

*龍禹策略處置 : 個案治療與實證導

向. 二 : 膝、踝、腰、頸、顳顎關節

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 / 林龍暉作 .-- 

新北市 : 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 16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

06100-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徒手治療 2.CST: 運動療法  

418.931  

筋膜疼痛對症自療 / 陳淵琪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32 面; 23 公分 .-- (健康百

科 ; 61) .-- ISBN 978-626-320-245-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肌筋膜放鬆術 2.CST: 疼痛醫

學  418.9314  

關節徒手鬆動術. 二, 脊椎的評估和

治療 / Freddy M. Kaltenborn 原著 ; 陳

佳琳, 黃楷筑譯 .-- 七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10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47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肌筋膜放鬆術 2.CST: 徒手治

療 3.CST: 脊椎 4.CST: 關節  

418.9314  

運動處方 / 卓俊辰, 侯建文, 顏克典, 

詹美玲, 劉昉青, 鄭景峰, 吳柏翰, 李

佳倫合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89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運動療法 2.CST: 體適能  

418.934  

腸道.大腦.腸道菌 : 飲食會改變你的

情緒、直覺和大腦健康 / 艾莫隆.邁

爾(Emeran Mayer)著 ; 毛佩琦譯 .-- 再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

基地發行,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45-46-6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心靈療法 2.CST: 心身醫學 

3.CST: 胃腸疾病 4.CST: 健康飲食  

418.98  

用音樂療癒你的心 / 廖珮岐, 李一萱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

社,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06-8-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音樂治療  418.986  

民眾版中西自然健康語法整合 : 以

經絡筋膜線為例  / 謝明達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謝明達, 11108 .-- 6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04-7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民俗療法 2.CST: 經絡  

418.991  

花鑰心流 : 解鎖情緒印記,從身體契

入心靈,活出幸福有力量的生命 / 倪

英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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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Beautiful life ; 78) .-- ISBN 

978-626-318-410-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自然療法 2.CST: 心靈療法  

418.995  

科學實證精油 / 香草魔法學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學文化出版 : 聯

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150 面; 23 公分 .-- (客廳 ; ASLI0009) .-

- ISBN 978-626-96559-0-8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健康照護芳療 / Shirley Price, Len Price, 

Penny Price 作 ; 高上淨譯 .-- 修訂五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

司, 11110 .-- 5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93-3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精油的科學 / 喬迪.寇恩(Jodi Cohen)

著 ; 陳亦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

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244-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醫學芳香療法 / 劉大元, 林淑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10 .-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

280-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打造卓越&永續醫院之大思維 : 培養

您的元技能 : 新時代醫院領導人必

備的關鍵能力 / 劉興寬, 劉姵儀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興寬出版 : 台灣

敬業度協會發行, 111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478-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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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基本護理學 

/ 張玉珠, 王玉真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6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868-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基本護理學  419.6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

術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2, nursing & 

nursing techniques / 劉月敏 , 康明珠

作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69-6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基本護理學  419.6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二, 基本護理學 /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194-68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本護理學  419.6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護理行政 / 

林素戎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6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護理行政管理  419.65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 王淑卿, 

林笑作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74-0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護理行政管理  419.65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1, 護理行政學 = 

Practice test papers for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 nursing 

administration /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

心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194-688-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護理行政管理  419.65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內外科護理

學 / 新文京編輯部, 林靜佩編著 .-- 第

十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72-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內外科護理  419.82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 周成

蕙, 吳孟凌, 洪婯娥, 陳蓓蒂, 呂桂雲, 

郝維君, 趙淑賢, 黃桂蘭, 張美月, 朱

翠燕, 周慧琍, 黃惠萍, 程仁慧作 .-- 二

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9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75-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內外科護理  419.82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三, 內外科護理

學  = Practice test papers for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3,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

中心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8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內外科護理  419.82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產科護理學 

/ 孫瑞瓊, 吳淑美, 蔡金杏編著 .-- 第

十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2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69-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產科護理  419.83  

新護理師捷徑 . 四 , 婦產科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4, 

gynecologic and obstetric nursing / 徐明

葵作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7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婦科護理 2.CST: 產科護理  

419.83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四, 產科護理學 

= Practice test papers for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4, 

gynecologic and obstetric nursing / 華杏

命題趨向研究中心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

68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產科護理  419.83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兒科護理學 

/ 羅高文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5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70-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小兒科護理  419.84  

新護理師捷徑 . 五 , 小兒科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5, pediatric 

nursing / 陳純真, 盧惠文作 .-- 二十二

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7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小兒科護理  419.84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五, 兒科護理學 

= Practice test papers for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5, pediatric 

nursing /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作 .-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68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小兒科護理  419.84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精神科護理

學 / 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 .-- 第十四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75-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精神科護理  419.85  

新護理師捷徑 . 六 , 精神科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6, psychiatric 

nursing / 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194-679-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精神科護理  419.85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六, 精神科護理

學 /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68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精神科護理  419.85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社區衛生護

理學 / 陳美滿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5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871-2 (平裝) NT$290 普

遍級  

1.CST: 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社區衛生護理學 / 陳美燕, 黃世惠, 張

淑紅, 簡欣怡, 張彩秀, 武靜蕙, 蘇秀

娟, 趙曲水宴, 林嘉玲, 王亞妮, 莊昭

華, 趙慧珍, 柯任桂, 林媼彩, 許青雲, 

廖秀珠, 吳仁宇, 林麗鳳, 尤嫣嫣, 李

復惠, 蕭淑銖, 吳雪菁編著 .-- 九版 .-- 



32 

 

新北市  :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776 面; 27 公分 .-- (醫護叢

書) .-- ISBN 978-986-06969-7-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7,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 李復惠, 林麗鳳, 邱馨

誼作 .--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7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家政 

收納心法 : 管理生活從實踐美好開

始 / 張爾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

色文化, 11111 .-- 192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65) .-- ISBN 978-626-7065-

70-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家政 2.CST: 家庭佈置  420  

英子的故事,積存時間的傳家手藝 /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作 ; 李毓昭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太雅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熟

年優雅學院 ; 22) .-- 鄉間生活計畫 .-- 

ISBN 978-986-336-427-6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家政 2.CST: 生活美學 3.CST: 

老年  421.4  

照明魔法 / 村角千亞希著 ; 李璦祺

譯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

化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

241-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照明 2.CST: 燈光設計 3.CST: 

室內設計  422.2  

*完美居家空間格局規劃術 : 打造舒

適理想家! / Renoveru 作 ; 蕭辰倢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21-9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室內設計 

3.CST: 空間設計  422.5  

I DESIGN 服裝設計.女裝原型版 / 翁

邦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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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844-7 (平裝) 

NT$2380 普遍級  

1.CST: 女裝 2.CST: 服裝設計  

423.23  

西裝的鐵則 : 成功&有型,從穿對西

裝開始! / 森岡弘著 ; 簡子傑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96 面; 26 公分 .-- (創富

職人 ; 1) .-- ISBN 978-986-302-638-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男裝 2.CST: 衣飾  423.35  

「肥壯肌」退散!肌肉排毒美體法 / 

小野晴康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60-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塑身 2.CST: 按摩  425.2  

腹肌公式 : 30 秒訓練搭配 10 種彈性

飲食,祖雄教你練出傲人腹肌 / Hero

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0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塑身 2.CST: 健身運動 3.CST: 

食譜  425.2  

瘦肚美全身 輕鬆擁有小蠻腰 : 練出

肌耐力,跟腰間肉說 bye-bye / 陳勁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有限

公司, 11110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0-5-1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塑身  425.2  

一個針法一頂帽子 初學毛線帽編織

基本功 : 16 款 30 頂鉤針&棒針的手

織帽 / 日本 VOGUE 社編著 ; 彭小玲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82 面; 26 公分 .-

- (愛鉤織 ; 44) .-- ISBN 978-986-302-

639-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帽 3.CST: 手工藝  

426.4  

一體成型!輪針編織入門書 : 20 個基

礎技巧 X3 款百搭款式 ,輕鬆編出

「Top-down knit」的韓系簡約風上

衣 / 金寶謙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7-2-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工藝  426.4  

社區的餐桌食光 : 24 道共餐家常菜 / 

黃柏榮, 黃淑媛著 .-- 初版 .-- 澎湖縣

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11109 .-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7-

94-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食物 2.CST: 食譜 3.CST: 烹飪  

427  

點餐,帶上這本書 : 50 道經典名菜故

事和名家獨門食譜,讓你懂「吃」 / 

詹姆斯.溫特(James Winter)著 ; 陳芳

誼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

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Style ; 69) .-- ISBN 978-626-7192-28-3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食物 2.CST: 飲食風俗 3.CST: 

食譜  427  

秋刀魚變溫柔了  / 盧怡安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19 公

分  .-- (Lohas ; 3) .-- ISBN 978-626-

95485-8-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文集  427.07  

3 個月減 10 公斤!無麩質瘦身餐 : 熱

銷 2 萬本,好吃又好做!IG 減重專家的

「低醣高蛋白」超效飲食,100 天、

400 餐全圖解 / 崔善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瑞麗美人國際媒體, 11110 .-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117-7-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減重  427.1  

人氣早餐 / 卡卡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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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49-18-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小熊媽媽的雋永滋味. 家常小菜篇 / 

陸秀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苟嘉章, 

11110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0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小熊媽媽的雋永滋味. 宴客菜篇 / 陸

秀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苟嘉章, 

11110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0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冰箱常備菜 / nozomi 著 ; 陳冠貴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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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10-237-1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食譜  427.1  

侍酒師 X 星級主廚的居家餐酒搭配 : 

專為「在家喝酒」設計的 100 道下

酒菜!從葡萄酒到日本酒的完美搭配

指南 / 上田淳子, Tsurezure Hanako, 五

十嵐大輔, 高橋善郎, 岩井穗純著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

司, 111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555-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食譜 2.CST: 酒  427.1  

家常菜經典 /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16X17 公分 .-

- ISBN 978-986-373-640-0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做菜小祕訣大公開 / 王景茹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03-7-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這樣吃,薑薑好 : 最完整的生薑百科,

從種類、選購、保存到功效,獨家收

錄 80 道薑製漬物、甜點、常備菜、

家 常 菜 全 料 理  / 小 寺 宮 食 譜  ; 

GINGER FACTORY 監修  ; 張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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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28 面; 

21 公分 .-- (五味坊 ; 126) .-- ISBN 978-

986-459-447-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薑目  427.1  

*越吃越瘦在地廚房 : 新手 OK!快速

新陳代謝飲食,最美味、簡單、方便

的實踐指引 / 吳珮瀅, 陳昭伶, 程筱清, 

黃筱崴, 蘇郁雯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466-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減重 3.CST: 健康

飲食  427.1  

雞肉 豬肉家常菜 / 黃乃芸, 人類文化

編輯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

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

373-639-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湯水之事 / 包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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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4-36-3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湯 3.CST: 食療 

4.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427.1138  

台灣菜料理 / 李鴻章, 劉政良, 張志賢

作 .-- 五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373-645-

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3.CST: 臺灣  

427.133  

*美麗廚房 : 懷念家鄉味.我的台灣菜

料理 = Meilie's Taiwanese kitchen : miss 

the taste of homeland.my Taiwanese 

cuisine / 蔡陳美麗(Meilie Tsai)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芝加哥臺灣美食文化

交流協會發行, 11108 .-- 88 面; 30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812-

97-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臺灣  427.133  

心靈療癒的 3D 果凍花 / 卞柔勻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144 面; 26 公分 .-- (癮

食文化 ; 5) .-- ISBN 978-957-9065-66-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水 果 甜 點 工 作 室  / MURAYOSHI 

MASAYUKI 作 ; 林農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9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5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老麵點的新配方 : 麵粉+米粉的實用

技法,軟 Q 包子 x 好吃餃子 x 台式粿

粄 x 傳統酥派! / 胡俊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8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自己做蛋糕餅乾  / 吳金燕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373-644-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京都午茶時光!日式幸福抹茶甜點 : 

26 種口感細膩、風味濃郁的手作點

心 / 丸久小山園監修 ; 羅怡蘋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93-1-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日本  

427.16  

東京咖啡喫茶店の美好甜點 / 毛宣

惠著 ; 江宓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

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 

11109 .-- 96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42) .-- ISBN 978-986-5520-7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日本東京都  

427.16  

法國烘焙師的頂尖可頌 / Jean-Marie 

Lanio, Jérémy Ballester 合著 ; 余映萱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0-76-2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法國鄉土甜點的經典本色 : 118 道歷

久不衰的地方及家庭糕點故事 / 下

園昌江, 深野知比呂著 ; 丁廣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

72-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無比美味,在家做出專業等級的燒菓

子與烘烤點心! / gemomoge 作 ; 胡家

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出版菊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joy cooking ; 152) .-- ISBN 

978-986-6210-87-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酥菠蘿 : 奧地利寶盒的家庭烘培。

以粉、糖、油詮釋豐潤層次,在糕點

酥頂、酥底、內餡、裝飾中體現真

滋真味 / 奧地利寶盒(傅寶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

限公司, 11110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556-1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麵包使用說明書 : 了解越多,越美味!

切法、烤法、吃法 = The manu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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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s / 池田浩明, 山本ゆりこ作 ; 羅

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579-5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燉肉滷肉都好吃 / 人類文化編輯部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373-643-

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肉類食譜  427.2  

怪奇海產店 / 黃之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710-9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海鮮食譜 2.CST: 烹飪  

427.25  

臺灣國產美味魚鮮料理書 : 50 道營

養午餐的好味提案 / 周維民(小周師)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食家安飲食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90-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魚類 2.CST: 烹飪 3.CST: 海鮮

食譜  427.252  

素食料理 / 古建邦, 施建瑋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373-641-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素食食譜  427.31  

義起吃麵 : 主廚的私房 PASTA,高湯

x 醬汁 x 食材缺一不可的黃金配方 / 

王俊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1-385-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麵食食譜 2.CST: 義大利  

427.38  

能量凍飲開店指導教本 : 基本技術

與多采多姿花樣 / 根岸清作 ; 黃詩婷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401-577-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飲料 2.CST: 食譜  427.4  

天文學家的咖啡物理學 : 以全新視

角剖析沖煮時的研磨、滲濾、擾動,

如何影響咖啡表現、完美重現理想

成果 / 強納森.蓋聶(Jonathan Gagné)

著 ;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3-

11-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世界咖啡地圖 / 詹姆斯.霍夫曼(James 

Hoffmann)著 ; 王琪, 謝傅戎, 魏嘉儀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272 面; 

26 公分 .-- (飲饌風流 ; 110) .-- ISBN 

978-986-459-441-2 (精裝) NT$1380 普

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杯測師的居家咖啡學 / 岩崎泰三作 ; 

沈俊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580-1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SAUCES 會做醬汁就會做菜 103 道 / 

陳寬定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12 面; 26

公分 .-- (Easy cook ; E127) .-- ISBN 

978-986-06369-9-4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調味品 2.CST: 食譜  427.61  

超好吃滷味王 / 王景茹, 陳鴻源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373-646-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調味品 2.CST: 食譜  427.61  

醬料百科 / 王景茹, 楊珮珊, 莊芷儀等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373-638-

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調味品 2.CST: 食譜  427.61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24, 我會保護

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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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6299-1-6 (平裝附

光碟片) NT$475 普遍級  

1.CST: 安全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生活體驗--0-3 歲幼兒讀物  

428  

*蒙特梭利育兒全書 : 高層次服從、

語言爆發期、潛意識活動、大腦潛

能開發......蒙氏獨特教育法! / 蒙特梭

利(Maria Montessori)著 ; 張勁松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36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63-7 (平

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蒙特梭利教學法  428  

嬰幼兒營養餐 / 李婉萍, 葉庭吉, 鍾碧

芳作 .-- 六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

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373-637-

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3.CST: 

問題集  428.3022  

大 V 的正向教養實驗 : 融合蒙特梭

利、薩提爾,不打罵、不利誘,養出孩

子的好習慣 / 大 V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Tomato ; 75) .-- 

ISBN 978-986-133-844-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子女教育  428.8  

崩潰媽咪的育兒日記 : 幫媽咪擺脫

怒吼日常的教養法 / 阿倍直美著 ; 鄭

光祐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 (Orange baby ; 14) .-- ISBN 978-626-

96112-8-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漫畫  428.8  

腦力開發親子遊戲 / Nico works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68-43-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子遊戲  

428.82  

幸福生產書 : 給新手媽咪專用的懷

孕.生產.育兒百科 / 池川明監修 ; 江

宓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260 面; 26 公分 .-

- (婦幼館 ; 176) .-- ISBN 978-626-7172-

05-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分娩 3.CST: 育兒 

4.CST: 婦女健康  429.12  

爸爸孕產育兒衛教手冊 / 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著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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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51-2 (平裝) NT$15 普遍級  

1.CST: 妊娠 2.CST: 分娩 3.CST: 產前

照護 4.CST: 衛生教育  429.12  

溫馨小孕語 / 周天給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金 塊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192 面; 23 公分 .-- (實用生

活 ; 59) .-- ISBN 978-626-96257-4-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分娩 3.CST: 婦女

健康  429.12  

懷孕飲食 這樣吃才對 / 林禹宏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50-9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健康飲食 3.CST: 

營養 4.CST: 食譜  429.12  

月子餐養身 / 梁慧敏作 .-- 二版 .-- 新

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88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373-636-3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產後照護 2.CST: 食療 3.CST: 

食譜  429.13  

關鍵時刻能救命的急救指南 / 賈大

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96-17-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家庭急救  429.4  

農業 

農業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研討會專

刊. 2022 / 林孟均, 任心怡, 賴瑞聲主

編 .-- 初版 .-- 苗栗縣公館鄉 : 行政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苗 栗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 

11108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00-95-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農業生態 2.CST: 永續農業 

3.CST: 文集  430.163307  

食農 X 實農 : 屬於台灣人的食與農 / 

郭華仁, 陳玠廷, 王驥懋, 鄭力軒, 簡

妤儒, 陳玉箴, 張瑋琦, 吳勁毅, 徐肇

尉, 李宜澤合著 ; 林朝成主編 .-- 臺北

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32 面; 21 公分 .-- (Uni ; 29) .-

- ISBN 978-626-96446-1-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農業經濟 2.CST: 永續農業  

431  

食農社會學 : 從生命與地方的角度

出發 / 桝潟俊子, 谷口吉光, 立川雅司

等編著 ; 蕭志強, 鍾怡婷, 林朝成, 王

偉綱合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24 面; 

21 公分 .-- (Uni ; 30) .-- 台灣紀念版 .-

- ISBN 978-626-96446-3-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農業經濟 2.CST: 鄉村社會學  

431  

有機農產品出口指南 / 賴怡伶, 湯雅

婷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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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453-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產品 2.CST: 有機農業 

3.CST: 農產運銷 4.CST: 出口政策  

431.27  

雲嘉南尚青. 2022 / 許華芳, 王美琴, 

趙秀淓, 王柏堯, 吳佳柔, 鄭羽茜, 陳

定杰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1108 .-

- 5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00-

94-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農民 2.CST: 農業經營 3.CST: 

人物志  431.4  

希望之地 世代傳承 : 吉安鄉農會百

年誌 / 范雅鈞作 .-- 初版 .-- 花蓮縣吉

安鄉 : 花蓮縣吉安鄉農會, 11108 .-- 

208 面 ; 27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87-0-2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農會 2.CST: 花蓮縣吉安鄉  

431.51  

來自部落的嗆辣滋味 : 火蔥 / 黃懷瑩, 

孫正華, 吳伊婷, 蔡依真, 陳季呈, 劉

興榮著 .-- 第一版 .-- 花蓮縣吉安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 11109 .-- 5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00-99-8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1.CST: 調味用作物 2.CST: 栽培 

3.CST: 農業經營  434.194  

土壤 : 作物與林木生長的基礎 / 蔡呈

奇, 許正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

244-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土壤 2.CST: 土壤汙染防制 

3.CST: 土壤保育  434.22  

零基礎!自然無農藥四季菜園 : 種菜

初學者的第一本務農寶典 / 新田穗

高著 ; 蔡婷朱, 王幼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578-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蔬菜 2.CST: 栽培 3.CST: 有機

農業  435.2  

植物優先! : 人和植物都療癒的空間

提案 X 現在就想入手的 64 種觀葉植

物全圖鑑 / 境野隆祐作 ; 李亞妮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5-889-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觀葉植物 2.CST: 栽培 3.CST: 

植物圖鑑  435.47025  

樹的韌性 : 渥雷本帶你認識樹木跨

越世代的驚人適應力,與森林自行調

節演化,重建地球生態系統的契機 / 

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著 ; 曾

鏡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地平線文

化,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11109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45-2-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森林 2.CST: 森林生態學 

3.CST: 氣候變遷 4.CST: 調解控制  

436  

一日一樹 : 大自然與人的故事 / 艾米

-珍-必爾(Amy-Jane Beer)著 ; 周沛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1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4-22-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樹木 2.CST: 通俗作品  

436.1111  

犬犬微語言 : 認識犬類安定訊號! / 

吐蕊.魯格斯(Turid Rugaas)作 ; 李喬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正向思維藝術

有限公司,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4007-5-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犬訓練 2.CST: 動物行為  

437.354  

權威獸醫師教你秒懂狗狗身體異常

訊號遠離疾病! / 李衛民, 魏資文, 傳

騏動物醫院作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7-1-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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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犬 2.CST: 疾病防制  437.355  

貓 咪 的 心 情 & 飼 育 學 習 指 南  / 

ANIHOS 寵物診所作 ; 陳聖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19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459-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437.364  

魔靈貓養育聖典 : 學會行為溝通密

碼+魔力地圖,解讀喵星人內心情緒,

建構愛與情感能量 / 傑克森.蓋勒克

西 (Jackson Galaxy), 米克爾 .狄加度

(Mikel Delgado)著 ; 聞翊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3-14-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437.364  

鸚鵡飼育百科 / 羅賓.德義智(Robin 

Deutsch)著 ; 張郁笛譯 .-- 二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28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110) .-- 

ISBN 978-626-320-235-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鸚鵡 2.CST: 寵物飼養  

437.794  

肉品基礎與製備  / 曾鑫順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8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03-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2.CST: 肉類食物  

439.6  

乳及乳製品 HACCP 管理與實踐篇 / 

周仲光編著 .-- 雲林縣土庫鎮 : 三民

書局, 11108 .-- 2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477-1-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乳品加工 2.CST: 食品衛生管

理  439.613  

工程 

工程法律實務研析. 九, 工程人員不

可不知之法律責任 / 王雪娟, 張天界, 

吳宜璇, 廖堃安, 陳宣宏, 趙家緯, 林

禹維, 魏芳瑜, 謝佳穎, 鄧輝鼎, 劉芷

安作 ; 陳秋華, 王雪娟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元 照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46-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工程 2.CST: 法規 3.CST: 論述

分析  440.023  

工程數學 / 陳自雄, 陳素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儒林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5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99-989-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工程數學  440.11  

工程數學 : SOP 閃通指南 / 林振義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94-9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工程數學  440.11  

動力學 / 陳育堂, 陳維亞, 曾彥魁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7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06-0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應用動力學  440.133  

人因工程 : 人機環設計原理與實務

應用 / 紀佳芬, 陳協慶, 陳一郎, 林志

隆, 柳永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

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2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21-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工學  440.19  

工作現場作業人因工程評估 : 關鍵

指標法檢核表應用實務案例教學 = 

Ergonomic assessment on tasks in 

workplace : case study of applying key 

indicator methods / 杜信宏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杜信宏, 11108 .-- 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456-6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人體工學  440.19  

Alias 產品工業設計武功祕笈 / 陳俊

鴻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9 .-- 

4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8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電腦軟體 

3.CST: 電腦輔助設計  440.8029  

土木工程概論 / 林金面編著 .-- 修訂

八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4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34-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土木工程  441  

土壤力學了沒 / 歐陽編著 .-- 修訂三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6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7-235-9 (平裝) NT$740 普

遍級  

1.CST: 土壤力學  441.12  

新北市市定古蹟新莊慈祐宮損壞調

查與修復計畫 / 楊仁江主持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09 .-- 5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5-29-7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廟宇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新北市新莊區  441.41  

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研讀

攻略. 一, 法規摘要彙編 / 晨興編著 .-

- 六版 .-- 臺北市 :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

室, 111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82-4-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441.51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

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 詹

氏書局編輯部編 .-- 十六版 .-- 臺北

市 : 詹氏書局, 11109 .-- 4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05-646-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建築物構造  

441.51  

營建法規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 20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14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2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441.51  

工地主任試題精選解析 / 陳佑松, 江

軍, 許光鑫, 關韻茹編著 .-- 二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6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07-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施工管理 

3.CST: 考試指南  441.52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

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 / 李秉穎編著 .-

- 八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9 .-

- 6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05-

645-0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施工管理 2.CST: 室內設計 

3.CST: 問題集  441.52022  

鋼筋混凝土學(土木 406-111) / 混凝土

工程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

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出版 ; 

桃園市 :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8 .-- 438 面; 26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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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3983-8-1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鋼筋混凝土  441.557  

新北市市定古蹟「雙溪雙貢生莊厝」

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周

宗賢計畫主持 ; 袁明道, 許丞家共同

主持 .-- 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 11108 .-- 3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35-30-3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新北市雙溪區  441.59  

新北市歷史建築新店胡璉將軍故居

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 張義震計畫主

持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 11109 .-- 4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5-31-0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新北市新店

區  441.59  

彰化縣歷史建築鹿港十宜樓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詹益寧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8 .-- 7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73-82-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彰化縣  

441.59  

「新北市歷史建築淡水中正段日式

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陳柏

年計畫主持 ; 陳智宏共同主持 ; 吳嘉

真, 孫仁鍵協同主持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11109 .-- 

6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5-

21-1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新北市  

441.595  

彰化縣文化景觀彰化臺鐵舊宿舍群

保存維護計畫 / 陳柏年計畫主持 ; 陳

智宏, 呂政道, 吳嘉真, 吉申君協同主

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

局, 11110 .-- 6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87-7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文化景觀 4.CST: 彰化縣  

441.595  

歷史建築原白金町日式宿舍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黃毅誠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 11109 .-- 4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33-3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臺南市  

441.595  

建築設備概論 / 陳啓中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9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647-

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建築物設備  441.6  

一道光一世情緣  / 念吉成著 .-- 初

版 .-- 屏東縣恆春鎮 : 念吉成, 11109 .-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0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燈塔 2.CST: 文化 3.CST: 臺灣  

443.4  

航向全世界 : 臺灣遊艇王國的成功

詩篇 / 李伯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 111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70-0-

2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船舶工程 2.CST: 產業發展 

3.CST: 臺灣  444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造完全攻略 / 盧

彥富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67-

2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機械製造  446.89  

汽車綜合實習(含乙級汽車修護術科

解析) = Automotive general practice / 林

重仁, 吳嘉銘, 戴良運, 魯志傑, 洪敬

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22-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汽車維修  447.166  

飛行工程概論 / 夏樹仁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09-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航空工程 2.CST: 航空力學  

447.5  

無人機國度 / 約翰 .傑克森(John E. 

Jackson)主編 ; 余振國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11108 .-

- 291 面; 23 公分 .-- (軍官團教育參考

叢書 ; 671) .-- ISBN 978-626-7080-35-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飛行器 2.CST: 遙控飛機  

447.7  

電子儀表量測 / 位明先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19-2 (平裝) NT$263 普

遍級  

1.CST: 電儀器  448.12  

工業電子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

解析. 2023 版 / 王惠玲, 許文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30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路  448.6  

微電子學 / Behzad Razavi 著 ; 黃崇禧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021-9-3 (上冊: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電子學  448.6  

磁感測器與類比積體電路原理與應

用 / 吳樂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261-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感測器  

448.6  

最新基礎電子實習(含丙級工業電子

學科試題與術科實作) / 江賢龍, 周進

文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51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實驗  

448.6034  

電路學精釋 / 陳俊隆(子敬)編著 .-- 三

版 .-- 基隆市 : 陳俊隆, 111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91-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路  448.62  

積體光機電科技與智慧財產權實務

會 議 論 文 集 . 2022 第 十 六 屆  =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conference on 

intergrated opto-mechatronic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中華民

國積體光機電科技協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積體光機電

科技協會, 11108 .-- 111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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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95023-5-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光電科學 2.CST: 電機工程 

3.CST: 文集  448.6807  

從穿戴健康照護到元宇宙,個人化的

AIoT 數位轉型 / 裴有恆, 沈乾龍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9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聯網 2.CST: 人工智慧 

3.CST: 技術發展  448.7  

*亞東科技大學電通學院 ICEAT 資通

電應用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李

烱三, 陳昱勳, 陳宥蓁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亞東科技大學, 11108 .-- 5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01-3-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通訊工程 2.CST: 資訊科技 

3.CST: 文集  448.707  

從零開始的手機之旅 / 韓繡遙, 方璿

茵, 林洺羽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藍

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6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81-0-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行動電話 2.CST: 行動資訊  

448.845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 改 變 的 勇 氣  : 垃 圾 山 大 變 身  = 

Courage to change : transformation of 

Wugu garbage mountain / 侯 友 宜 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城

鄉發展局出版  : 新北市政府發行 , 

11109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35-22-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市政工程 2.CST: 都市美化 

3.CST: 新北市五股區  445.133/103  

都更三箭 翻轉新北 / 廖美莉, 陳盈汝, 

鄧涵瑛, 何治瑩, 易德明, 蔡宗憲, 林

琬臻, 陳玫均, 李佩璇, 廖奕琳, 紀忠

緯, 廖珮婷, 嚴烽彰, 葉維信等撰稿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 

11109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35-2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都市更新 2.CST: 都市計畫 

3.CST: 新北市  445.133/103  

世界中的孩子. 6 : 為什麼要保護我們

的 地 球 ? / 路 易 絲 . 史 比 爾 斯 布 里

(Louise Spilsbury) 文  ; 漢 娜 尼 . 凱

(Kanane Kai)圖 ; 李貞慧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 面; 23X23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05-305-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環境教育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繪本  445.9  

我 是 環 保 小 海 盜  / 米 歇 爾 . 羅 爾

(Michael Roher)文.圖 ; 林敏雅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32 面; 25 公分 .-- (繪

本 ; 304)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305-303-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氣候變遷 

3.CST: 繪本  445.9  

*零廢棄社會 : 告別用過即丟的生活

方式,邁向循環經濟時代 / InfoVisual

研究所作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96 面; 26 公分 .-- (SDGs 系列講堂) .-

- ISBN 978-626-329-422-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廢棄物處理  445.97  

環境保護法規 / 林健三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威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9711-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法規  

445.99  

*環境影響評估 / 程淑芬, 吳玉琛, 周

奮興, 胡惠宇, 鄭景智, 陳依琪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5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影響評估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二, 食品科學

概論 / 李柏憲, 黃大維, 呂玟蒨合著 .-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

司, 111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902-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463  

新編食品生物技術 / 楊盛行, 李宗璘, 

游宜屏, 王培銘, 蔣本慈, 蔣育錚合

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07-8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食品工業 2.CST: 生物技術  

463  

實用食品工廠管理 / 施明智, 成安知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60-4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食品工業 2.CST: 工廠管理  

463  

腳踩葡萄 : 遺落在時光裡的葡萄牙

酒 / 賽門.J.沃爾夫(Simon J Woolf)作 ; 

柯沛岑, 萬智康翻譯 .-- 一版 .-- 高雄

市  :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96091-5-4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2.CST: 葡萄牙  

463.814  

我的威士忌生活提案 / 米凱勒.奇多

(Mickaël Guidot)著 ; 亞尼斯.瓦盧西克

斯(Yannis Varoutsikos)繪 ; 謝珮琪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208 面; 24 公分 .-- (好

日好食 ; 61) .-- ISBN 978-957-658-932-

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威士忌酒 2.CST: 品酒  

463.834  

天然化妝品調製與實作 / 張效銘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89-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化粧品  466.7  

生 技 產 業 白 皮 書 . 2022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 吳忠

勳等人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工業局, 11108 .-- 5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3-295-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生物技術業  469.5  

製造 

微控制器原理與應用 : 基於 STM32 

ARM Cortex-M4F 處理器 / 張國清, 陳

延華, 柯松源, 廖冠雄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36-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微處理機  471.516  

以薄膜技術提高小型晶體的頻率高

性能化 : 石英晶體製造業者必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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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miniature quartz resonators by thin-

film technologies / 桃崎英司著作 ; 顏

森桐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壓

電晶體產業協會,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62-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薄膜工程 2.CST: 石英振盪晶

體  472.16  

熱浸鍍鋅防蝕技術與應用 / 中華民

國熱浸鍍鋅協會技術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熱浸鍍鋅

協會,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54-0-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金屬工作法 2.CST: 表面處理 

3.CST: 薄膜工程 4.CST: 問題集  

472.164022  

作.餐具 : 手造溫暖 木作叉匙碗盤的

自然質感日常 / 西川榮明著 ; 彭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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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72 面; 24 公分 .-- (手作良

品 ; 99) .-- ISBN 978-986-7627-49-0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木工 2.CST: 餐具  474  

臺灣 400 印刷史  = Taiwan printing 

history / 陳政雄文字編輯 .-- 臺中市 : 

印刷人雜誌社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ISBN 978-986-82794-4-5 (全套:

精裝) NT$3600 普遍級  

1.CST: 印刷業 2.CST: 產業發展 

3.CST: 歷史 4.CST: 臺灣  477.0933  

HJ 科幻模型精選集. 9, 福音戰士新劇

場版特輯 / HOBBY JAPAN 編集部作 ; 

FORTRESS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08-79-

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玩具 2.CST: 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臺中市糕餅公會年度特刊. 2022 : 疫

轉新前景 糕餅產業的靈活應變術 / 

易俊霖執行總編 .-- 臺中市 : 臺中市

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2279-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2.CST: 糕餅業 3.CST: 臺中市  481.3  

酸柑茶人 / 陳逸君, 劉還月, 劉於晴

作 .-- 第一版 .-- 新竹縣北埔鄉 : 常民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野者上酸柑

茶人手作坊, 11109 .-- 472 面; 23 公

分 .-- (酸柑茶產業工具書 ; 1) .-- ISBN 

978-957-8491-96-0 (精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3.CST: 茶藝 

4.CST: 臺灣  481.6  

矽谷傳說臥底報告 / 尼可 Nicolle 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82-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技業 2.CST: 美國  484  

SpaceX 升空記 : 馬斯克移民火星.回

收火箭.太空運輸.星鏈計畫的起點 / 

艾瑞克.伯格(Eric Berger)著 ; 李建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139-7-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馬斯克(Musk, Elon) 2.CST: 航

太業 3.CST: 太空飛行 4.CST: 火箭 

5.CST: 傳記  484.4  

太空衛星產業發展與技術應用分析 

= Space satellite industry analysis / 曾巧

靈 , 蘇秋惠 , 黃仕 宗 , RIC, NIKKEI 

ELECTRONICS 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1109 .-- 1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81-881-4 (平裝) NT$15200 普遍

級  

1.CST: 航太業 2.CST: 衛星通訊 

3.CST: 產業發展  484.4  

*半導體地緣政治學 / 太田泰彥作 ; 

卓惠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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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地球觀 ; 75) .-- ISBN 978-

986-384-779-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工業 2.CST: 地緣政治 

3.CST: 國際競爭  484.51  

矽島的危與機 : 半導體與地緣政治 / 

黃欽勇, 黃逸平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科技與社會系

列) .-- ISBN 978-986-5470-43-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工業 2.CST: 地緣政治 

3.CST: 產業發展  484.51  

蘋果進行式  : 從革新到鍍金 ,解鎖

Apple 高成長動能的秘密 / 特里普.米

克爾(Tripp Mickle)著 ; 林潔盈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12 面; 21 公

分 .-- (財經企管) .-- ISBN 978-986-

525-761-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蘋果電腦公司(Apple 

Computer, Inc.) 2.CST: 電腦資訊業 

3.CST: 企業經營  484.67  

資訊軟體暨服務產業年鑑. 2022 / 朱

師右, 張皓翔, 楊淳安, 童啟晟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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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00 面; 30 公

分 .-- 經濟部技術處 111 年度專案計

畫 .-- ISBN 978-957-581-877-7 (平裝) 

NT$6000 普遍級  

1.CST: 電腦資訊業 2.CST: 年鑑  

484.6705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2 / 洪雪娟, 紀

翔瀛, 楊瑞雯, 陳怡靜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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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35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96391-5-1 (平裝) NT$3800 普遍級  

1.CST: 金屬製品工業 2.CST: 年鑑  

487.205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2, 手工具篇 / 

洪雪娟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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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91-7-5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金屬製品工業 2.CST: 年鑑 

3.CST: 手工具  487.205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2, 水五金篇 / 

陳怡靜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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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1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91-9-9 (平

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金屬製品工業 2.CST: 年鑑 

3.CST: 五金業  487.205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2, 模具篇 / 楊

瑞雯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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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6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626-96391-8-2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金屬製品工業 2.CST: 年鑑 

3.CST: 模具  487.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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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2, 螺絲螺帽

篇 / 紀翔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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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7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91-6-8 (平

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金屬製品工業 2.CST: 年鑑 

3.CST: 牢繫物  487.2058  

書店學 : 愛書人的靈魂窩居,60 家書

店逆勢求生、立足世界的經營之道 / 

Gestalten 編著 ; 劉佳澐, 杜文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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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9-442-9 (精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書業  487.6  

所在 : 從外文書店到語言教育的敦

煌 = Being Caves / 吳嘉惠, 洪村裕, 郭

怡君, 郭俐君, 陳郁菁, 陳紅如, 陳瑾

瑤, 高珮瀠, 莊志健, 游小倩, 楊緒隆, 

鄭正懋, 鍾汶妤, 謝傑美, 嚴以婷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敦煌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06-992-5 ( 精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敦煌書局公司 2.CST: 書業  

487.78933  

鼓舞閱讀熱情,共創世代學習 : 天下

文化四十年 /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0

面; 26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40) .-

- ISBN 978-986-525-775-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2.CST: 出版業  487.78933  

紡織產業年鑑. 2022 / 閩潔, 李信宏, 

巫佳宜, 王冠翔, 張婷婷, 楊宜蓁, 駱

春梅, 俞玲華, 葉乙昌, 林仁豪, 梁瑋

芩, 陳宏一, 安大中, 林俊宏, 邱聯華, 

蘇英傑, 劉珊姍撰稿 .-- 初版 .-- 新北

市 :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11108 .-- 3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95189-7-0 (平裝) NT$3500 普遍級  

1.CST: 紡織業 2.CST: 紡織品 3.CST: 

年鑑  488.058  

什麼都能外送!比臥底報導更真實的

故事,資深社會記者轉行做外送、代

駕、揀貨員,揭露惡性競爭內幕、拆

穿高收入假象 / 金夏永著 ; 馮燕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14-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外送服務業  489.1  

淬鍊服務業數位轉型力 : 2 大趨勢洞

察 x25 則領航案例 x4 名專家獻策,提

前掌握翻身獲利之道 / 陳宥杉, 周樹

林, 陳意文, 黃旭立, 魏嘉宏, 王義智, 

姜漢儀, 黃瀚鋒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經濟日報, 11110 .-- 208 面; 23 公

分 .-- (經營管理 ; 23) .-- ISBN 978-626-

96507-0-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服務業 2.CST: 數位科技 

3.CST: 組織管理  489.1  

旅館管理= Hotel management / 李欽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3 公

分 .-- (餐飲旅館系列) .-- ISBN 978-

986-298-407-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旅館業管理  489.2  

餐 旅 財 務 管 理  : 11 堂 必 修 課  =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F & B and hotel 

industry : 11 required courses / 陳錚中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33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5516-8-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餐旅管理 2.CST: 財務管理  

489.2  

殯葬禮儀 : 理論、實務、證照 / 陳繼

成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20-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殯葬業  489.66  

喪 禮服務 乙級 檢定學 術科 捷徑  = 

Shortcuts of funeral service on B class 

cert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knowledge and technique / 王別玄, 廖

明昭, 王姿菁, 洪筱蘋作 .-- 二版 .-- 臺

北 市  : 華 都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516-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殯葬業 2.CST: 殯葬 3.CST: 喪

禮 4.CST: 考試指南  489.67  

商學 

(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完全攻略 / 王

志成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57-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學  490  

氣候變遷與綠色金融保險 : 企業倫

理視角 / 范姜肱, 范姜新圳, 張瑞剛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08-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商業倫理 2.CST: 企業社會學 

3.CST: 綠色經濟 4.CST: 金融保險業  

490.15  

PARTS 談判思維 : 百大企業指定名

師教你拆解談判結構,幫你在談判攻

防中搶佔先機、創造雙贏 / 林宜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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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411-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商業談判 2.CST: 談判策略  

490.17  

電子商務一定要懂的 16 堂課 : 跨境

電商 X 直播帶貨 X 大數據 X 區塊鏈

X 元宇宙 X 智慧商務 / 吳燦銘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464 面; 26 公分 .-- (博

碩書號 ; ME32102) .-- ISBN 978-626-

333-219-5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490.29  

英文商業書信寫作 / Owain Mckimm

著 ; 黃詩韻, 陳依辰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50-3 (平裝) NT$144 普遍級  

1.CST: 商業書信 2.CST: 商業英文 

3.CST: 商業應用文 4.CST: 寫作法  

493.6  

(升科大四技)會計學(歷年試題+模擬

考) / 陳智音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37-279-5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會計學  495.1  

(升科大四技)會計學完全攻略 / 梁若

涵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7-278-8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會計學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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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等 會 計 學 新 論  = Advanced 

accounting / 林蕙真, 劉嘉雯著 .-- 第九

版 .-- 臺北市 : 証業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745 面; 26 公分 .-- (正業

會審專業叢書 ; 第 3 號) .-- ISBN 978-

626-96022-2-3 (下冊: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高級會計  495.1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 林惠雪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02-4-0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稅務代理人 2.CST: 會計法規  

495.2  

會計審計法規 / 陳春榮, 柯淑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6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3-198-0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會計法規 2.CST: 審計法規  

495.2  

財務報表分析 / 王元章, 張眾卓, 黃莉

盈著 .-- 六版修訂 .-- 臺北市 : 新陸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02-3-3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財務報表 2.CST: 財務分析  

495.47  

成本會計學  : 理論與應用  = Cost 

accounting / 李宗黎, 林蕙真著 .-- 第六

版 .-- 臺北市 : 証業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742 面; 26 公分 .-- (正業

會審專業叢書 ; 第 42 號) .-- ISBN 978-

626-96022-1-6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成本會計  495.71  

審計學 / 李建然著 .-- 3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7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30-2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審計學  495.9  

審計學原理 / 蔡信夫, 林惠雪, 黃惠君, 

郭博文編著 .-- 7 版 .-- 臺北市 : 新陸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7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02-6-4 (平

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審計學  495.9  

YouTube+FB+IG 社群媒體操作經營

活用術 : 掌握目標客群.必殺網路行

銷.活絡網紅經濟.解析廣告成效 / 鄭

苑鳳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

分 .-- (博碩書號 ; MI22111) .-- ISBN 

978-626-333-252-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用數據讓客人買不停 : Google 策略長

教你解讀數據,善用對話打造長久顧

客關係 / 尼爾.霍恩(Neil Hoyne)作 ; 蕭

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Big ; 397) .-- ISBN 978-

626-335-87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商業資料處

理 3.CST: 顧客關係管理  496  

行 銷 管 理 的 實 例 分 析 與 應 用  =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 徐遠雄, 丘世

衡, 褚曾文, 何育敏, 李芮䋹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豐藝有限公司, 11108 .-

- 28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93706-7-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行銷管理  496  

社會行銷 / Nancy R. Lee, Philip Kotler

著 ; 俞玫妏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

224-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社會行銷 2.CST: 市場學  

496  

品牌管理 : 廣告與品牌管理 / 胡政源, 

蔡清德, 李心怡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78-1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品牌 2.CST: 品牌行銷  496  

馬場 : 揭開愛馬仕歷久彌新、百年

不衰的行銷術與品牌故事 / Jun Jun

戴俊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

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3-

634-9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愛馬仕公司 2.CST: 品牌行銷 

3.CST: 時尚 4.CST: 手提袋  496  

Email 行銷其實和你想的不一樣 / 沛

盛資訊有限公司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沛盛資訊有限公司, 11109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47-0-

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電子郵件 

3.CST: 行銷策略  496.5  

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 林望道作 .-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1110 .-- 228 面; 23 公分 .-

- (心學堂 ; 19) .-- ISBN 978-986-392-

466-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吉拉德 2.CST: 汽車業 3.CST: 

推銷 4.CST: 傳記 5.CST: 美國  

496.5  

讓顧客開口說成交 / 湯姆.霍普金斯

(Tom Hopkins)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405-3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銷售  496.5  

業務成王術 : 超業 CEO 用親身經驗,

教你 4 步提問、7 個心法、6 招帶人! 

/ 張強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

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Smart ; 

113) .-- ISBN 978-626-7148-15-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銷售管理 2.CST: 職場成功法  

496.52  

顧客關係管理 =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林書旭, 陳水蓮, 吳怡芳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

際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548-7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顧客關係管理  496.7  

模特經紀是這樣煉成的! / Bonita M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季風帶文化有

限公司, 11108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11-8-2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模特兒 2.CST: 經紀人  

497.28  

創 意 的 本 質  / 大 衛 . 奧 格 威 (David 

Ogilvy)作 ; 温澤元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0 .-- 256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05-7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奧格威(Ogilvy, David, 1911-

1999) 2.CST: 廣告業 3.CST: 廣告管

理 4.CST: 傳記  497.8  

開店的地點學 : 三萬份大數據分析

「地點」的布局戰略,開店、買屋、

投資,你務必要懂的街道線索。 / 榎

本篤史作 ; 黃立萍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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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Biz ; 405) .-- ISBN 978-

626-7123-99-7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商店管理 2.CST: 創業  498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

業 : 富士通 POS 系統全新攻略 / 林佳

男, 劉芷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310-

7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商店管理  498.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

業 : 微創 POS 系統全新攻略 / 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308-4 (平

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商店管理  498.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

業 : 瑋博 POS 系統全新攻略 / 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309-1 (平

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商店管理  498.6  

企業管理 

大翻盤!企業反敗為勝啟示錄 : 景氣

不好人人慘,公司倒臺怎麼辦?九大

外企奇蹟復活的祕密,不該只有你被

蒙在鼓裡! / 石曉林, 伍祚祥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5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40-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危機管理 2.CST: 企業經營  

494  

企 業 概 論  / Marce Kelly, Chuck 

Williams 原著 ; 周瑛琪, 李國瑋, 李家

瑩, 徐茂練, 歐陽怡編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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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53-7-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494  

長勝 : 靠運氣贏來的,憑實力也不會

輸回去,常春藤名校「模型思維」課

程指定必讀 / 麥可.莫布新(Michael J. 

Mauboussin)著 ; 陳冠甫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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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129-76-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  

專案管理 : the managerial process / Erik 

W. Larson, Clifford F. Gray 著 ; 吳宜錚

編譯 .-- 四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羅

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

49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專案管理 2.CST: 時間管理 

3.CST: 風險管理  494  

從執行到升級,從偶然到必然 : 理念、

流程、方法、實踐,最深入、最真實

的華為研究開發與投資管理 / 夏忠

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17-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2.CST: 企

業管理  494  

尋找創新典範 3.0 : 人文創新 H-EHA

模式 / 吳思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32-

972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文社會學 2.CST: 企業管理 

3.CST: 創業 4.CST: 個案研究  494  

經營管理概論 / 周勝武, 柯淑姮, 蔡秦

興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13-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管理  

494  

實戰智慧 : 15 家金牌卓越企業分享

制勝法則 / 賴宛靖, 黃立萍文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50-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管理 

3.CST: 成功法  494  

管理與人生 / 陳澤義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70-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生活指導  

494  

隱形冠軍 2.0 : 多極化時代,中堅企業

順利突圍、成功轉型的新規則 / 赫

曼.西蒙(Hermann Simon), 班傑明.德

林(Benjamin Doering)著 ; 沈聿德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8-816-8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管理 

3.CST: 成功法  494  

六區塊黃金比例時間分配.神奇實踐

筆記 / 鄭智荷著 ; Lo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18-3 (精裝) NT$240 普

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工作效率  

494.01  

六區塊黃金比例時間分配法 : 三步

驟「視覺化」時間價值,正事不荒廢

更有小確幸,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 

鄭智荷著 ; Loui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73-17-6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工作效率  

494.01  

怡辰老師的高效時間管理課 : 心態 x

概念 x 工具,打造恆毅力的人生複利

心法 / 林怡辰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237) .-- 

ISBN 978-626-305-313-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成功法  

494.01  

人本管理 : 領導藝術、策略管理、

行銷體系、協同優勢,馬斯洛的管理

心 理 學  / 馬 斯 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著 ; 垢文濤, 馬良誠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3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08-5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人性管理 2.CST: 管理心理學 

3.CST: 自我實現  494.014  

高效營運的 80 則關鍵問答 : 這是一

本具有百萬價值的營運教戰手冊討

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 第三輯 

/ 陳宗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

聖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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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88728-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管理 

3.CST: 行銷策略 4.CST: 問題集  

494.022  

大統華的故事 / 李羅昌鈺(Cindy Le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10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82-

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大統華超級市場(T&T 

Supermarket) 2.CST: 企業經營 3.CST: 

企業管理 4.CST: 傳記  494.1  

*目的與獲利 / 喬治.塞拉分(George 

Serafeim)著 ; 廖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76) .-- ISBN 978-

986-525-757-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永續發展  

494.1  

*把好事說成好故事 : 在實務上踏實,

在想法上跳躍,ESG、SDGs 必備 / 盧

建彰 Kurt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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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生

活  ; BWL093) .-- ISBN 978-986-525-

751-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永續發展 

3.CST: 廣告創意  494.1  

創新與創業管理 : 從創意到創業 / 張

耀文, 張榕茜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12-

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創意 3.CST: 企業

管理  494.1  

給孩子的商業啟蒙  / 劉潤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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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4-2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親職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494.1  

新創企業成長的關鍵密碼 : 從 1 到 10

億元的祕密 / 顏漏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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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新商

業周刊叢書 ; BW0808) .-- ISBN 978-

626-318-392-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企業經營  494.1  

圖解策略管理 / 戴國良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83-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策略管理  494.1  

管理大師的商業策略 超圖解杜拉克 : 

激發 100%組織潛力的領導&革新技

術! / 藤屋伸二監修 ; 鄒玟羚,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29-457-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策略管理 2.CST: 商業管理 

3.CST: 組織管理  494.1  

賽 局 與 決 策  = Game and decision-

making / 李陳國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奇果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5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071-3-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決策管理 2.CST: 博奕論  

494.1  

Certiport CSB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商務專業溝通國際認

證應考攻略 / 碁峰資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9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務傳播 2.CST: 考試指南  

494.2  

領導者的七種原型 : 克服弱點、強

化優點,重新認識自己,跨越領導力鴻

溝! / 洛麗.達絲卡(Lolly Daskal)著 ; 戴

至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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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264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

理 ; 160X) .-- ISBN 978-626-96153-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21  

Sawyer 內部稽核 : 提升及維護機構

價值 / The Internal Audit Foundation 原

著 ; 陳錦烽, 施澍澤, 莊詠玲, 洪良明, 

黃琬玲, 吳雪菁, 鄭子杰, 黃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

會, 11110 .-- 37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934-0-4 (平裝) NT$2500 普

遍級  

1.CST: 內部稽核  494.28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 : 行為科

學教你把身邊的腦殘變幹才 / 石田

淳著 ; 孫玉珍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如 果 出 版  : 大 雁 出 版 基 地 發 行 , 

11110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5-5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事管理 2.CST: 企業領導  

494.3  

不懂帶團隊,那就大家一起死! : 行為

科學教你把豬一般的隊友變菁英  / 

石田淳著 ; 賴郁婷譯 .-- 再版 .-- 臺北

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10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5-53-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事管理 2.CST: 企業領導  

494.3  

*管理與士氣 / 弗里茨.朱利斯.羅特

利斯伯格(Fritz Jules Roethlisberger)著 ; 

洪一碩譯注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

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72-9-5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事管理  494.3  

我,就是品牌 : 是 A 就別假裝是 B,創

造你的獨特賣點,做最棒的自己 / 永.

克利斯托夫.班特(Jon Christoph Berndt)

著 ; 侯淑玲,唐際明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92-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494.35  

偶爾無所事事,工作更有意思 : 誰說

奮鬥和躺平只能二選一?Z 代創業家

教你找到自己的方式,闖出另一條路! 

/ 格蕾絲.貝芙麗(Grace Beverley)著 ; 

何佳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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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528-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心理

學  494.35  

從自己人開始 : 達成目標又有好人

緣的雙贏思維 / 布萊恩.狄克森(Brian 

Dixon)著 ; 劉如菁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影響力 ; 

2) .-- ISBN 978-626-95408-8-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人際關係  

4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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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的力量 : 改變一生的五個奇遇 

/ 鮑伯.柏格(Bob Burg), 約翰.大衛.曼

恩(John David Mann) 著 ; 夏荷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8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507-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善用公司資源,創造職場競爭力 : 不

知道!做不到!沒想到!抱著危險工作

態度卻毫無危機意識的你,距離失去

工作的日子不遠了 / 康昱生, 鄭一群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680-516-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微小疊代 : 你不需要完美的起點,只

需要不斷進化 / 九邊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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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511-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影響力習慣 : 讓同等的付出,發揮加

倍的影響力,打造贏得長久勝利的迴

圈 / 莉茲.懷斯曼(Liz Wiseman)著 ; 吳

國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big ; 395) .-- ISBN 978-

626-335-801-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動機 

3.CST: 激勵  494.35  

職場天賦 : Google 總裁推薦!邁向成

功職涯的 30 道練習,將天賦轉化成職

場優勢!投入真心喜愛的工作 / 海倫.

塔 柏 (Helen Tupper), 莎 拉 . 艾 莉 絲

(Sarah Ellis)著 ; 謝明珊翻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心裡話 ; 14) .-- 

ISBN 978-626-96312-3-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精實改善 108 招 / 石清城著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11108 .-

- 263 面; 21 公分 .-- (精實管理系列 ; 

27) .-- ISBN 978-986-99205-8-2 (下冊: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產管理 2.CST: 企業管理  

494.5  

品質管理 : 品管大數據應用與個案 / 

黃文佐, 巫佳煌, 鄧志峰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

司,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7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品質管理  494.56  

簡報技術圖解 / 八幡紕芦史著 ; 趙韻

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224 面; 

23 公 分  .-- ( 最 佳 實 務 系 列  ; 

BW3023X) .-- ISBN 978-626-318-413-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簡報  494.6  

簡報美學 : 直覺式簡報設計與傳達 / 

Garr Reynolds 原著 ; 沈佩誼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28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簡報  494.6  

財務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Financial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徐俊

明, 楊維如著 .-- 7 版 .-- 臺北市 : 新陸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7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02-5-7 (平

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財務管理  494.7  

勤儉節約 : 微利時代的賺錢哲學 / 高

占龍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270) .-- ISBN 978-626-

7134-54-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本控制 2.CST: 利潤  

494.76  

社會科學類 

總論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 打開天窗說量

化 =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 羅清俊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64 面; 23 公分 .-- (研究

方法叢書) .-- ISBN 978-986-298-406-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量性研究 

3.CST: 研究方法  501.2  

研究方法原理 : 論文寫作的邏輯思

維 / 韓乾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305-

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研究方法 

3.CST: 論文寫作法  501.2  

質性研究 : 理論與應用 / 潘淑滿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社會科學研究系列 ; 81243) .-- ISBN 

978-626-7178-16-4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質性研究 

3.CST: 研究方法  501.2  

樂活關懷與人文社會問題 / 廖又生, 

林秉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亞東科

技大學, 11111 .-- 18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701-4-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文集  507  

還利於民 / 黃果正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家親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06761-5-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文集  507  

統計 

基礎統計學 / 吳冬友, 楊玉坤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225-3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統計就是要這樣跑 / 張芳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78 面; 23 公分 .-- (社

會科學研究系列  ; 81242) .-- ISBN 

978-626-7178-14-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統計 2.CST: 統計分析 3.CST: 

統計方法  510  

給論文寫作者的統計指南 : 傻瓜也

會跑統計. I / 顏志龍, 鄭中平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4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242-0 ( 平 裝 ) 

NT$59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SPSS 資料分析與論文應用 / 柯國民, 

黃瑞展, 鍾雅萍編著 ; 陳榮方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45 

 

978-626-327-362-7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統計套裝軟體 2.CST: 統計分

析  512.4  

嘉義市統計年報. 第 40 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ayi City 2021 / 嘉義市政府主計處

編輯 .--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 11109 .-

- 500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626-

7109-19-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政府統計 2.CST: 嘉義市  

514.33/126  

看圖秒懂!社會人必修應用統計學 / 

今野紀雄作 ; 許郁文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15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63-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應用統計學  518  

教育 

康德論教育 / 康德(Immanuel Kant)著 ; 

賈馥茗, 陳寶山, 黃漢昌, 游振鵬, 吳

美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84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626-343-275-8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教育  520  

正向教學的力量 : 化解課堂困境,當

個不怕失敗的教師 / 王淑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2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學 2.CST: 文集  520.7  

慈心華德福的教育夢土 : 從衝撞到

典範,張純淑的辦學路 / 張純淑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236) .-- ISBN 978-626-

305-314-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實驗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 顏士程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1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04-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臺灣教育 2.CST: 教育理論 

3.CST: 文集  520.933  

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 / 蔡榮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0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76-61-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教育家 2.CST: 傳記  520.99  

引導反思的第一本書 / 吳兆田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9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04-8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反射學習  521.1  

最強考試腦科學 / 池谷裕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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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4-2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健腦法  

521.1  

教育測驗與評量 : 成就測驗與教學

評量 / 余民寧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教育研究系列 ; 

81046) .-- ISBN 978-626-7178-11-9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教育測驗 2.CST: 教育評量  

521.3  

莎士比亞與公眾演說之跨領域教學

策 略 研 究  = A study on cross-

disciplinary pedagogical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Shakespeare and 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 朱靜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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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2

面; 21 公分 .-- (人文社會叢書 ; 17) .-- 

ISBN 978-986-350-641-6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教學研究 2.CST: 教學策略 

3.CST: 教學設計 4.CST: 教學法  

521.4  

創新課程設計與教 學  = Innovative 

curriculum : design and instruction / 徐

慧璇, 吳真輝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47-192-

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學研究 2.CST: 課程研究 

3.CST: 教學法 4.CST: 個案研究  

521.4  

教學實踐研究的寫作與知能 / 劉世

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86-4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教學研究 2.CST: 論文寫作法 

3.CST: 文集  521.407  

課室討論的關鍵 : 有意義的發言、

專注聆聽與深度思考 / Jackie Acree 

Walsh, Beth Dankert Sattes 著 ; 張碧珠

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85-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問題導向學習 2.CST: 問題教

學法  521.422  

班級經營 / 林進材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50-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班級經營  521.64  

用對方法教孩子才有效 / 林格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68-44-8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中小學教育 2.CST: 文集  

523.07  

七感遊戲玩出七大能力 : 56 個遊戲

提案 X84 種提升能力的方法 X105 種

設計遊戲技巧,玩出無限可能 / 陳婧

(Trac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高 EQ 父母 ; 92) .-- ISBN 

978-626-7164-62-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學前教育  

523.13  

探索世界找一找. 4, 世界建築 / 劉載

永文.圖 ; 黃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21-

585-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益智遊戲 

3.CST: 繪本  523.13  

在托嬰中心愛小孩 : 嬰幼兒專業托

育實務 / 廖信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17-3-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托育 2.CST: 幼兒保育  523.2  

老屋與老鐘 / 胡媺圖.文 ; 李長蔚計畫

主持 ; 林昱萱共同主持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08 .-- 

5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41-16-8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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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文化保存 

3.CST: 幼兒教育 4.CST: 繪本  523.2  

高瞻課程 : 理論與實踐 / 郭李宗文, 

吳茉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96-

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課程研究 4.CST: 教學設計  

523.2  

科學食堂 : 營養與美味的 24 堂科學

實驗課 : 生活化科學活動教案. 四 / 

潘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大學, 11108 .-- 8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224-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523.23  

無名 : 第一屆獨立研究作品集 / 王沛

云, 謝宜蓁, 王瀅棋, 洪智駒, 邱沛洋, 

杜思潔, 林宥荃, 李苡榛作 .-- 基隆市 : 

基隆市安樂區長樂國民小學資優班, 

11108 .-- 303 面; 30 公分 .-- (KLCLG

研究 作品 集  ; 1) .-- ISBN 978-986-

5417-3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優教育 2.CST: 小學教學  

523.3  

素養導向學習的理論與實務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etence-

oriented learning / 王為國, 王榮暖, 白

雲霞, 田慧, 呂秀蓮, 林倍伊, 吳怡芳, 

高美玉, 施仁國, 陳美如, 黃書雯, 張

君衡, 詹惠雪合著 ; 詹惠雪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

系列) .-- ISBN 978-957-511-827-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學設計 2.CST: 教學法 

3.CST: 中小學教育 4.CST: 文集  

523.307  

探索桃花源 : 國中小活化教學與多

元學習社群經驗實錄 / 葉興華, 方志

華, 陳昱宏, 王芳婷, 楊淳卉, 劉芷吟, 

許乃方, 楊洲松, 李偉俊, 鍾秀鳳, 陳

淑君, 陳玉綸, 李雅雯, 張幼玫, 余宛

錡, 鄭子駿, 蔡欽民, 伍懿芳, 戴宇君, 

王珮潔, 李宜仲, 王雅芳, 洪佩旻, 郭

盈傑, 許嘉泉, 曾景明, 王麗萍, 何亞

竹, 黃鈞蕙, 陳玫杏, 藍晏晴, 楊秀停, 

黃雅蘭, 楊易霖, 朱有瑞, 蘇漢堃, 李

淑芬, 林家正, 黃淑玲, 林沛晴, 周金

木, 蘇于甄, 王秀雲作 ; 方志華, 葉興

華, 陳昱宏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大學, 11110 .-- 26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44-47-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教學研究 2.CST: 課程規劃設

計 3.CST: 中小學教育 4.CST: 文集  

523.307  

彩圖.新版天天閱讀. 高年級 / 賴慶雄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

社, 11110 .-- 冊 .-- ISBN 978-986-452-

429-7 (第 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52-430-3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452-431-0 (第

3 冊:平裝) NT$17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小學教學  523.31  

不再造錯句 /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96 面; 30 公分 .-- 

(小學生認字通 ; 4) .-- ISBN 978-626-

313-092-0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句法 3.CST: 

小學教學  523.311  

從「寫作素養」到「寫出素養」  : 

真善美寫作教學模式 / 馬行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05-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寫作法 4.CST: 中小學教育  523.313  

第一次寫作文 從寫日記開始 / 尹希

帥, Hoo Ya(小虎牙)作 ; 成玹晶繪 ; 徐

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8-918-8 (第 1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作文 3.CST: 

寫作法 4.CST: 小學教學  523.313  

陳安如老師的作文實境課 / 陳安如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6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小學教學  523.313  

語文教學一把罩 / 戴巧伃, 黃品樺, 呂

麗薇, 沈芳筠, 吳郁婕, 江僑倚, 楊奕

杰, 方馨瑤, 曾譯卉, 陳羿錡, 翁苡軒, 

張琇涵, 趙婉渝作 ; 劉沛慈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78-749-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中小學教育 

3.CST: 教材  523.317  

用思維導圖速記小學生英語單字  / 

邱律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382-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初等教育  523.318  

用思維導圖學小學生英語語法 / 邱

律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83-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語法 3.CST: 

小學教學  523.318  

第一次寫英文日記 / 陳幸琦, 黎天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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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3-648-6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寫作法 

3.CST: 小學教學  523.318  

設計概念為本的英語文課程 : 符合

課綱標準與智識整全性 / 洛薏絲.蘭

寧(Lois A. Lanning)著 ; 劉恆昌, 李憶

慈, 李丕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

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 23 公 分  .-- ( 課 程 教 學 系 列  ; 

41340) .-- ISBN 978-626-7178-12-6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教學設計 

3.CST: 課程規劃設計 4.CST: 中小學

教育  523.318  

講義式評量. 英語. 2 上 / 林漢忠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11108 .-- 5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714-270-2 (平

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523.318  

講義式評量. 英語. 3 上(何 Super 1) / 

林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1108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73-3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材  52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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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式評量. 英語. 3 上(康 Wonder 1) 

/ 林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

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1108 .-- 10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714-271-9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材  523.318  

講義式評量. 英語. 3 上(翰 Here 1) / 林

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11108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72-6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材  523.318  

講義式評量. 英語. 4 上(何 Super 3) / 

林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74-0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材  523.318  

講義式評量. 英語. 4 上(康 Wonder 3) 

/ 林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

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1108 .-- 8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714-275-7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材  523.318  

講義式評量. 英語. 4 上(翰 Here 3) / 林

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11108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76-4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材  523.318  

數學這樣教 : 國小數學感教育 / 李源

順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228-4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小學教學  

523.32  

動腦玩邏輯 / 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北市 : 長頸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64 面; 30 公分 .-- (素養

課程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5894-8-7 (第 6 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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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之路 : 一~二年級 / Eric Fairman

作 ; 盧玫樺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

鄉  : 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 

111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435-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小學課程 2.CST: 小學教學  

523.4  

*中小學校園裡的繽紛世界 : 學校行

政個案集 / 林文律主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09-8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學校管理 2.CST: 個案研究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7  

百年校慶紀念專輯 / 楊嫚婷執行編

輯 .-- 金門縣金沙鎮 : 金門縣金沙鎮

述美國民小學, 11107 .-- 2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8-87-3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金門縣金沙鎮述美國民小學  

523.8231/205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自

主學習成果彙編. 110 學年度 = Self-

directed learning / 陳孟宏, 陳光鴻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臺中

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1109 .-- 7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6-20-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

學校 2.CST: 自主學習 3.CST: 中等教

育  524.3  

(教甄教檢)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 徐

弘縉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7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62-

7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中等教育  

524.31  

升私中資優特訓班. 國文 / 江超平, 鄒

彤憶編著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351-2-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中等教育  

524.31  

作文決定全科分數,超前培養寫作能

力,鍛鍊資優思考力 : 五大文本 X 修

辭技巧 X 實際演練,學校作文免煩惱 

/ 孫瑀禪, 謝孟芸, 張筑鈞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知識館 ; K020) .-- ISBN 

978-626-96360-1-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寫作法 

3.CST: 中等教育  524.313  

國中三年的數學一本搞定 / 小杉拓

也作 ; 張維芬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

297-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新學測數學高分好簡單 / 宗翰, 吳宏

道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9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351-1-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行動化學館. 5 : 有機化學 / 陳大為, 

林君薇, 馮優, 蘇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16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43-342-7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化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行動化學館. 6 : 反應速率與化學平衡 

/ 陳大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43-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化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用太空探索主題學 Ultimate 十合一機

器人 : 使用 mBlock / 趙士豪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24-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機器人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4.CST: 中等教

育  524.375  

新課綱程式設計(文科社會組) : 學會

程式設計運算思維,交出跨領域學習

歷程檔案的亮麗成績,未來應用在專

業領域! / 施百俊, 周樂正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74-1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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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資訊教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中等教育  524.375  

(全圖鑑)用單字原理速記國中單字 : 

針對小 6 升國 1 搶先修,或想重新打

好國中基礎者,完全提升自己的 Word 

Power! / 鄭孝准, 魯芽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

241-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作文 100 隨身讀 /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

彙整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12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57-14-751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強效衝刺!國中會考關鍵英單 2000 / 

張翔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1 公

分 .-- (試在必得 ; 2) .-- ISBN 978-986-

271-945-9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深耕。永續。高醫情 : 高醫大寫下

的 SDGs 故事 / 巫秀珊, 何佩珊, 吳信

昇, 杜哲光, 林秀美, 林宏糧, 林佳儒, 

林雅凡, 林槐庭, 周映君, 洪敏慈, 陳

建民, 陳建州, 陳俊志, 郭惟郁, 張仲

聖, 張晨希, 莊逸君, 許禕翎, 黃思蓉, 

葉一萱, 温燕霞, 蕭世芬, 賴品伃, 魏

春旺, 關皚麗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醫學大學, 11110 .-- 1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6105-57-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高雄醫學大學 2.CST: 學校與

社會  525.016  

大學申請入學及四技二專甄選金榜

必勝手冊 / 呂宗昕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8-400-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最後的秘境 東京藝大 : 天才們的渾

沌日常 / 二宮敦人著 ; 陳妍雯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36-4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東京藝術大學  525.831  

*半世紀風華 : 政治作戰學校十八期

畢業五十週年紀念文集 / 黃筱薌總

編輯 .-- 臺北市 : 政治作戰學校十八

期同學會, 11108 .-- 288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96467-0-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2.CST: 文集  525.833/101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專刊. 109

學年度 / 鄭靜宜總編輯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出版社, 11109 .-- 8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29-43-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輔仁大學 2.CST: 臺灣傳記  

525.833/103  

水清木華 : 清華的故事 / 陳力俊作 .-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96 面; 23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324) .-- ISBN 978-

626-335-880-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國立清華大學 2.CST: 歷史  

525.833/112  

教育法規理論與實務 = Education law : 

theory and practice / 顏國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

系列) .-- ISBN 978-957-511-845-7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教育法規  526.233  

教出影響未來的孩子 : 幸福嘉義市

教育八大核心素養 / 朱乙真, 陳書孜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教育教養 ; BEP072) .-- 

ISBN 978-986-525-752-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國民教育 2.CST: 教育政策 

3.CST: 嘉義市  526.8  

輔導原理與實務 / 黃政昌, 黃瑛琪, 連

秀鸞, 陳玉芳著 ; 黃政昌主編 .-- 三

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560 面; 23 公分 .-- (輔

導諮商系列 ; 21134) .-- ISBN 978-626-

7178-13-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教育輔導 2.CST: 輔導人員  

527.4  

父母不可說的 10 種話 / 陳艾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工程工作站, 

11108 .-- 390 面; 21 公分 .-- (笑能家

教) .-- ISBN 978-986-7800-32-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正向教養家庭實境練習 : 大人心不

累,小孩不受傷,照著說有效溝通不懊

悔 / 詹宇夫妻著 .-- 臺北市 : 小宇宙

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08-01-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孩子好動頑皮,我該怎麼辦? / 梁素英, 

梁希旭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42-4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個案研究  528.2  

師徒關係 / 汪培珽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愛孩子愛自己, 11109 .-- 26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993-2-5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子關係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職教育  528.2  

病是教養出來的. 第四集, 你有所不

知的創傷與學習困難 / 許姿妙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人智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9 .-- 328 面; 23 公分 .-- (教養

系列 ; 5) .-- ISBN 978-986-96683-7-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病因  528.2  

情緒智能互動卡牌 : 有效解鎖孩子

的情緒與行為 / 呂學禎, 邱苡家, 張閔

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有

限公司, 11110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0-6-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情緒教育 

3.CST: 遊戲教學  528.2  

這不是教養書 : 孩子要長大,爸媽要

長進!岑永康 X 張珮珊的獨家報導 / 

岑永康, 張珮珊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5-345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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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教壞了你的孩子 : 愛說謊、亂打

人、沒禮貌,不立即糾正,小心孩子越

長越歪! / 孫桂菲, 陳雪梅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3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54-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適度教養 : 多元與雙贏的教養對策 / 

林惠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

金出版社,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161-706-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好行為故事 30 篇 / 黃淑慧, 詹琇玲, 

潘慧芬作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17X1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68-

46-2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德育 3.CST: 

通俗作品  528.33  

好品德故事 30 篇 / 黃淑慧, 詹琇玲, 

潘慧芬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17X1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68-47-9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德育 3.CST: 

學前教育  528.33  

我的東西不見了 / 姜孝美文 ; 李相寅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10 .-- 48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381-4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繪本  528.33  

三好習慣 : 成就孩子一生的素養力 / 

稅素芃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88 面 ;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39) .-- ISBN 978-986-525-786-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德育 2.CST: 品格 3.CST: 人文

素養  528.5  

訓輔瑣拾 / 劉福秋作 .-- 初版 .-- 苗栗

縣後龍鎮 : 苗栗縣後龍鎮萬善祠(百

姓公)管理委員會, 苗栗縣觀護協會, 

11109 .-- 1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2285-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德育 2.CST: 品格  528.5  

程式語言與設計乙版 / 李啟龍, 吳振

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1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84-5 (下冊: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技職教育  528.831  

*地區賽隊 : 地方愛的熱力展現 / 董

淨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

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144 面; 23

公分 .-- (地味手帖 ; 13) .-- ISBN 978-

626-95181-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運動 2.CST: 社會參與 3.CST: 

運動社會學  528.9  

東師體育. 28 / 陳紋鋒總執行編輯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 

111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335-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體育 2.CST: 期刊  528.905  

週期化肌力訓練 / Tudor O. Bompa, 

Carlo A. Buzzichelli 作 ; 林貴福, 郭怡

瑩, 陳著, 吳志銘, 徐志翔譯 .-- 二版 .-

- 臺 北 市  : 禾 楓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384-1-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體能訓練 

3.CST: 肌肉  528.923  

運動效能鍛鍊全書 : 喚醒 12 條效能

肌,10 秒提升跑、跳、踢、投、打、

游,6 大運動能力的循環式全身訓練 / 

笹川大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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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87-56-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體能訓練 

3.CST: 肌肉  528.923  

捷兔,全宇宙最 High 的跑步咖 : 唱歪

歌闖禁區、光屁股坐冰塊......最不正

經的野跑俱樂部,週週突破極限,跑玩

全台灣 / Bamboo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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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9-753-9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賽跑  528.9464  

足球基本動作全圖解 : 掌握「 停球、

踢球、運球 」的技巧 / 風間八宏作 ; 

吳亭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155-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足球  528.951  

島民、新民與國民 : 日治臺籍教師

劉克明(1884~1967)的同化之道 / 吳鈺

瑾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4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799)(文

學視界 ; 143) .-- BOD 版 .-- ISBN 978-

626-7187-04-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劉克明 2.CST: 教育史 3.CST: 

殖民地教育 4.CST: 日據時期  

529.3933  

正向行為支持的理論與實務 / 鈕文

英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88 面; 26 公

分 .-- (障礙教育系列 ; 63173) .-- ISBN 

978-626-7178-17-1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身心障礙教育 2.CST: 身心障

礙者  529.5  

全國特殊教育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

論 文 集 . 2022 :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與

STEAM 教育 / 蔡明富主編 .-- 初版 .-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中心, 11108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11-5-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文集  

529.507  

禮俗；民族學 

教養是一生的武器 : 成熟大人必學

的品格養成祕訣 / 諏內惠美著 ; 林美

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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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9-695-

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禮儀 2.CST: 社交禮儀  530  

客家與周邊族群關係 / 張維安主編 .-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出版社,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族群與客家系列) .-- ISBN 978-986-

5470-45-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族群溝通 3.CST: 

文集  536.21107  

Tarovakan 新港社人文部落志 / 蕭綾

均, 劉秋雲主編 .-- 初版 .-- 苗栗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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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鎮  : 苗 栗 縣 道 卡 斯 文 化 協 會 , 

111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7505-4-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道卡斯族 2.CST: 部落 3.CST: 

民族志 4.CST: 苗栗縣後龍鎮  

536.3394  

唐宋性別與婦女死後解放 / 盧建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05-6-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喪葬習俗 2.CST: 殯葬 3.CST: 

中國  538.682  

客家生趣話 1000 則 / 傅新明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16-1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諺語 2.CST: 客語  539.933  

社會學 

社會理論二十講 / Hans Joas, Wolfgang 

Knöbl 著 ; 鄭作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72-0 (平裝) NT$820 普遍級  

1.CST: 社會學  540  

時鐘在說謊 : 科學、社會與時間的

建構 / 史考特.艾倫.強斯頓(Scott Alan 

Johnston)著 ; 王曉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380 面; 21 公分 .-- (歷

史與現場 ; 325) .-- ISBN 978-626-335-

91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史 2.CST: 時間  540.9  

試從故紙看今朝 : 聯副<<今文觀止

>>的結集本 / 張作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42) .-- ISBN 978-

986-525-804-7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史 2.CST: 中國  540.92  

世界中的孩子. 5 : 為什麼會有文化多

樣性? / 瑪莉.莫瑞(Marie Murray)文 ; 

漢娜尼 .凱 (Hanane Kai)圖  ; 李貞慧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3X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

304-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文化多樣性 2.CST: 多元文化 

3.CST: 種族 4.CST: 繪本  541.2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 余英時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3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化 2.CST: 文集  

541.262  

日本文化財分析化學應用實技 / 早

川泰弘, 高妻洋成著 ; 魏佩雯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9 .-- 112 面; 21 公分 .-- (保存科學

叢書) .-- ISBN 978-986-532-657-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 2.CST: 文化資產維

護 3.CST: 分析化學  541.27  

藝湛登峯 : 111 年重要傳統藝術保存

者授證專輯 / 陳濟民總編輯 .-- 臺中

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9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626-

5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傳統藝

術  541.27  

SEA plateaus 計 畫 選 輯 . 2021 = A 

selection of 2021 SEA plateaus projects /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

金會,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626-95531-4-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交流 2.CST: 國際交流 

3.CST: 臺灣 4.CST: 東南亞  541.28  

國學易經與文創經營管理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2022 第三屆 / 黃培鈺, 

朱艷芳, 陳軒翊等七十七人著作 .-- 

基隆市 :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經營管

理系, 11108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63-1-2 (平裝) NT$6000 普

遍級  

1.CST: 易學 2.CST: 文化產業 3.CST: 

企業管理 4.CST: 文集  541.2907  

文創 20 : 回顧與前瞻 / 王又鵬, 朱書

漢, 吳文村, 吳欣怡, 吳品璇, 李柏蓉, 

周宜瑩, 林明誼, 邱冠銘, 邱麗蓉, 胡

宇瑄, 高淑芳, 張允瑄, 張聞雨, 張繼

文, 許子凡, 許彥亭, 陳可容, 陳佳欣, 

陳金足, 陳青瑯, 陳春富, 程雨萍, 童

郁瑜, 黃國珍, 黃鼎豪, 楊芃葳, 楊宗

灝, 劉民翎, 劉安美, 歐素華, 潘昱霖, 

鄭綸, 賴素鈴, 謝明宏, 羅翊綾編著 ; 

林義斌, 陳春富, 謝明宏主編 .-- 臺北

市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系, 11110 .-- 4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986-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文化行銷 

3.CST: 企業管理 4.CST: 文集  

541.2933  

佈點人類學 : 觸角與廣識 / 謝世忠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 

11110 .-- 368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96328-4-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文化人類學 2.CST: 人類學 

3.CST: 文集  541.307  

流離之書 : 一部交織、變動、跨界

的個人寫作史 / 金其琪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350 面; 21

公分 .-- (人類學 ; 348) .-- ISBN 978-

626-96246-7-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文化人類學 2.CST: 文集  

541.307  

臺灣放眼亞洲北東南 : 族群文化論

集 / 謝世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

立作家, 11110 .-- 372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28-5-5 (平

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文化人類學 2.CST: 民族文化 

3.CST: 文集  541.307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陳思緯編著 .-

- 七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61-3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人類行為 

3.CST: 社會環境  541.75  

失控的熱情 : 為何在工作裡找尋成

就感,反而助長了不平等 / 艾琳.A.賽

克(Erin A. Cech)著 ; 黃文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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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

分 .-- (麥田叢書 ; 112) .-- ISBN 978-

626-310-293-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工作滿意

度 3.CST: 自我實現 4.CST: 平等  

541.75  

媒介化理論與實踐 : 智慧型手機、

網路謠言、數位閱讀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atization : smartphones, 

online rumors, and digital reading / 陶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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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新聞傳播叢書) .-- ISBN 978-

986-298-408-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傳播社會學 2.CST: 大眾傳播 

3.CST: 傳播研究  541.83  

新聞自由的幽靈  / 李金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512 面; 21 公

分 .-- (知識叢書 ; 1125) .-- ISBN 978-

626-335-913-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媒體 2.CST: 新聞自由 3.CST: 

政治經濟學 4.CST: 文集  541.8307  

世界中的孩子. 7 : 為什麼要有規則和

責任? / 路易絲.史比爾斯布里(Louise 

Spilsbury)文 ; 漢娜尼.凱(Hanane Kai)

圖 ; 李貞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06-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社會規範 2.CST: 責任 3.CST: 

繪本  541.87  

戰爭的年代 : 西方國際關係之歷史

與理論爭辯 / 蔡東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05-5-6 (精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國際政治 3.CST: 

國際關係  542.2  

澤倫斯基 : 我們如此相信 : 烏克蘭為

全世界捍衛的信念、勇氣和價值 = 

In these, we believe / 澤 倫 斯 基

(Volodymyr Zelenskyy)作 ; 閻紀宇, 李

忠謙, 王穎芝, 廖綉玉, 簡恒宇, 蔡娪

嫣, 陳艾伶, 劉俞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380 面; 21 公分 .-- (from ; 

143) .-- ISBN 978-626-7206-01-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澤倫斯基(Zelenskyy, 

Volodymyr) 2.CST: 戰爭 3.CST: 國際

關係 4.CST: 文集  542.207  

取回房租 : 組屋給你住得起的未來 / 

李姿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李姿齡

出版 : 台灣組屋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74-0 (平裝) NT$770 普遍級  

1.CST: 住宅問題 2.CST: 住宅政策  

542.6  

租屋糾紛 100 問 / 楊文瑞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元 照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53-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租屋 2.CST: 問題集  

542.636022  

居住正義之路 : 台北市 2015~2022+ / 

沈明璁, 蔣慧芬, 古硯偉, 吳建衛, 林

雨蓁採訪撰稿 ; 柯文哲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

局, 111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4-55-8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住宅問題 2.CST: 住宅政策 

3.CST: 臺北市  542.6933  

無住之島 : 給臺灣青年世代居住正

義的出路 / 廖庭輝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0 .-- 384 面; 21 公

分 .-- (Belong ; 10) .-- ISBN 978-626-

7052-46-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住宅問題 2.CST: 住宅政策 

3.CST: 臺灣  542.6933  

*那樣就想成為作家?只怕你會先餓

死! : 你寫的東西為什麼沒人看?如何

讓自己靈感大爆發?成為作家前須了

解的 84 件事 / 周成功, 韓立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71-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職業介紹 2.CST: 作家  

542.76  

拯救地球的工作者 : 發現神奇新職

業! / Sofia Erica Rossi, Carlo Canepa 文 ; 

Luca Poli 圖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77-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職業介紹 2.CST: 通俗作品  

542.76  

工作不會主動上門,求職需要高調一

點 : 社會是超市,企業是顧客,想要成

為百裡挑一的那個他,你必須先學會

推銷自己 / 戴譯凡, 林凌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0 .-- 24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17-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就業 2.CST: 面試 3.CST: 成功

法  542.77  

媽媽的高敏感情緒自救書 : 26 則減

輕教養憂慮的處方,找回育兒與自我

的平衡 / 鄭宇烈著 ; 陳曉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高 EQ 父母 ; 91) .-- ISBN 978-626-

7164-5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母親 2.CST: 情緒管理 3.CST: 

生活指導  544.141  

有光就無夜 / 周憶如, 胡頎撰文 .-- 初

版 .-- 新北市 : 藍墨水企業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16X22 公分 .-- ISBN 

978-957-9520-43-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家庭暴力 2.CST: 暴力行為  

544.18  

毅齋. 參 / 劉詩宗主編 .-- 新北市 : 祭

祀公業法人新北市劉毅齋, 祭祀公業

法 人 新 北 市 劉 毅 齋 管 理 委 員 會 , 

11108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334-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劉氏 2.CST: 宗祠  544.24  

獨立,不等於跟愛情誓不兩立! : 「葳

老闆」周品均的 35 堂犀利戀愛課 / 

周品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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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商周其他系列 ; 

BO0342) .-- ISBN 978-626-318-415-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獨活使用手冊 : 打造剛剛好的孤獨,

揮別寂寞、依賴、沒有安全感、缺

乏自信的人生 / 鎌田實著 ; 陳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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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258-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獨身 2.CST: 老年 3.CST: 生活

指導  544.386  

日本殖民下的她們 : 展現能力,引領

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 彼ら

は日本に植民地化された / 游鑑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

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64 面; 23

公分 .-- (歷史.中國史) .-- ISBN 978-

957-05-3451-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職業婦女 2.CST: 臺灣  

5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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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教我孩子什麼? : 從醫學看性

教育 / 葛蘿絲曼(Miriam Grossman)著 ; 

祈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出版社, 11109 .-- 34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198-976-1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青春期  

544.72  

*做知「性」父母 : 性教育家長自助

手冊,第二性徵 X 自慰疑慮 X 性愛問

題,別再用「長大了就知道」搪塞孩

子! / 周源, 戴倩主編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1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653-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544.72  

越早學越好!給女兒的性教育 : 從身

體發育到遠離性暴力,陪伴女兒安心

長大的 56 個性教育解答 / 金民英著 ; 

簡郁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出版社,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育兒經 ; 7) .-- ISBN 978-626-96312-4-

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性知識 3.CST: 

親職教育  544.72  

浪子的男朋友 : 晚明到清末的中國

同性戀與男性氣質 / 魏濁安(Giovanni 

Vitiello)著 ; 王晴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知識

叢書 ; 1122) .-- ISBN 978-626-335-817-

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同性戀 2.CST: 男性氣概 

3.CST: 文學評論 4.CST: 中國文學史  

544.751  

高齡城市學 / 李家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31-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高齡化社會 2.CST: 都市計畫 

3.CST: 環境規劃  544.8  

照護的本質 : 人性照護法創始人對

照護的思索及實踐 / 伊凡.傑內斯特

(Yves Gineste), 蘿賽特 .馬雷史考特

(Rosette Marescotti), 本田美和子著 ; 

黃姿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51-

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2.CST: 健康照護 

3.CST: 失智症  544.85  

老人保護工作指引手冊 / 中華民國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衛生福利部, 11108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37-55-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老人福利 2.CST: 老人養護 

3.CST: 手冊  544.85026  

九州鬆餅的在地創生論 / 村岡浩司

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Win ; 26) .-

- ISBN 978-626-335-792-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社區發

展 3.CST: 日本九洲  545.0931  

社區設計 : 重新思考「社區」定義,

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

間的連結」 / 山崎亮著 ; 莊雅琇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264 面; 21 公

分 .-- (臉譜書房 ; FS0043X) .-- ISBN 

978-626-315-183-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日本  

545.0931  

台灣嘴之懷古風情畫 / 王振帙, 田純

慈撰文 .-- 增修訂一版 .-- 基隆市 : 基

隆 市 中 山 區 新 建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11108 .-- 78 面; 21X30 公分 .-- (110 年

度基 隆市 中山 區公 所社 區營 造計

畫) .-- ISBN 978-986-99781-4-9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訪談 

3.CST: 歷史 4.CST: 基隆市中山區  

545.0933/105  

聽說我們住社宅 = Living in Taichung 

social housing / 好伴社計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

處,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108 .-- 

17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6-

1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集合住宅 

3.CST: 社區參與 4.CST: 社區總體營

造 5.CST: 臺中市  545.0933/115  

活化大浪潮 : 閒置空間整理術 / 高名

孝總編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 11109 .-- 20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159-45-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都市發展 2.CST: 環境工程 

3.CST: 桃園市  545.1  

改變城市的設計思考 / 鄭晃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18-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都市 2.CST: 都市地理學  

545.107  

林村的故事 :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

農村變革 / 黃樹民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聲 ; 39) .-- ISBN 

978-626-96129-6-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農村改革 2.CST: 中國  

545.592  

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的文化世界  : 

轉折時代的文人與世變 / 陳丹丹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76 面; 21 公分 .-

- (史地傳記類)(秀威文哲叢書 ; 30)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07-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知識分子 2.CST: 明清史  

546.1135  

賽夏族與漢族的故事 / 吳聲淼作 ; 湯

敏繪圖 ; 劉泳鴛客語翻譯 .-- 新竹縣

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1110 .-

- 40 面; 26 公分 .-- 中文、客語對照 .-

- ISBN 978-626-7091-38-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族群 2.CST: 種族衝突 3.CST: 

繪本  546.5  

在承認與平等之間 : 思想視角下的

「馬華問題」 =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equality : "Malaysian Chines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ughts / 許德發(Khor Teik Huat)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1 公

分 .-- (知識叢書 ; 1124) .-- ISBN 978-

626-335-852-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民族認同 2.CST: 族群問題 

3.CST: 馬來西亞  546.59386  

法律社會工作 / 陳慧女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8 面; 23 公分 .-- (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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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 31044) .-- ISBN 978-626-7178-

15-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法律社會學  

547  

風險家庭安全照護 : 領域建構與人

才培育 = The safety care for the risky 

family : a construction of specific 

professional and manpower development 

/ 論壇「風險家庭安全照護:領域建

構與人才培育」委員會作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

研究院, 11108 .-- 2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37-53-6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社會福利  

547  

當代社會工作 : 理論與方法 / 林萬億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7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59-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547  

社會工作實習手冊 / 吳鄭善明, 許玉

容, 林怡欣, 劉清虔, 李長燦, 余祥雲, 

王明鳳, 張齡友, 李大正, 鄭淑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92-5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教育實習  

547.03  

*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 110 年 = 

Report on the volunteer service survey. 

2021 / 衛生福利部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衛生福利部, 11108 .-- 7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7-54-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志工  547.16  

社會個案工作 : 生態優勢取向 / 鄭維

瑄, 吳慧菁, 簡美華, 白倩如著 ; 曾華

源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95-7-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個案工作  547.2  

社區管理委員會的權利與義務 / 陳

建謀, 陳俐茹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178-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社區組織 2.CST: 社區工作  

547.43  

社政法典 / 張庭主編 .-- 十五版 .-- [臺

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 11108 .-- 

100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95629-8-5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社會福利法規 2.CST: 社會政

策  547.7  

財團法人飛鳳山關聖學田志 / 劉玉

嬌主編 .-- 初版 .-- 新竹縣芎林鄉 : 財

團法人飛鳳山關聖學田, 11108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44-0-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飛鳳山關聖學田 

2.CST: 社會福利  547.933  

大別山上 / 潘小平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384 面; 23 公分 .-- (人文系列 ; 4) .-- 

ISBN 978-626-96257-3-4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貧窮 2.CST: 農村 3.CST: 中國  

548.16  

圖解案例消費者保護法 =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 林瑞珠編著 .-- 增訂二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1-273-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39023  

判決的艱難 : 在性侵案與性侵冤案

之間 / 陳昭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聲 ; 40) .-- ISBN 

978-626-96129-9-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性犯罪 2.CST: 性侵害 3.CST: 

判決  548.544  

犯罪現場 : 李昌鈺刑事鑑定指導手

冊 / 李昌鈺(Henry Lee), 提姆西.龐巴

(Timothy M. Palmbach), 瑪琍琳.米勒

(Marilyn T. Miller)著 ; 李俊億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10 .-- 416 面; 23 公分 .-

- (人與法律 ; 42) .-- ISBN 978-626-318-

406-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刑事偵察 2.CST: 鑑識  

548.61  

刑案現場處理與採證 / 曾春僑, 莊忠

進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109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40-2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刑事偵察 2.CST: 鑑識  

548.61  

偵探魂 : 福爾宅斯的萬事屋 / 謝智博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1 公

分 .-- (Vision ; 233) .-- ISBN 978-986-

406-315-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偵探 2.CST: 徵信機構 3.CST: 

個案研究  548.68  

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 : 台灣學者

洪鎌德相關研究的析評 / 張守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199-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洪鎌德 2.CST: 學術思想 

3.CST: 馬克斯主義 4.CST: 文集  

549.307  

經濟 

(升科大四技)經濟學完全攻略 / 王志

成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83-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EZ 經濟學 / 黃子晉, 黃聖茹, 陳更生, 

吳芝文, 王志旭, 周鳳瑛合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02-8-8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一本書讀懂經濟學 / 艾德.康威(Ed 

Conway)著 ; 林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

業周刊, 11108 .-- 27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79-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人的行為 : 經濟學專論 / 路德維希.馮.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 謝宗林

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80 面; 21 公

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14-) .-- ISBN 

978-626-343-186-7 ( 上 冊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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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化總效用理論的世界觀 : 一種

國王新衣等級的理論 / 林忠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7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15-0-4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經濟學 = Economics / 楊雲明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688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844-0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總體經濟學 / 謝德宗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34-5 (平裝) NT$820 普遍級  

1.CST: 總體經濟學  550  

總體經濟學 / N. Gregory Mankiw 著 ; 

謝振環譯 .-- 第五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19-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總體經濟學  550  

計量經濟學 : 理論、觀念與應用 / 周

賓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有限公司, 11108 .-- 5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92-55-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計量經濟學  550.19  

人類的旅程 / 奧德.蓋勒(Oded Galor)

著 ; 顧淑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10 .-- 27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7099-85-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經濟發展 2.CST: 經濟史  

550.9  

名畫與經濟的雙重奏 : 從義大利文

藝復興到 20 世紀的墨西哥 / 田中靖

浩作 ; 余玉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60-46-

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史 2.CST: 繪畫史 3.CST: 

歐洲  550.94  

全 球與亞 太政 經議題 發展 趨勢  = 

Global and Asia-Pacif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 鍾錦墀主編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APEC 研 究 中 心 , 

11108 .-- 320 面; 21 公分 .-- (APEC 論

叢) .-- ISBN 978-986-87157-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區域經濟 

3.CST: 政治經濟分析 4.CST: 亞太地

區  552.16  

後疫情時代亞太區域政經展望會議

實錄 =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utlook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post-pandemic 

era / 鍾錦墀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APEC 研究中心, 11108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157-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區域經濟 2.CST: 政治經濟 

3.CST: 會議實錄 4.CST: 亞太地區  

552.16  

營業秘密訴訟贏的策略 / 張志朋, 林

佳瑩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109 .-- 41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11-825-9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經濟法規 2.CST: 智慧財產權  

553.433  

大競合 2.0 : 產業控股從做大、做強

到共好、共贏 / 台灣產業控股協會

著 .-- 臺北市 : 台灣產業控股協會, 

11109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147-1-4 (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企業合併 2.CST: 企業競爭 

3.CST: 企業經營  553.73  

地政士歷屆考題解析 / 曾文龍編著 .-

- 第 3 版 .-- 臺北市 : 大日出版有限公

司, 11109 .-- 420 面; 21 公分 .-- (房地

產叢書 ; 68) .-- ISBN 978-957-8418-97-

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2.CST: 地政士 

3.CST: 考試指南  554.133  

案例土地利用法  / 王珍玲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3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土地利用 2.CST: 土地法規 

3.CST: 論述分析  554.133  

土地登記實務突破 / 大日出版社編

著 .-- 第 3 版 .-- 臺北市 : 大日出版有

限公司, 11109 .-- 424 面; 21 公分 .-- 

(房地產叢書 ; 65) .-- ISBN 978-957-

8418-96-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土地登記  554.283  

*一圖秒懂地政事 / 李佳頴, 吳盈慧編

著 .-- 臺中市 : 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

所, 11108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6-1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土地行政 2.CST: 通俗作品  

554.3  

日本買房關鍵字 : 日本宅建士教你

赴日置產一定要懂的 50 件事 / TiN

著 .-- 初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有限

公司, 11109 .-- 360 面; 21 公分 .-- (不

動產 ; 1) .-- ISBN 978-626-96566-0-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 3.CST: 

日本  554.89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 吳家德著 .-- 十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5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92-5 ( 精 裝 ) 

NT$59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554.89  

超級房仲贏在換位思考 : 洞悉買賣

雙方為什麼買屋、為什麼要賣屋的

成交法 / 許哲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方青出版國際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7109-2-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仲介 3.CST: 

銷售  554.89  

圖解第一次買對房子就上手 / 林姜

文婷, 林偉彬著 .-- 修訂 2 版 .-- 臺北

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242-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  

554.89  

賺很大!賺很大!金刀流(建築師)點"

房"成金的魔法 : 房地產投資 / 劉崇

暉(金刀流)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旺

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46-0-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  

554.89  

日本買房大哉問 : 在地專家為你解

答投資者最關心的 50 個疑問 / TiN

著 .-- 初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有限

公司, 11109 .-- 360 面; 21 公分 .-- (不

動產 ; 2) .-- ISBN 978-626-96566-1-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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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 3.CST: 

問題集 4.CST: 日本  554.89022  

產業技術白皮書. 2022-2023 / 財團法

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編輯 .-- 臺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出版  : 經濟部發行 , 

11109 .-- 4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3-296-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產業 2.CST: 科學技術 3.CST: 

中華民國  555.133  

科專小六法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著 .-- 第十三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11109 .-- 650 面; 

19 公分 .--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

成果) .-- ISBN 978-957-581-878-4 (精

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工業法規  555.433  

工業安全與衛生 / 黃進添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18-5 (平裝) NT$313 普

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555.56  

性別勞動統計. 110 年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勞動部, 11108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79-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勞動力統計 2.CST: 性別  

556.5028  

進擊的上班族 : 職場勞動法律 27 招 / 

蔡晴羽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60-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勞動基準法 2.CST: 論述分析  

556.84  

職場與法律 = Workplace and law / 鄭

津津著 .-- 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鄭

津津出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總經銷, 11109 .-- 6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01-0499-3 ( 平 裝 ) 

NT$78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2.CST: 論述分析 

3.CST: 職場  556.84  

車禍和談教戰手冊 / 黃西田作 .-- 臺

北市 : 黃西田, 11109 .-- 3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58-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交通法規 2.CST: 交通事故  

557.13  

台灣鐵道 = History of Taiwan railway / 

古庭維文 ; CROTER 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 面; 3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4-87-8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臺灣  

557.26339  

奔馳百年 : 阿里山林業鐵路的故事 / 

蘇昭旭著 .-- 再版 .-- [嘉義市]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

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11109 .-- 9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10-04-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阿里山  

557.26339  

原圖集郵極限文集 / 謝朝枝編著 .-- 

澎湖縣馬公市 : 中華原圖集郵協會, 

111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6912-3-0 (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86912-4-7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集郵 2.CST: 文集  557.64507  

郵政大事記. 第 13 集, 民國 106 年至

110 年 / 郭素娥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28-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郵政史 2.CST: 中華民國  

557.6933  

(捷運招考)大眾捷運概論(含捷運系

統概論、大眾運輸規劃及管理、大

眾捷運法及相關捷運法規) / 白崑成

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82-5 (平

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大眾捷運系統  557.85  

法外之徒 : 後蘇聯時代崛起的高空

貿易,飛越國界的全球黑市紀實 / 麥

特.波特(Matt Potter)著 ; 周沛郁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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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Eureka ; ME2104) .-- ISBN 

978-626-7156-26-1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走私 2.CST: 地下經濟 3.CST: 

報導文學  558.164  

南南合作與兩岸融合 / 汪明生, 許綿

延, 溫在春, 孫榮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74-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國際合作 2.CST: 兩岸關係  

559.8  

財政；金融；投資 

貨 幣 銀 行 學  = Money, banking & 

economic activity / 李榮謙編著 .-- 十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748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847-1 (平

裝) NT$820 普遍級  

1.CST: 貨幣銀行學  561  

斜槓財富 : 金錢是社交的槓桿 / 馬誠

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110 .-- 20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69) .-- ISBN 978-626-

7134-53-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金錢心理學  561.014  

金融風險管理的機器學習應用 : 使

用 Python / Abdullah Karasan 原著 ; 楊

新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9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融管理 2.CST: 風險評估 

3.CST: 機器學習 4.CST: Python(電腦

程式語言)  561.029  

圖解貨幣簡史 / 維達利著 ; 温澤元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80 面; 34 公

分 .-- (Catch ; 287) .-- ISBN 978-626-

7206-06-5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貨幣史  561.09  

金融機構法令遵循概要. 2022 年版 / 

林宏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11110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238-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金融法規  561.2  

虛擬通貨的洗錢防制監管 / 董尚晨, 

范建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7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洗錢防制法 2.CST: 電子貨幣 

3.CST: 比較研究  561.2  

當 代 金 融 市 場  = Contemporary 

financial markets / 謝劍平著 .-- 八版 .-

- 臺 北 市  : 元 照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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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 .-- 524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843-3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金融市場  561.7  

銀行理專不能說的秘密 / 周冠中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19-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銀行業 2.CST: 銀行實務  

562  

(金融證照)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

核測驗 : 焦點速成+歷屆試題 / 薛常

湧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56-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銀行法規 2.CST: 內部控制 

3.CST: 內部稽核  562.12  

(金融證照)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

測驗一次過關 / 可樂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59-7 ( 平 裝 ) 

NT$53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個人理財  563  

好 錢 革 命  / 德 瑞 克 . 金 尼 (Derrick 

Kinney)著 ; 洪士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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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51-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金錢心理學  

563  

投資自己 : 透過七大步驟,過上最好

的財務生活 / 艾莉絲.泰帕兒作 ; 牛世

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224 面; 21

公分 .-- (Progress ; 21) .-- ISBN 978-

957-741-576-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佩德洛想要買腳踏車 : 建立孩子的

金錢觀 / 胡安.卡洛斯.岡薩雷斯.伊巴

古恩(Juan Carlos González Ibargüen), 

寶拉.阿吉雷(Paola Aguirre)文 ; 瑪里

亞娜.羅丹(Mariana Roldán)圖 ; 魏嘉

儀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 36 面; 26 公分 .-- (知識滴) .-- ISBN 

978-626-7038-51-2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理財 2.CST: 生活教育 3.CST: 

繪本  563  

為什麼你的投資總是不如預期 / 洪

哲茗, 邱茂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06-9-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基金經理人的全面投資法 / 黃威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7-00-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富小孩與窮小孩. 2 : 給青少年的 18

堂財商養成課 / 郝旭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32 面; 21 公分 .-- (三采兒童

館) .-- ISBN 978-957-658-931-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通俗作品  

563  

積聚財富的古老智慧 / 威爾斯.威爾

德(Welles J. Wilder)著 ; 梁東屏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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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9-4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財富  563  

薑餅人王國理財學校. 3, 就業與失業 

/ 金彥庭作 ; 李泰榮繪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144 面; 25 公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

910-2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通俗作品  563  

外匯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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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5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240-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外匯  563.25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

題詳解練習題本. 2023 年版 / 陳賢芬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

金融研訓院, 11109 .-- 48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99-23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外匯  563.25  

全世界最簡單的選股策略 / 愛德華.

萊恩(Edward W. Ryan)著 ; 鍾榕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 11110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53-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證券投資 2.CST: 風險管理 

3.CST: 個案研究  563.5  

投資長的思維 : 世界頂尖基金經理

人建立團隊與投資指南 / 泰德.賽德

斯(Ted Seides)著 ; 陳重亨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新樂園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Top ; 19) .-- ISBN 978-626-

96025-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投資管理 3.CST: 

投資分析  563.5  

投資學 : 理論與實務 / Zvi Bodie, Alex 

Kane, Alan J. Marcus, 林哲鵬作 .-- 五

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華泰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491-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學  563.5  

*洛克菲勒談賺錢 : 美國史上第一位

億萬富豪的致富語錄與書信 / 約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著 ; 陳

珮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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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47-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洛克菲勒(Rockefeller, John D.) 

2.CST: 投資 3.CST: 傳記  563.5  

期貨人 / 里歐.梅拉梅德(Leo Melamed)

著 ; 梁東屏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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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5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梅拉梅德(Melamed, Leo) 

2.CST: 金融期貨 3.CST: 傳記  563.5  

期貨與選擇權 : 衍生性金融商品 = 

Futures and options : derivatives / 金鐵

英, 金鐵珊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

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67-0-7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衍生性商品 2.CST: 選擇權 

3.CST: 期貨  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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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傳奇基金經理人肯恩.費雪教

你,破除 50 個投資迷思 / 肯恩.費雪

(Ken Fisher), 菈 菈 . 霍 夫 曼 斯 (Lara 

Hoffmans)作 ; 許瑞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投資贏家

系列 ; 62) .-- ISBN 978-626-7014-68-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3.CST: 

投資管理  563.5  

交易者的超級心智訓練 : 華爾街頂

尖作手的御用心理師,教你在躺椅上

重塑贏家心態,直線提升交易績效! / 

布瑞特.史丁巴格(Brett N. Steenbarger)

著 ; 林奕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08-8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全圖解技術線圖獲利法 : 100 種線型

教你抓住股市關鍵買賣點,漲跌都能

賺! / 戶松信博監修 ; 陳識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66-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存好股 K 線課 : 本書教你第一次買

股就上手! / 金戈作 .-- 新北市 : 大樂

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3 公

分 .-- (Money ; 59) .-- ISBN 978-626-

714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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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高手的獲利思維 : 從賠光一切

到累積上億資產!最強上班族投資人

專為月薪族打造的「獲利心態」養

成指南 / 長田淳司著 ; 賴惠鈴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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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之王道 / 生存理財著 ; 張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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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3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9-52-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股市天機圖操盤法 2.0 / 林英豪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9-15-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冠軍操盤人台股大循環操作術 / 黃

嘉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92-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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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和小孩財富翻身的脫貧思維  / 

John Lee 著 ;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

列 ; 97) .-- ISBN 978-986-507-992-5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53  

期貨與選擇權 / 李顯儀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11-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期貨 2.CST: 選擇權  563.534  

A 股值得投資? / 雪球滾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106-7-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證券投資 2.CST: 基金 3.CST: 

中國  563.62  

保險學 : 經營與監理 = Insurance / 鄭

濟世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6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302-2-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保險學 2.CST: 保險監理  

563.7  

財產保險要論 / 鄭鎮樑, 李珍穎, 許銘

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282-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財產保險  563.75  

租稅申報實務 / 陳妙香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02-9-5 (平裝) NT$690 普

遍級  

1.CST: 稅務 2.CST: 租稅  567.01  

基礎稅務會計 / 吳嘉勳, 吳習著 .-- 十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5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23-6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稅務會計  567.01  

租稅法 / 黃源浩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29-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稅務法規 : 理論與應用 / 楊葉承, 宋

秀玲, 楊智宇編著 .-- 15 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02-7-

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營業稅申報&查審實務 / 張奇文編

著 .-- 八版 .-- 新北市三重市 : 臺灣工

商稅務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7146-49-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營業稅 2.CST: 稅法  

567.5023  

政治 

政治哲學的十二堂 Podcast : 現代國

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

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

現代的關鍵時刻 / 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著 ; 陳禹仲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人

文) .-- ISBN 978-957-05-3443-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政治學 2.CST: 政治思想 

3.CST: 國際政治  570  

中國政治思想史  / 蕭公權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957-

08-6502-8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政治思想史 2.CST: 中國  

5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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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權、治理與人民權利保護  / 

姚朝森, 陳文生, 曾蕙逸, 楊筑尹, 李

淑如, 尤天厚, 楊戊龍, 謝蕙春著 ; 國

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11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15-1-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國家 2.CST: 文集  571.07  

國家力量決勝點 / 佩德羅.巴尼奧斯

(Pedro Baños)著 ; 李文進, 周佑芷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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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8 面; 23 公分 .-

- (地球觀 ; 76) .-- ISBN 978-986-384-

780-9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地緣政治 2.CST: 地緣經濟 

3.CST: 戰略  571.15  

民主化與自由化雙元發展之研究  : 

以墨西哥為例 / 余小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90-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民主化 

3.CST: 墨西哥  571.6  

世界中的孩子. 8 : 為什麼會有權利與

平等? / 瑪莉.莫瑞(Marie Murray)文 ; 

漢娜尼 .凱 (Hanane Kai)圖  ; 李貞慧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3X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

307-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平等 2.CST: 權利 3.CST: 繪本  

571.92  

什麼是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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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4

面; 20X20 公分 .-- (童心看世界系

列) .-- ISBN 978-626-96009-5-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由 2.CST: 繪本  571.94  

行政學析論 / 吳定, 林鍾沂, 趙達瑜, 

盧偉斯, 吳復新, 黄一峰, 蔡良文, 黃

臺生, 施能傑, 林博文, 朱金池, 李宗

勳, 詹中原, 許立一, 黃新福, 黄麗美, 

陳愷, 韓釗, 林文燦, 詹靜芬合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73-7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行政學  572.9  

入出國及移民法逐條釋義 / 李震山, 

蔡庭榕, 李錫棟, 許義寶, 陳正根, 李

寧修, 蔡政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16-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入出境管理 2.CST: 法規 

3.CST: 移民法  573.29023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刑事及選舉訴

訟法令輯要 . 2022 / 最高檢察署編

輯 .-- 臺北市 : 最高檢察署, 11108 .-- 

1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

9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選舉法規  573.3023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偵查要領彙編. 

2022 / 最高檢察署編輯 .-- 臺北市 : 最

高檢察署, 11108 .-- 4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43-9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選舉法規  573.3023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無罪判決案例

彙編. 2022 / 最高檢察署編輯 .-- 臺北

市 : 最高檢察署, 11108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9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選舉法規 2.CST: 判例  

573.3023  

*民初國會之淵源與演進及其失敗原

因的分析研究 / 胡象賢著 .-- 再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出版 : 學海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364-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國會 2.CST: 中華民國史  

573.54  

內政概要. 中華民國 111 年 = 2022 

Outlin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 內政部統

計處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 

11111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18-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內政部  573.561  

新百年新中國 / 張維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8 .-- 2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77-5-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中國政

治制度 3.CST: 文化研究  574.1  

可避免的戰爭 : 習近平治理下的中

國與美國 / 陸克文(Kevin Rudd)著 ; 江

威儀, 黃富琪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512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

文  ; BGB537) .-- ISBN 978-986-525-

760-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中美關係 2.CST: 地緣政治 

3.CST: 國家安全  574.1852  

普丁的俄羅斯帝國夢 / 王家豪, 羅金

義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新.座標 ; 

41)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43-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政治 2.CST: 俄國  574.48  

爽拿的時代 : 一九六 0 年代美國民權

改革的貽害 / 克里斯多弗.考德威爾

(Christopher Caldwell)著 ; 王曉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1 公

分 .-- (next) .-- ISBN 978-626-335-865-

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美國政府 2.CST: 民權運動 

3.CST: 社會問題 4.CST: 美國史  

574.52  

老實服務 : 從實驗教育到司法改革,

在不同「地方」看見不同「創生」,

捍衛「真義信仰」的價值! / 陳儀君

作 ; 陳翠蘭撰文 .-- 一版 .-- 臺北市 : 

禾禾文化工作室,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Hiver ; 1) .-- ISBN 978-986-

06593-8-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公共服務 2.CST: 公共行政 

3.CST: 文集  575.107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桃園市自願檢

視報告 2.0. 2022 = 202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aoyuan City 

voluntary local review / 吳君婷總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 111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

2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永續發展 

3.CST: 桃園市  575.33/109  

鹿野鄉政專書. 2022 : 鹿來鹿好 / 廖

中勳主編 .-- 初版 .-- 臺東縣鹿野鄉 :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 11110 .-- 2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19-86-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地方政府 

3.CST: 臺東縣鹿野鄉  575.33/139  

警察不拎 GUN 已抵達案件現場! / 不

拎 GU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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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24-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警察 2.CST: 通俗作品  575.8  

警察危機應變與安全管理 / 李宗勳, 

官政哲, 侯友宜, 唐嘉仁, 馮佩君, 蘇

恆舜作 ; 李宗勳主編 .-- 增訂一版 .-- 

桃園市 :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暨研究所, 11109 .-- 379 面; 24 公

分 .-- (警察行政管理叢書 ; 3) .-- ISBN 

978-626-7138-19-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警政 2.CST: 危機管理  575.8  

消防危險物品法令解說 / 張裕忠, 陳

仕榕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8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27-373-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消防法規  575.81  

消防法規 / 高賢松, 潘日南編著 .-- 十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68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27-372-6 (平裝) NT$750 普

遍級  

1.CST: 消防法規  575.81  

警察法規 / 陳景發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49-

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警政法規  575.81  

火災調查與鑑識實務 / 廖茂為, 王靜

婷, 賴麒文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380-

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火災 2.CST: 消防 3.CST: 鑑識 

4.CST: 調查統計  575.87  

古蹟及歷史建築防災守護應用實務 : 

以新竹縣為例 / 周中祺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1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27-363-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防火 2.CST: 消防安全 3.CST: 

歷史性建築  575.87  

防災小睛靈 : 視障者的防災手冊 / 簡

頌愔, 吳郁玶, 李香潔作 .--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1110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36-39-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視障者 2.CST: 防災教育 

3.CST: 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到醫院之前 : 臺北市緊急救護烈火

青春二十年 / 張靜慧主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109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4-49-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臺北市消防局  575.871  

圖解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盧守

謙, 陳承聖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240-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盧守

謙, 陳承聖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295-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3.CST: 設備標準  575.875  

一盞永不止息的明燈 : 百年僑教的

耕耘足跡 / 董鵬程, 任弘, 周靜琬作 .-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9 .-

- 190 面; 21 公分 .-- (Do 觀點 ; 69)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28-2-4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2.CST: 世

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3.CST: 華僑教育  

577.21  

新游牧者之歌 : 移民如何讓世界變

得更美好  / 菲利克斯 .馬夸特(Felix 

Marquardt)著 ; 張毓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280 面; 21 公分 .-- (next ; 

307) .-- ISBN 978-626-335-79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移民 2.CST: 遊牧民族  577.6  

國際公法專論 / 吳嘉生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5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67-5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國際法  579  

國際法 / Matthias Herdegen 原作 ; 陳

靜慧, 李東穎, 賀穎昕, 李瓊譯 .-- 十八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52-5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國際法  579  

*國際私法 : 總論 各論 / 馬漢寶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72-8-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國際私法  579.9  

法律 

法律失能 : 為何法律判決總是違背

人民期待?一場剖析法律本質的終極

思辨 / 班哲明.凡魯吉(Benjamin van 

Rooij), 亞當.范恩(Adam Fine)著 ; 簡秀

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

限公司,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29 種)(我思 ; 14) .-- 

ISBN 978-626-7181-11-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犯罪行為  580  

法律與生活 / 梁育銘, 陳彥潔, 鍾承駒, 

羅丹翎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69-8-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通俗作品  580  

法學概論 / 劉振鯤著 .-- 二十九版 .-- 

臺北市 : 劉振鯤出版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總經銷, 11109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27-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法學實務緒論 / 紀博倫, 徐名駒, 董俞

伯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紀博倫, 

11109 .-- 1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59-7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法學方法論 / Karl Larenz 著 ; 陳愛娥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06-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法學 2.CST: 方法論  580.1  

法律是什麼? : 法哲學的思辨旅程 / 

長谷部恭男著 ; 郭怡青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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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人

與法律 ; 69) .-- ISBN 978-626-318-393-

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法律思想史  5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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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 : 律師今天不開庭,說得是人

性 / 劉韋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

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7-47-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法律教育  580.3  

中華民國憲法 : 案例解析 / 楊東連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

公司,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35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憲法要義 / 李惠宗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8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19-

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憲法及行政法辦案參考手冊 / 台北

律師公會憲法及行政法委員會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

公會,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台

北律師公會叢書 ; 24) .-- ISBN 978-

626-95399-3-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2.CST: 行政法 

3.CST: 手冊  581.21026  

給兒童的小六法全書 : 40 堂法律必

修課 / 楊貴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176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智庫 ; 

BNK004) .-- ISBN 978-626-7177-46-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3.CST: 通俗作品  582.18  

*童話陪審團. 民法篇 : 小美人魚,你

的交易不合法! / 法律白話文運動作 ; 

A hui 漫畫 ; 小島研究站插畫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05-302-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民法 2.CST: 通俗作品  584  

實用民法概要 / 劉振鯤著 .-- 二三

版 .-- 臺北市 : 劉振鯤出版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9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428-3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民法  584  

民法精義 : 總則編 / 陳連順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28-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民法總則  584.1  

民法總則 / 陳啓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68-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民法總則  584.1  

民法債編總論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8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32-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債法  584.3  

親屬 : 案例式 / 郭欽銘著 .-- 十五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330-4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親屬法 2.CST: 判例解釋例  

584.4  

刑法案例演練 : 觀念與實作 / 許澤天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261-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刑法  585  

刑法通則新論 / 邱忠義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38-9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刑法  585  

*童話陪審團. 刑法篇 : 偷親睡美人的

王子,你有罪! / 法律白話文運動作 ; A 

hui 漫畫 ; 小島研究站插畫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05-30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刑法 2.CST: 通俗作品  585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 / 刑事

司法 與犯 罪學 研究 方法 編輯 小組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34-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刑法 2.CST: 犯罪學 3.CST: 研

究方法  585.07  

犯罪參與論 / 巫聰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26-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刑法 2.CST: 共犯  585.16  

刑法分則 / 林東茂作 .-- 三版 .-- 臺北

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11108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629-7-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刑法分則  585.2  

刑法分則新論 / 盧映潔著 .-- 十八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8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55-6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刑法分則  585.2  

牙科醫療過失刑事判決解析 / 徐偉

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00-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醫療過失 2.CST: 醫療糾紛 

3.CST: 判例  585.79  

刑事案件辯護手冊 / 李玟旬, 任孝祥, 

王晨, 宋一心, 董德泰, 丁中原, 沈妍

伶, 沈元楷, 劉俊霙, 簡陳由, 吳家豪, 

陳奕廷, 黃任顯, 薛煒育, 林俊宏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

公會, 11109 .-- 312 面; 21 公分 .-- (臺

北律師公會叢書 ; 22) .-- ISBN 978-

626-95399-1-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刑事案件 2.CST: 刑事審判  

585.8  

刑事訴訟法 / 林鈺雄著 .-- 11 版 .-- 臺

北市 : 林鈺雄出版 : 新學林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1-0406-1 ( 上 冊 : 精 裝 ) 

NT$700 .-- ISBN 978-626-01-0407-8 (下

冊: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刑事訴訟法概論  / 林俊益著 .-- 22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57-0 ( 上 冊 : 平 裝 ) 

NT$74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 林鈺雄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林鈺雄出版 : 新學

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9 .-

- 4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19-1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法醫科學研究室  / 道格拉斯 .萊爾

(Douglas. P. Lyle)著 ; 祁怡瑋, 周沛郁, 

林毓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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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

316-0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法醫學 2.CST: 刑事偵察 

3.CST: 通俗作品  586.66  

指紋採證與實務 / 程曉桂, 彭莉娟合

著 .-- 第二版 .-- 桃園市 : 社團法人臺

灣鑑識科學學會, 11108 .-- 3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40-1-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指紋 2.CST: 鑑識  586.67  

新手律師執業指南 / 台北律師公會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北

律師公會, 11109 .-- 296 面; 21 公分 .-

- (台北律師公會叢書 ; 23) .-- ISBN 

978-626-95399-2-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律師  586.7  

問鼎 : 企業必懂的股權攻防 / 萬國法

律事務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財經企

管  ; BCB779) .-- ISBN 978-986-525-

808-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個案研究  

587.2  

現代公司法 = Modern corporate law / 

劉連煜著 .-- 增訂十七版 .-- [新北市] : 

劉連煜出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9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450-4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587.2  

當代案例公司法與票據法 / 劉連煜, 

曾宛如作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58-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票據法規 

3.CST: 判例解釋例  587.2  

股東協議 : 論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

決權信託 / 楊岳平, 郭大維, 王志誠, 

邵慶平, 曾宛如, 陳彥良, 張心悌, 廖

大穎, 莊永丞合著 ; 曾宛如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37-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個案研究  

587.2531  

保險法理論與實務 / 汪信君, 廖世昌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10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52-5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1.CST: 保險法規  587.5  

現代破產法 / 鄭有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54-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破產法  587.81  

司法院法制作業參考手冊 / 司法院

參事室編輯 .-- 四版 .-- 臺北市 : 司法

院, 11109 .-- 1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99-3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2.CST: 法制  588  

*行政法 / 莊國榮著 .-- 修訂八版 .-- 

[新北市] : 莊國榮出版 ; 臺北市 : 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9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442-

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法入門 / 林合民,李震山, 陳春生, 

洪家殷, 黃啟禎合著 .-- 十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50-

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法講義 / 林明鏘作 .-- 七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62-4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訴訟新制二十週年研討會會議

實錄 /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 

11108 .-- 8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99-37-2 (精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行政訴訟法 2.CST: 文集  

588.1607  

軍事 

* 內 政 部 役 政 署 年 報 . 110 年  = 

National Conscription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21 annual report / 黃英

倫, 楊惟政, 林綺文, 張水木, 劉夢樵

執行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內政部

役政署, 11108 .-- 1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17-5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役政 2.CST: 中華民國  

591.68  

戰爭憑什麼 : 從靈長類到機器人的

衝突與文明進程 / 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著 ; 袁曼端, 高振嘉, 王立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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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80 面; 22 公分 .-- (黑盒

子) .-- ISBN 978-626-96474-2-2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軍事史 3.CST: 世

界史  592  

武經七書新註 : 中國文明文化富國

強兵精要 / 陳福成注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8 .-- 462 面; 

21 公分 .-- (古籍校注叢刊 ; 2) .-- ISBN 

978-986-314-616-2 (平裝) NT$540 普

遍級  

1.CST: 兵法 2.CST: 中國  592.09  

*長期博弈 : 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

球霸權的大戰略 / 杜如松(Rush Doshi)

著 ; 李寧怡翻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544 面; 21 公

分 .-- (八旗國際 ; 18) .-- ISBN 978-626-

7129-81-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大戰略 2.CST: 國家戰略 

3.CST: 中國大陸研究  592.45  

中華民國戒嚴法立法繼受經緯逐條

詳論 / 歐廣南, 王瑋琦, 彭錦珍, 邱漢

誠, 曾春滿, 陳建樺, 李宛蓁, 鍾景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

作戰學院, 11110 .-- 368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7080-34-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戒嚴法  593.961  

軍人魂 : 訓政時期陸海空軍短劍短

刀文物圖誌 = Soldiers' soul : R.O.C. 

military daggers 1931-1948 / 彭 斯 民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河洛藝文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06876-1-3 ( 精 裝 ) 

NT$1480 普遍級  

1.CST: 兵器 2.CST: 軍用器械 3.CST: 

圖錄 4.CST: 史料  595.9  

鋼鐵傳奇 : 德意志傘兵 = Legends of 

steel : fallschirmjäger / 黃竣民(James 

Huang)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黃竣

民, 11111 .-- 21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461-0 ( 平 裝 ) 

NT$1280 .-- ISBN 978-626-01-0462-7 

(精裝) NT$10000 普遍級  

1.CST: 空降部隊 2.CST: 德國  

5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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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遠洋 : 中共亞丁灣護航的發展

和影響 / 黃丞佑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9 .-- 310 面; 23 公分 .-

- (Do 觀點 ; 73)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28-3-1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海軍 2.CST: 海洋戰略 3.CST: 

軍事戰略 4.CST: 中國  597.92  

F/A-18 大黃蜂式/超級大黃蜂式戰鬥

攻擊機 = Military aircraft of the world / 

イカロス出版株式会社作 ; 張詠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博聞塾有限公

司, 11108 .-- 118 面; 26 公分 .-- (世界

名機系列) .-- ISBN 978-626-95401-2-9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戰鬥機  598.61  

史地/傳記類 

中國史 

如果史記這麼帥. 2, 霸主王侯(超燃

漫畫學歷史+成語) / 戴建業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9 .-- 1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84-783-0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史記 2.CST: 漫畫  610.11  

被消失的中國史 : 十二金牌到誅滅

十族 / 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中華文明大系 ; 7) .-- ISBN 

978-986-178-615-5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無字史記 : 遠古化石、石器......都不

會說話,但從基因與考古,我們能了解

中國起源最真實的歷史 / 波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332 面; 23 公分 .-- (Tell ; 41) .-

- ISBN 978-626-7192-04-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610.9  

中國斷代史 

<<左傳>>空間地域與行政區劃析論 

/ 黃聖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95-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左傳 2.CST: 研究考訂  

621.737  

李後主事件簿 : 他死一次,活了千年 / 

蔡詩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214) .-- ISBN 

978-626-96162-8-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五代)李煜 2.CST: 傳記 

3.CST: 詞  624.9  

范仲淹與慶曆新政,一場失敗的變革 : 

澄清吏治 X 富國強兵 X 厲行法治,從

皇帝支持到罷官貶謫,政治改革的決

心與悲歌 / 林嘉文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6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687-3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北宋史  625.14  

宋徽宗 : 從文青到亡國君的悲劇之

路 / 伊沛靈(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 ; 

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720 面; 

23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

957-08-6498-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徽宗 2.CST: 傳記  625.16  

生與死 : 明季士大夫的抉擇 / 何冠彪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1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25-7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愛國思想 2.CST: 南明史  

626.9  

新戰國時代 : 近代中國 33 面旗幟與

政權 / 潘邦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206-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近代史 2.CST: 中國史  627  

中國遠征軍緬北滇西作戰 / 郭春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

政大出版社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

行, 11108 .-- 198 面; 23 公分 .-- (中國

遠征軍系列叢書) .-- ISBN 978-626-

95670-7-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中日

戰爭 3.CST: 戰史  628.58  

*紅色的國共內戰 : 見面都說請謝謝

你好,回到家裡喊著往死裡打!邊談邊

打的荒謬民初內戰史 / 潘強恩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6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70-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共內戰 2.CST: 民國史  

628.62  

中國文化史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 余英時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273 面; 23 公分 .-- (余

英時系列) .-- ISBN 978-957-14-752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中國史  630  

閑情四事 : 探訪古人花、香、畫、

茶 的 世 界  = Four leisure activities : 

discover an ancient world filled with 

flowers, incense, paintings and tea / 小林

仁, 王亮鈞, 何炎泉, 余佩瑾, 許媛婷

文字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

宮博物院, 11109 .-- 15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562-857-4 ( 平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文化史 

3.CST: 宋代  635  

伏爾加河、新疆、台北 / 海中雄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8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01-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蒙古族 2.CST: 歷史 3.CST: 民

族文化  639.3  

中國地方志 

島嶼上的集體記憶 : 金門獨家報導 / 

王宏男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09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68-9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4  

2250km.藏東紀事 : 生存與劫難下的

真實西藏 / 史考特.伊佐(Scott Ezell)

作 ; 謝汝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

優文化,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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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 93) .-- ISBN 978-626-96394-6-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遊記 3.CST: 

西藏自治區  676.64  

旅遊記疫 : 老玩童西藏自駕遊 / 鄧予

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

分 .-- (鄧予立博文集 ; 16) .-- ISBN 

978-626-7189-16-0 (精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汽車旅行 3.CST: 

西藏自治區  676.669  

世界史地 

世界歷史大圖解 / 陳豫弘總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56 面; 29 公分 .-- (知識

大 圖 解 ) .-- ISBN 978-986-441-680-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通俗作品  

711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中世紀卷 / 

維吉爾 .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

著 ;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219-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通俗作品  

711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古文明卷 / 

維吉爾 .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

著 ;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219-8-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通俗作品  

711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近現代卷 / 

維吉爾 .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

著 ;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495-0-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通俗作品  

711  

圖解世界史. 近代卷 / 郭豫斌主編 .-- 

三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3 公分 .-- (圖說歷

史 ; 5) .-- ISBN 978-986-178-623-0 (下

冊: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近代史  712.4  

古代文明的開展 : 文化絕對價值的

尋求 / 王世宗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612 面; 21 公分 .-- (歷史地理/世界

史) .-- ISBN 978-957-14-752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上古史 3.CST: 

中古史  713.1  

地理的故事  / 亨德里克 .威廉 .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 郭燕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5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23-9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地理  716  

神奇酷地理. 1, 生機勃勃的雨林 / 阿

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麥克.菲

利浦(Mike Phillips)圖 ; 蔡若玫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37-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熱帶雨林  716.08  

神奇酷地理. 2, 豐富多樣的島嶼 / 阿

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麥克.菲

利浦(Mike Phillips)圖 ; 沈昌鎮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38-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島嶼  716.08  

神奇酷地理. 3, 變幻莫測的沙漠 / 阿

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麥克.菲

利浦(Mike Phillips)圖 ; 蔡若玫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3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沙漠  716.08  

神奇酷地理. 4, 威力驚人的風暴 / 阿

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麥克.菲

利浦(Mike Phillips)圖 ; 蔡菁芳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4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颶風 2.CST: 龍捲風  716.08  

神奇酷地理. 5, 翻天覆地的地震 / 阿

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麥克.菲

利浦(Mike Phillips)圖 ; 沈昌鎮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32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41-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地震  716.08  

神奇酷地理. 6, 不可思議的火山 / 阿

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麥克.菲

利浦(Mike Phillips)圖 ; 沈昌鎮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48-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火山  716.08  

神奇酷地理. 7, 寒冷冰凍的極地 / 阿

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麥克.菲

利浦(Mike Phillips)圖 ; 王季蘭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49-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極地圈  716.08  

神奇酷地理. 8, 驚奇險峻的高山 / 阿

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麥克.菲

利浦(Mike Phillips)圖 ; 王季蘭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50-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山岳  716.08  

大碗另加 : 小說家的飲食滋味 / 張國

立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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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24 面; 18

公分  .-- (Life ; 3) .-- ISBN 978-626-

7087-55-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飲食風俗 

3.CST: 世界地理  719  

看球說故事 : 用球賽記憶一座城市,

給自助旅行者的另類提案! / 陳祖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162-9-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CST: 

世界地理  719  

海角沉思 / 文釗著 .-- 臺北市 : 致出

版, 11109 .-- 338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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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573-43-0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CST: 

世界地理  719  

堆積在角落的回憶 / 陳雙令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陳雙令, 11109 .-- 1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98-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喜馬拉雅 / 艾德.道格拉斯(Ed Douglas)

著 ; 呂奕欣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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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00-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喜馬拉雅山脈  

730.832  

日本前首相和你談歷史 : 明治維新 X

軍備改良 X 戰後困難 X 經濟崛起,從

民族性看日本現代化的進程 / 吉田

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30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10-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日本史  731.1  

日本古代史 / 鄭樑生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5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1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本史 2.CST: 古代史  

731.21  

御一新 : 近代日本的光與影(有司專

制.士族反亂) / 洪維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157-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明治維新 2.CST: 日本史  

731.272  

御一新 : 近代日本的光與影(東京奠

都.文明開化) / 洪維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156-0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明治維新 2.CST: 日本史  

731.272  

日本現代史 / 許介鱗著 .-- 四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2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本史  731.57  

東京.橫濱今昔散步 : 跟著老照片 穿

越東京 X 橫濱的古與今 / 原島廣至

著 ; 鄭景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

色文化, 11110 .-- 384 面; 23 公分 .-- 

(Life ; 66) .-- ISBN 978-626-7065-72-3 

(平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日本東京都 4.CST: 日本橫濱市  

731.72601  

散步新東京 : 9 大必去地區 x158 個

朝聖熱點,內行人寫給你的「最新旅

遊地圖情報誌」 / 杉浦爽著 ; 徐瑞羚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7-0-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日本秘境之路 / 亞蘭.布斯(Alan Booth)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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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當

代名家旅行文學 ; MM1098Y) .-- ISBN 

978-626-7156-30-8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日本  731.9  

極簡土耳其史 / 関眞興作 ; 陳聖怡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05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74-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土耳其史  735.11  

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 : 最後一片天

空消失之後的巴勒斯坦 / 愛德華.薩

依德(Edward W. Said)作 ; 梁永安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96 面; 23 公分 .-- (新

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196-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照片集 

3.CST: 巴勒斯坦  735.2  

伊朗的靈魂 : 革命、反美、神權政

府,1979 年後伊朗知識分子的掙扎與

奮鬥 / 勞拉.席科爾(Laura Secor)著 ; 

黃煜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

574-3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伊朗史  736.128  

一切未曾逝去 : 越南與戰爭記憶 / 阮

越清(Viet Thanh Nguyen)作 ; 胡宗香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

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1 .-- 360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旅行文學 ; MM1152) .-- ISBN 978-626-

7156-28-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越戰  738.3264  

印尼近現代史 / 陳鴻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175-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印尼史  739.31  

臺灣史地 

戰後臺灣北部三都方志「文學篇」

研究 / 徐惠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108 .-- 2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96-

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比較研究 3.CST: 

臺灣  733.1  

台獨脈絡記 / 許介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38-

978-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臺灣獨立運動  

733.21  

台灣史 : 明鄭荷據與大清 = A history 

of Taiwan / 戚嘉林著 .-- 第 12 版 .-- 臺

北市 : 戚嘉林, 11109 .-- 7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39-9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733.21  

物語-原.民.官 : 故宮、臺博、臺史博

三 館 聯 展 圖 錄  = Object stories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the Han 

Taiwanese, and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and officials : a NPM, NTM, and 

NMTH joint exhibition catalog / 侯怡利, 

陳玉秀, 蔡承豪, 童文娥, 李子寧, 呂

孟璠, 蘇峯楠, 李文媛, 石文誠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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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 .-- 3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58-6 (平裝) NT$575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文物展示 

3.CST: 博物館展覽  733.21  

海洋文化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2022 / 

吳智雄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50 面; 

23 公 分  .-- ( 學 術 論 文 集 叢 書  ; 

1500027) .-- ISBN 978-986-478-716-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海洋 2.CST: 文化 3.CST: 文集  

733.407  

台適風格 : 香港人全方位生活指南 = 

The handy guide for Hong Konger in 

Taiwan / 文綺雲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

進會, 11108 .-- 175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462-0-3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指南 3.CST: 

臺灣  733.45  

一路向南 : 浪人醫師的徒步台灣西

海岸 / 吳佳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View ; 

120) .-- ISBN 978-626-335-851-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徒步旅行  

733.6  

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手冊. 第一屆 

=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Memory of the 

world-national registers of Taiwan" / 王

嵩山主編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1108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630-2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歷史檔案 2.CST: 臺灣史  

733.7  

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手冊. 第二屆 

= The second publication of "Memory of 

the world-national registers of Taiwan" / 

王嵩山主編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11108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631-9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歷史檔案 2.CST: 臺灣史  

733.7  

蟳廣狹下甲場埔 : 記新店溪上游左

岸山村 / 周祥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史學會,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895-7-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新北市新店區  733.9/103.9/143.2  

小黑啤玩臺灣. 宜蘭篇 : 組樂隊 / 李

富生, 謝爾庭文字 ; 黃采逸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68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6200-1-2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繪本 3.CST: 

宜蘭縣  733.9/107.4  

老 桃 園 的 臉 書  = The facebook of 

classical Taoyuan / 邱傑作 .-- 桃園市 : 

邱傑出版 : 永源圖書有限公司總經

銷, 11109 .-- 30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01-0465-8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照片集 3.CST: 人

文地理 4.CST: 桃園市  733.9/109.2  

桃園散策 / 蕭景文撰文 .-- 第二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秘書處, 11109 .-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4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文化觀光 

3.CST: 桃園市  733.9/109.4  

川流不息 : 漾起綠意生機的筏子溪 / 

范世億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

中市政府水利局出版 : 臺中市政府

發行,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6-19-2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河川 2.CST: 文化景觀 3.CST: 

人文地理 4.CST: 筏子溪 5.CST: 臺中

市  733.9/115.32  

垂柳絮語 : 傾聽會呼吸的柳川 / 范世

億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出版 : 臺中市政府發行,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18-5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河川 2.CST: 文化景觀 3.CST: 

人文地理 4.CST: 柳川 5.CST: 臺中市  

733.9/115.32  

優游藍帶 : 蛻變與重生的東大溪 / 范

世億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

市政府水利局出版 : 臺中市政府發

行,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6-17-8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河川 2.CST: 文化景觀 3.CST: 

人文地理 4.CST: 東大溪 5.CST: 臺中

市  733.9/115.32  

享年&小白＠仁誼街! / A-KA 阿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

行銷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557-0-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臺中市  

733.9/115.6  

圓鳥可卡的台中盲遊趣 / BIRD ERA

鳥時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

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5075-9-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臺中市  

733.9/115.6  

走尋百工記憶 : 臺中傳統行業.職人

志 / 黃豐隆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社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鄉 土 文 化 學 會 , 

11108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9022-7-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傳統技藝 

3.CST: 訪談 4.CST: 臺中市  

733.9/115.7  

波波跳跳八卦山大冒險 / 張沂鈞著 ; 

蒲姿璇繪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 11109 .-

- 2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920-5-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人文地理 3.CST: 

通俗作品 4.CST: 彰化縣  

733.9/121.6  

慢遊口湖 : 觀光旅遊手札 / 林宗翰執

行編輯 .-- 雲林縣口湖鄉 : 雲林縣口

湖鄉公所, 11108 .-- 6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0750-74-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人文地理 3.CST: 

雲林縣口湖鄉  733.9/123.9/105.6  

府城守護者 : 臺南合同廳舍的時空

記憶 / 吳建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臺南

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1 .-- 280

面; 19 公分 .-- (大臺南文化資產叢書. 

第 9 輯) .-- ISBN 978-986-5504-89-2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古蹟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歷史 4.CST: 臺南市  

733.9/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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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虎.尋福 : 府城中西區的虎爺 / 蔡米

虹, 張伯宇編著 .-- 臺南市 : 臺南市中

西區公所, 11108 .-- 16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701-30-2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寺廟 3.CST: 

臺南市中西區  733.9/127.9/105.4  

佇遮生活 : 溪北人文地景走讀 / 黃微

芬, 陳瑩如文字 .-- 初版 .-- 臺南市 : 

日出南方工作室, 臺南市查畝營文史

觀光發展協會, 11109 .-- 112 面; 24 公

分 .-- (南方生活 ; SL001) .-- ISBN 978-

626-95404-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傳統技藝 

3.CST: 訪談 4.CST: 臺南市鹽水區  

733.9/129.9/161.7  

內埔鄉志 / 曾喜城總編纂 .-- 初版 .-- 

屏東縣內埔鄉 :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11108 .-- 7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56-9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屏東縣內埔鄉  

733.9/135.9/107.1  

霧臺鄉志 / 台邦.撒沙勒, 巴清雄, 李

重志, 台邦.希熙里作 ; 台邦.撒沙勒總

編撰 .-- 初版 .-- 屏東縣霧臺鄉 : 屏東

縣霧臺鄉公所, 11110 .-- 4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7-54-5 (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17-55-2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屏東縣霧臺鄉  

733.9/135.9/161.1  

*麟洛鄉志 = The history of Linluo / 黃

啟仁總編輯 .-- 屏東縣麟洛鄉 : 屏東

縣麟洛鄉公所, 11108 .-- 7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7-52-1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屏東縣麟洛鄉  

733.9/135.9/163.1  

都歷的海事 = The ocean book of Torik 

/ 吳昌祐總策劃 .-- 一版 .-- 臺東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

管理處,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中

文、阿美語對照  .-- ISBN 978-626-

7100-93-6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海洋 3.CST: 

阿美族 4.CST: 臺東縣成功鎮  

733.9/139.9/107.4  

走吧!綠島我來了! : 流麻溝十五號記

事 / 曹欽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玉

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

330-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人文地理 3.CST: 

臺東縣綠島鄉  733.9/139.9/127.6  

歐洲史地 

羅馬人的故事. VII, 惡名昭彰的皇帝 

/ 塩野七生著 ; 彭士晃譯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5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1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羅馬帝國  

740.222  

羅馬人的故事. VIII, 危機與克服 / 塩

野七生著 ; 鄭維欣譯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3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羅馬帝國  

740.222  

羅馬人的故事. X, 條條大路通羅馬 / 

塩野七生著 ; 鄭維欣譯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3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羅馬帝國  

740.222  

大海的誘惑 : 從大洪水到度假勝地,

近代西方海洋意象的探索與形塑  / 

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著 ; 楊其儒, 

謝珮琪, 蔡孟貞, 周桂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528 面; 23 公分 .-- (從

感 官 看 世 界 ) .-- ISBN 978-957-05-

3446-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海洋學 3.CST: 

歐洲  740.25  

看得見的世界史 : 德國 / 肖石忠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65-3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德國史  743.1  

柏林尋寶記 / 金允洙原作 ; 姜境孝繪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 (世界歷史探險 ; 58) .-- ISBN 978-

957-658-920-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漫畫 3.CST: 德國

柏林  743.711  

俄羅斯史 : 謎樣的國度 / 周雪舫著 .-

- 修訂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29-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俄國史  748.1  

俄羅斯簡史 : 從異教徒到普丁總統 / 

馬克.加萊奧蒂(Mark Galeotti)著 ; 方

偉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07-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俄國史  748.1  

逆轉的文明史 : 羅斯大地 : 成為歐洲

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

化史 / 劉仲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83-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俄國史  748.1  

1917 列寧在火車上 : 世界陷入紅色

風暴的前八天 / 梅里杜爾(Catherine 

Merrida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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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575-0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俄國史  748.282  

看見俄羅斯 / 孫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05-8-7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社會生活 

3.CST: 俄國  748.85  

美洲史地 

巴西 : 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以狂

歡掩飾創傷的森巴王國 / 莉莉亞.蘇

瓦茲(Lilia Moritz Schwarcz), 海洛伊莎.

史塔寧(Heloisa Murgel Starling)著 ; 許

邏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56 面; 

23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

957-08-649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巴西史  757.1  

非洲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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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羅河 : 孕育人類文明的偉大河流,

承載豐沛地理、歷史、水政治的生

命線 / 塔利耶.泰維德(Terje Tvedt)著 ; 

劉名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

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9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69-8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文化史 3.CST: 

非洲  760.3  

傳記 

*說故事的人,在療傷的路上 / 范琪斐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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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黑盒子 ; 

6) .-- ISBN 978-626-96136-9-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訪談  781  

國朝興亡史 : 亡國 / 姚偉鈞, 宋傳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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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83-2-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中國  

782.27  

說給兒童的冒險歷史故事. 7, 張騫 /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90-602-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漢)張騫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2.821  

蘇東坡 : 竹杖芒鞋輕勝馬,笑看人生

的大文豪 / 朱嘉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33-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傳記 3.CST: 

學術思想 4.CST: 文學評論  

782.8516  

滿紙荒唐言,曹雪芹的追求與祭奠 : 

滔天曹家散盡飛鳥各投林,十年浮沉

鑄就紅樓辛酸淚  / 山陽, 張蘭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05-4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清)曹雪芹 2.CST: 傳記  

782.874  

匕首與投槍,魯迅以文為刃的抗爭 : 

橫眉冷對千夫指,卻以深情待人間 / 

潘于真, 李正蕊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3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01-6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周樹人 2.CST: 傳記  782.884  

翻轉思維的人生學程 / 鄧傑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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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Y

角度 ; 28) .-- ISBN 978-626-96057-9-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鄧傑成 2.CST: 傳記 3.CST: 香

港特別行政區  782.887  

李商隱年譜 / 宋寧娜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0 面; 23 公分 .-- (古典詩學

叢刊 ; 804024) .-- ISBN 978-986-478-

750-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唐)李商隱 2.CST: 年譜  

782.9418  

改變日本歷史的總理大臣 : 從伊藤

博文到岸田文雄  / 李拓梓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 400 面; 22 公分 .-- (歷史.跨域) .-- 

ISBN 978-626-96474-3-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政治 3.CST: 日

本  783.12  

二戰.學徒兵.飛行場 : 特攻隊員小杉

久彌的臺灣烽火青春 / 小杉久彌原

著 ; 王章凱, 陳顥文譯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

究中心, 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不動產

文教基金會出版 ; 新北市 : 魚籃文化

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47-0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小杉久彌 2.CST: 飛行員 

3.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4.CST: 回憶

錄 5.CST: 臺灣  783.18  

典範在人間 / 林采均, 許又云, 蔡宏廉

作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維多利

亞實驗高級中學, 11108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89-0-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訪談  

783.31  

咱ㄟ人生 : 生命樹與人生河流 / 陳彥

樺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正修學

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1108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42-

1-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人物志  

783.31  

新北好 YOUNG : 31 位孩子的成長故

事 / 歐人豪, 劉明超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5-25-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學校教育  

783.31  

豪神有約. 二, 廣邀力匯英雄豪傑 成

就非凡卓越人生  / 邱彥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邱彥豪, 11108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40-

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訪談  783.31  

老兵故事 : 悲壯的歲月 / 林馬騰作 .-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

局,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8-89-7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軍人 2.CST: 臺灣傳記  

783.32  

女人屐痕. IV, 臺灣女性文化地標 / 范

情, 鄭美里, 羅思容, 張素玢, 陳美玲, 

吳雅琪, 吳清桂, 劉秀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 11108 .-- 230 面; 23 公分 .-

- (百年女史在臺灣) .-- ISBN 978-986-

82683-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女權  783.322  

擁夢飛翔. 17 : 十位新北市勇者乘風

破浪-夢想起航 / 丁斐潔, 宋怡慧, 吳

淑華, 林容青, 林曉茹, 陳豫怡, 黃秀

精, 單宛君, 喻瑋萲, 潘樺撰稿 ; 張明

文總編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

市政府,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35-26-6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新北市  

783.36/103  

屏東人抵家. 2, 修.行 / 王妃靚, 王若

帆, 朱珮甄, 杜宜臻, 李孟霖, 金天立, 

陳琡分, 張賀喜, 程曼華, 楊江瑛, 鄭

淳毅, 薛玉玲採訪撰文 ; 黃鼎倫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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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0 .-- 

1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58-3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創業 3.CST: 訪

談 4.CST: 屏東縣  783.36/135  

百年趙家 / 趙慶民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趙自齊教育基金會, 

111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5174-2-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趙氏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家族史  783.37  

一顆星子,這樣仰望星系 : 林文寶小

徒弟的幸福指引  / 黃秋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161 面; 23 公分 .-- (兒

童文 學叢 刊 ) .-- ISBN 978-986-478-

747-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林文寶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兒童文學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三十而立 六十而已 / 黃益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黃益三, 11109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46-

7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580 普

遍級  

1.CST: 黃益三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大局 : 傳奇台商征戰紐約 40 年的江

湖撇步 / 黃文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20 面; 21 公分 .-- (焦點系列 ; 19) .-

- ISBN 978-626-7014-69-1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黃文局 2.CST: 企業家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大城小國 : 讓新北市微笑吧! / 侯友

宜口述 ; 傅士玲採訪撰稿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1 公

分 .-- (社會人文 ; BGB527) .-- ISBN 

978-986-525-815-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侯友宜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地方自治 4.CST: 新北市  

783.3886  

*台北.萬安 / 蔣萬安口述 ; 方沛晶, 朱

致宜採訪整理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新視野 ; 52) .-- ISBN 

978-986-398-811-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蔣萬安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四十五自述 : 我的文學歷程 / 張良澤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9 .-- 528 面; 21 公分 .-- (台灣文

庫 ; 1) .-- ISBN 978-626-7076-67-5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張良澤 2.CST: 傳記  

783.3886  

我們一起打造的幸福醫院 : 慈濟醫

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實踐醫療人文

之路 / 何姿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9 .-- 41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05-00-6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林俊龍 2.CST: 醫師 3.CST: 傳

記  783.3886  

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 / 蔡培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 (Mark ; 174) .-- ISBN 978-626-7206-

02-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蔡培元 2.CST: 自傳  

783.3886  

秀麗人生 樂動春華 / 陳秀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望春風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248 面; 21 公分 .-

- (望春風文庫 ; 19) .-- ISBN 978-986-

6183-10-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陳秀麗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林滄敏先生回憶錄 / 林滄敏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4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9-24-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林滄敏 2.CST: 回憶錄  

783.3886  

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 : 外一章 / 呂孟

栖, 周文豪, 林良恭, 林益仁, 陳恒安, 

張鈞翔, 黃文山, 劉德祥, 謝佳男, 簡

榮村編著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出版

中心, 11109 .-- 14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8-123-0 (平裝) NT$430 普

遍級  

1.CST: 林俊義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相分福氣 : 李重信先生回憶錄 / 李重

信口述 ; 邱靖雄採訪 .-- 初版 .-- 臺北

市 : 橋樑文化工作室,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80-6-7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李重信 2.CST: 回憶錄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捕捉時代,詩語言的能手 : 岩上紀念

文集 / 蕭蕭等著 .-- 初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11111 .-- 249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49)(向大師致敬系列叢書  ; 26) .-- 

ISBN 978-986-5471-09-5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嚴振興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集  783.3886  

酒党党魁經眼錄  / 曾永義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499-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曾永義 2.CST: 自傳  

783.3886  

堅定自信 您我同行 / 蕭博勝著 .-- 嘉

義市 : 多麗廣告有限公司, 11108 .-- 

13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3565-3-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蕭博勝 2.CST: 藥師 3.CST: 自

傳  783.3886  

深情回望 : 李瑞騰受訪錄 / 李時雍主

編 .-- 初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

化局, 11111 .-- 237 面; 21 公分 .-- (南

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51)(向大師致

敬系列叢書  ; 28) .-- ISBN 978-986-

5471-10-1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李瑞騰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訪談  783.3886  

寒江釣雪八十年  / 郭鵬飛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郭鵬飛, 11108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31-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郭鵬飛 2.CST: 自傳  

783.3886  

掌聲想起 鳳飛飛 / 方元, 梁岱琦, 王

美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304 面; 23 公分 .-- (People ; 

20) .-- ISBN 978-986-387-610-6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鳳飛飛 2.CST: 歌星 3.CST: 臺

灣傳記 4.CST: 訪談  783.3886  

棋路一甲子 : 楊泰雄回憶錄 / 楊泰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87-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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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楊泰雄 2.CST: 回憶錄 3.CST: 

圍棋  783.3886  

硯田墨緣 : 我所認識的郭芳忠 / 李國

揚編著 .-- 屏東市 : 李國揚, 11108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39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郭芳忠 2.CST: 書法家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楊牧的涉事 ,疑神及其他  / 張期達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711-272-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楊牧 2.CST: 作家 3.CST: 台灣

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783.3886  

禁毒 : 我的鴉片戰爭 / 鍾儱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105-9-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鍾儱徽 2.CST: 自傳 3.CST: 反

毒  783.3886  

*塵世便是唯一的天堂!永保赤子之

心的幽默大師林語堂 : 小小鼓浪嶼

貫穿一生的愛恨情仇,一根菸斗與含

笑面容勾勒出至情至性人生 / 潘劍

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75-0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林語堂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糊裡糊塗百歲過 : 賈李樹芝恩典之

旅 / 黃娉珠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賈紫平, 11108 .-- 232 面; 19X23 公分 .-

- ISBN 978-626-01-0396-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賈李樹芝 2.CST: 傳記  

783.3886  

諸羅庶民錄 : 黑手博士林啟同 / 江連

君作 .-- 初版 .-- 嘉義市 : 洪雅書坊, 

11108 .-- 1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27-0-9 (平裝) NT$225 普遍級  

1.CST: 林啟同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鋼鐵男子 : 潘孟安 / 潘孟安口述 ; 侯

千絹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 21 公 分  .-- ( 社 會 人 文  ; 

BGB528) .-- ISBN 978-986-525-800-9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潘孟安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靜謐的榮光 : 大戰、馬洛里與聖母

峰的征途 / 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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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冊 .-- ISBN 978-626-315-190-1 (全套: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傳記 3.CST: 聖母

峰 4.CST: 英國  784.11  

工業革命之父瓦特 : 最窮困的發明

家,最富有的時代創造者 / 陳劭芝, 胡

元斌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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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722-1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瓦特(Watt, James) 2.CST: 傳記  

784.18  

*反叛詩雄拜倫 : 愛恨交織的生活以

詩祭奠,義勇無雙的人格以亡身鑄就 

/ 潘于真, 胡元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72-9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拜倫(Byron, George Gordon, 

1788-1824) 2.CST: 傳記 3.CST: 英國  

784.18  

科學之父牛頓 : 萬有引力、三大定

律、<<光學>>,以科學為人生信條 ,

現代科學奠基者 / 陳劭芝, 王金鋒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25-2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牛頓(Newton, Isaac, Sir, 1642-

1727) 2.CST: 傳記  784.18  

絕望中的幽默製造者狄更斯 : 天生

的作家,發文即成名,創作不輟,關注

社會黑暗並帶來光明 / 鄧韻如, 王漢

卿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5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4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狄更斯(Dickens, Charles, 1812-

1870) 2.CST: 傳記  784.18  

黑色幽默大師蕭伯納 : 練就一身嘲

弄本領,叛逆宗教觀惹風波,創作新世

紀三部曲,終獲諾貝爾文學獎 / 鄧韻

如, 梅昌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726-9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蕭伯納(Shaw, George Bernard, 

1856-1950) 2.CST: 傳記  784.198  

我沒時間討厭你 : 香奈兒的孤傲與

顛世 / 保羅.莫朗(Paul Morand)著 ; 段

慧敏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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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301-6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香奈兒(Chanel, Coco, 1883-

1971) 2.CST: 傳記  784.28  

科學時代的文學預言家凡爾納 : 以

科學內容承載世間人情,將人類價值

從地心串至月球 / 李詩禹, 潘玉峰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54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4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凡爾納(Verne, Jules, 1828-

1905) 2.CST: 傳記  784.28  

從前有個法布爾 / 世一文化編輯群

編著 ; 久久出版工坊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160 面; 25 公分 .-- (漫畫

名人很有事 ; 8) .-- ISBN 978-626-313-

078-4 (精裝) NT$199 普遍級  

1.CST: 法布爾(Fabre, Jean Henri, 

1823-1915)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4.28  

*詩劇聖手歌德 : 醉詩歌創作,挑戰權

威作家,譜寫傳世名著,發表愛情絕唱,

終獲崇高榮譽 / 潘于真, 胡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3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686-6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歌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2.CST: 傳記  784.38  

說給兒童的冒險歷史故事. 8, 蘇利曼 

/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90-603-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蘇利曼(Schliemann, Heinrich)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4.38  

半先知與賣文人 : 哈維爾評論集 / 米

蘭.昆德拉等著 ; 貝嶺編 .-- 增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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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傾向出版社, 11109 .-- 

449 面; 20 公分 .-- (流亡年代叢書 ; 

7) .-- ISBN 978-986-98276-2-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哈維爾(Havel, Vaclav)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784.438  

自由的技藝 : 阿爾卑斯式攀登的受

苦、涉險與自我改造 / 柏娜黛.麥當

勞(Bernadette McDonald)作 ; 葉品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Common ; 

65) .-- ISBN 978-986-5562-74-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克提卡(Kurtyka, Wojciech, 

1947-) 2.CST: 登山 3.CST: 傳記 

4.CST: 波蘭  784.448  

說給兒童的冒險歷史故事. 10, 哥倫

布 /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605-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哥倫布(Columbus, Christopher)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4.58  

*短篇小說冠冕契訶夫 : 悲劇以哀鳴

粉碎表象,喜劇以歡聲完整哀悼,短篇

小說與劇作的天才 / 鄧韻如, 郭豔紅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74-3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契訶夫(Chekhov, Anton 

Pavlovich, 1860-1904) 2.CST: 作家 

3.CST: 傳記 4.CST: 俄國  784.88  

激昂的筆耕者高爾基 : 幸福孕育在

痛苦之中,希望誕生在痛苦之中!以此

為名,震撼世界 / 潘于真, 魏光樸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27-6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高爾基(Gorky, Maksim, 1868-

1936) 2.CST: 傳記  784.88  

打造動畫王國的女王們 : 從迪士尼

到皮克斯,<<木偶奇遇記>>到<<冰雪

奇緣>>,影響世界動畫產業發展幕後

的 關 鍵 女 力  / 娜 塔 莉 亞 . 霍 爾 特

(Nathalia Holt)著 ; 林玉菁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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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44 面; 21 公分 .-- (臉

譜 書 房 ) .-- ISBN 978-626-315-182-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動畫製作  

785.22  

正確取捨 : 富蘭克林的人生信條 / 高

飛飛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266) .-- ISBN 978-626-

7134-50-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富蘭克林(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 2.CST: 傳記 3.CST: 美國  

785.28  

血膽將軍巴頓 : 橫掃歐陸的狂風,解

放西西里、諾曼第登陸,二戰勝利的

號角手 / 潘于真, 劉幹才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21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24-5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巴頓(Patton, George S. (George 

Smith), 1885-1945) 2.CST: 傳記  

785.28  

迷惘之世海明威 : 勇航的作家與亂

世之海,戰爭的傷痕催生傳世名作,踏

著生命的苦痛,登上諾貝爾文學巔峰 

/ 鄧韻如, 張鑫蕊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6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42-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海明威(Hemingway, Ernest, 

1899-1961) 2.CST: 傳記 3.CST: 通俗

作品  785.28  

從前有個愛迪生 / 世一文化編輯群

編著 ; 高章欽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160 面; 25 公分 .-- (漫畫名人很有事 ; 

1) .-- ISBN 978-626-313-077-7 (精裝) 

NT$199 普遍級  

1.CST: 愛迪生(Edison, Thomas A., 

1847-1931)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5.28  

蘇格拉底教我的最後一堂課 : 當百

萬暢銷作家遇見心靈大師,關於生活

的最終解答 / 丹.米爾曼(Dan Millman)

著 ; 蔡孟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105) .-- ISBN 978-626-349-000-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米爾曼(Millman, Dan) 2.CST: 

自傳 3.CST: 美國  785.28  

和平樹 / 貞娜.溫特文.圖 ; 沙永玲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7 公分 .-- 

(小魯新公民繪本 ; 2R) .-- ISBN 978-

626-7177-33-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萬格麗(Wangari, Maathai, 

1940-2011) 2.CST: 傳記 3.CST: 環境

保護 4.CST: 繪本 5.CST: 肯亞  

786.568  

文物考古 

劉茂源博士臺灣考古與民俗學紀念

文集 : 跨世紀與跨國境的學術傳承 = 

An academic inheritance crossing 

centuries and borders : memorial 

collection of Dr. Mao-yuan Liu's 

contributions to Taiwanese archaeology 

and folklore studies / 李匡悌, 邱鴻霖編

撰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 11108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2-73-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考古學 2.CST: 民俗學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790.7  

玉雕工藝顯微痕跡研究圖集. 第二卷, 

安徽史前玉雕工藝 / 陳啓賢編著 .-- 

臺北市 : 眾志美術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241 面; 30 公分 .-- (楊

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圖集系列 ; 2) .-

- ISBN 978-986-95338-5-0 ( 平 裝 ) 

NT$2200 普遍級  

1.CST: 古玉 2.CST: 玉器 3.CST: 工藝 

4.CST: 文物研究  794.4  

*石人考古學 : 突厥遺緒與歐亞草原

的世界 / 林俊雄著 ; 朱振宏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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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82-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考古遺址 2.CST: 文化研究 

3.CST: 突厥 4.CST: 遊牧民族 5.CST: 

歐亞大陸  797.8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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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語言學概論  / 鍾榮富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22-2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1.CST: 語言學  800  

我們的語言 : 應用、爭議、修辭 / 紀

蔚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

學 ; 692) .-- ISBN 978-986-387-61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語言學 2.CST: 語言哲學 

3.CST: 文集  800.107  

雙語國家狂想 / 何萬順, 廖咸浩, 張心

瑜, 陳張培倫, 江文瑜, 陳秋蘭, 周中

天, 羅德水作 ; 廖咸浩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

等研究院, 11108 .-- 240 面; 21 公分 .-

- (後全球系列 ; 2) .-- ISBN 978-986-

5452-97-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雙語教育 2.CST: 語言政策 

3.CST: 外語教學 4.CST: 文集  800.7  

IBDP 國際文憑中文教學與實踐  = 

IBDP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s / 鄒蕙

蘭, 湯麗麗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59-

4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語文教學 

3.CST: 教學設計  802.03  

戰國楚簡詞典. 文書卷 / 賴怡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248 面; 26 公分 .-- 

(文獻研究叢書. 出土文獻譯注研析

叢刊 ; 902021) .-- ISBN 978-986-478-

714-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詞彙 3.CST: 戰國

時代  802.18  

說文解字引經考  / 馬宗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

司, 11108 .-- 冊 .-- ISBN 978-957-15-

1894-7 (全套: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說文解字 2.CST: 研究考訂  

802.251  

540 部首簿 / 周碧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93-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說文解字 2.CST: 中國文字 

3.CST: 漢字  802.27  

*隸辨 / (清)顧藹吉撰 .-- 六版 .-- 臺北

市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334 面; 21 公分 .-- (中國文化經典樸

學 叢 書 ) .-- ISBN 978-957-06-0658-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隸書 2.CST: 字書  802.295  

客語及少數族群語言政策 / 周錦宏, 

王保鍵, 蔡芬芳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

671-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少數民族語言 

3.CST: 語言政策 4.CST: 文集  

802.507  

閩南語拼音、朗讀好撇步 / 鄭安住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4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拼音 3.CST: 演

說  802.52324  

農業客語. 蔬果篇 / 唐春榮, 黃敏潔, 

陳克蘭, 盧煥林, 羅美榮, 趙金鳳, 溫

習銘, 戴乙菁作 ; 賴文英總編輯 .-- 桃

園市 :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出版 : 

社團法人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發

行, 11108 .-- 120 面; 30 公分 .-- ((地方

創生 x 客庄知識學)文化叢書系列) .-

- ISBN 978-986-88356-3-4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讀本  802.52388  

實戰應用文 / 韓聖, 李妮庭, 林燕玲, 

許明珠, 許智超, 游曉薇, 葉守桓, 蔡

政惠, 賴怡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511-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應用文 3.CST: 寫

作法  802.79  

穿越學文史. 1, 和先秦大師做朋友 / 

戴建業主編 ; 漫友文化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柏樂小學

堂 ; 3) .-- ISBN 978-626-95910-3-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古文 2.CST: 漫畫  802.82  

全方位華語精進讀本 / 林佳慧, 陳玉, 

張惠雯, 郭芳君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36 面; 26 公分 .-- (Linking 

chinese) .-- ISBN 978-957-08-6491-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印尼人 Easy 學華語 / 劉月容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劉月容, 11108 .-- 5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394-

1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滿文原檔<<滿文原檔>>選讀譯注 : 

太祖朝. 九 / 莊吉發譯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8 .-- 510

面; 21 公分 .-- (滿語叢刊 ; 48) .-- ISBN 

978-986-314-614-8 (平裝) NT$720 普

遍級  

1.CST: 滿語 2.CST: 讀本  802.918  

滿文原檔<<滿文原檔>>選讀譯注 : 

太祖朝. 十 / 莊吉發譯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9 .-- 524

面; 21 公分 .-- (滿語叢刊 ; 48) .-- ISBN 

978-986-314-615-5 (平裝) NT$740 普

遍級  

1.CST: 滿語 2.CST: 讀本  802.918  

記不住五十音,因為你少做 1 件事 / 

羅元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羅元育, 

11109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57-3 (上冊: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發音 3.CST: 假名  

803.1134  

圖解表列日商公司最常用日語單字 / 

田中友絵,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68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803.12  

不用老師教的日語動詞 X 形容詞變

化(隨身攜帶版) / 舒博文, DT 企劃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4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68-5 (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形容詞 3.CST: 動

詞  803.164  

大学の日本語ともだち. 初級. vol.2 = 

Elementary Japa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 東京外国語大学留学生日

本語教育センター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尚昂文化事業國際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803-5-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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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語好好學. 入門篇 / 黃英哲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62-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 日本奇幻短

篇集 / 星新一作 ; 李菁薇, 劉瀞月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

公 司 , 八 方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69-2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從零開始,用 YouTube 影片學日文 / 

井上一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心

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121-0-9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教養の日本語 : 中高級教材(手機學

日語版) / 大野純子原著 ; 致良出版

社編輯部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致

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4-61-2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日語篇 = 絶対

に受かる ツアーガイド+添乗員. 日

本語 / 陳安琪, 林倩妤, 馬跡領隊導遊

訓練中心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馬

跡庫比有限公司, 馬跡領隊導遊訓練

中心, 111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71-4-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導遊 3.CST: 領隊 

4.CST: 讀本  803.18  

實力日本語. II = ぐんぐん実力が上

がる日本語 / 東吳日文共同教材編

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

國際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6 公

分 .-- (日語學習系列 ; 65) .-- ISBN 

978-986-5560-86-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歡迎光臨,台灣! : 日語導覽完璧攻略 

/ EZ 叢書館編輯部, 水晶安蹄著 ; EZ

叢書館編輯部, 田中裕也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EZ Japan 樂學 ; 30) .-- ISBN 978-626-

7164-63-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旅遊 3.CST: 讀本  

803.18  

日本語基本 142 常用會話句型 : 日語

零基礎,也能開口說日語! / 山田玲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

分 .-- (實用日語 ; 7) .-- ISBN 978-986-

246-714-5 (平裝附光碟片) NT$31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JLPT 新日檢(N1 考題)十回全真模擬

試題大作戰 / 楊本明, 董春燕, 鄭新超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800 面; 23

公分 .-- (原來如此 ; J055) .-- ISBN 

978-626-7116-18-0 (平裝) NT$699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JLPT 新日檢(N2 考題)十回全真模擬

試題大作戰 / 楊本明, 董春燕, 李慧卿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800 面; 23

公分 .-- (原來如此 ; J056) .-- ISBN 

978-626-7116-19-7 (平裝) NT$699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JLPT 新日檢 N2 一本合格 / Hackers 

Academia 著 ; 吳羽柔, 關亭薇, 劉建池, 

陳靖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9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4-48-8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日檢拿高分,N5 單字大全 / 杉本愛子, 

Sayuri Chu 合著 .-- 增訂 1 版 .-- 新北

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新日檢系列 ; 5) .-- ISBN 978-

986-5544-99-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7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快速通關新制對應絕對合格 !日檢

(單字、閱讀)N4 / 吉松由美, 田中陽

子, 西村惠子, 林太郎, 山田社日檢題

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

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482 面; 

23 公分 .-- (速通日檢 ; 4) .-- ISBN 978-

986-246-718-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6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快速通關新制對應絕對合格 !日檢

(聽力、閱讀)N5 / 吉松由美, 田中陽

子, 西村惠子, 林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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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68 面; 

23 公分 .-- (速通日檢 ; 5) .-- ISBN 978-

986-246-720-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3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JLPT N5 日檢 6

回全真模擬試題+解析 / 仁平正人, 

Akira 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

識 出 版 教 育 集 團 - 不 求 人 文 化 , 

11110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542-0-8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JLPT 日檢 N5-

N1「單字」+「文法」 / 洪玉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

不求人文化, 11110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599-9-2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4.CST: 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5 必背必

出文法(自學版) / 吉松由美, 西村惠

子, 千田晴夫, 大山和佳子, 林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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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自學合

格 ; 6) .-- ISBN 978-986-246-721-3 (平

裝附光碟片) NT$34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文

法 N4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

子, 千田晴夫, 大山和佳子, 林太郎,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26) .-- ISBN 978-986-246-713-8 

(平裝附光碟片) NT$345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4.CST: 能力測驗  80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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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裝本精修最新版新制日檢!絕對合

格 N1,N2,N3,N4,N5 必背文法大全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

晴夫, 林太郎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日檢大全 ; 53) .-- 

ISBN 978-986-246-715-2 (精裝附光碟

片) NT$52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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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 吉

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林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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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15) .-- ISBN 978-986-246-719-0 

(平裝附光碟片) NT$41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我的第一本韓語語源記單字 / 李英

熙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43-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詞彙  803.22  

寫過就不忘!韓文自學達人的單字整

理術 : 「77 的韓文筆記」教你活用

資源、寫出自己的韓文筆記、克服

學習難關 / 楊珮琪(77)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輕鬆

學系列 ; 36) .-- ISBN 978-986-507-972-

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詞彙  803.22  

標準韓國語文法 / 閔珍英, 余純旻, 韓

周景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0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42-0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語法  803.26  

你好 = 안녕하세요 / 黃慈嫺, 李松熙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

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112) .-- ISBN 978-

986-5560-85-0 (第 1 冊: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您好!韓國語. 初級 / 韓語教育推廣研

究會著 ; 張亞薇審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710-

870-8 (第 1 冊: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您好!韓國語. 初級 / 韓語教育推廣研

究會著 ; 張亞薇審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 冊 .-- ISBN 978-957-710-871-5 (第 3

冊 :平裝 ) NT$380 .-- ISBN 978-957-

710-872-2 (第 2 冊:平裝) NT$380 普遍

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韓國職場 : MOOKorea 慕韓國. 第 2 期 

= 직장생활 / EZKorea 編輯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28 公分 .-- 

(MOOKorea 慕韓國 ; 2) .-- ISBN 978-

626-7164-49-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消失中的臺語 : 講一句較無輸贏的 / 

陳志仰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109 .-

- 3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73-44-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詞彙  803.32  

一開口就會說泰語 / Stuart Robson, 

Prateep Changchit 著 ; 張錦惠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17-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讀本  803.758  

大家來學泰語 / 張君松作 .-- 修訂一

版 .-- 新北市 : 統一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6 公分 .-- (泰語學習

系列 ; TM16) .-- ISBN 978-986-99369-

8-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讀本  803.758  

泰語基礎. 1, 泰語拼字寫法與會話 = 

หลกัการอ่านและการเขยี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 譚華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譚

老師泰語工作室, 11109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472-0-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讀本  803.758  

觀光泰語 = Travel Thai / 陳家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家珍, 11110 .-- 

2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49-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旅遊 3.CST: 讀本  

803.758  

從 0 開始說越南語 / 吳庭葳, 阮玉梅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語

言學習 ; 25) .-- ISBN 978-626-320-233-

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越南語 2.CST: 讀本  803.798  

超好學我的第一本法語發音 / 派翠

克馬丁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法語系

列 ; 2) .-- ISBN 978-626-7203-00-2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9 普遍級  

1.CST: 法語 2.CST: 發音  804.541  

法語好好學 = Méthode FLE ILFBC-

ESBC France / 中央區布爾日天主教

綜 合 教 育 學 院 (Ensemble Scolaire 

Bourges Centre), 蔣 若 蘭 (Isabelle 

MEUriot-chiang), 陳玉花 (Emmanuelle 

Chen)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

際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6 公

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110) .-- ISBN 

978-986-5560-84-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法語 2.CST: 讀本  804.58  

第一次學法語 ,超簡單! / 林曉葳編

著 .-- 增訂 1 版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有限公司, 11109 .-- 330 面; 23 公分 .-

- (法語系列 ; 16) .-- ISBN 978-626-

96215-6-9 (平裝附光碟片) NT$399 普

遍級  

1.CST: 法語 2.CST: 讀本  804.58  

中級 7000 單字 LEVEL 3 & LEVEL 4 

/ Michael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7-25-0 ( 平 裝 )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初級 7000 單字 LEVEL 1 & LEVEL 2 

/ Michael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7-24-3 ( 平 裝 )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英文單字記憶王 / 陳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

240-6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核心英文字彙力 200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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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6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23-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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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高級 7000 單字 LEVEL 5 & LEVEL 6 

/ Michael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7-26-7 ( 平 裝 )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基礎英文字彙力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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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4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2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從零開始學英文片語 =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phrases / Sophia Hsiao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3-082-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慣用語  805.123  

小學生必備英語圖解字典 / 希伯崙

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683-7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典  805.13  

英 語發音 3 部曲  = Three steps to 

phonetics and phonics / 林孟毅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93-00-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發音  805.141  

用 have、do、get,就能傳達九成英文! 

/ 李存忠, 周昱葳(葳姐), 吳惠怡(Flora), 

林宜珊(Am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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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2-07-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英 語 文 法 魚 骨 拆 解 術  = Grammar 

through sentence diagramming / 尤菊芳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菁英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445-7-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從零開始學英文文法 =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grammar / Yen-I Ou 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3-081-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從零開始學英文名詞 =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nouns / Sophia Hsiao 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3-084-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名詞  805.162  

從零開始學英文動詞 =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verbs / Sophia Hsiao 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3-083-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動詞  805.165  

從零開始學英文作文 =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writing / Janice Chen 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3-079-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作文 3.CST: 寫作

法  805.17  

(升科大四技)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

攻略 / 賴祖兒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0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3.CST: 寫作

法  805.18  

10 秒英聽高效訓練 : 60 天大幅提升

你的英語聽力 / 小西麻亞耶著 ; 林農

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3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626-

7164-47-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CNN 主播教你說英語 : 成功企業的

奮鬥故事 / 希伯崙編輯團隊作 .-- 再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41-684-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新聞英文 2.CST: 讀本  

805.18  

In Focus 英語閱讀 : 活用五大關鍵技

巧(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Shara 

Dupuis, Richard Luhrs 著 ; 劉嘉珮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0-151-0 (第 3

冊:16K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一生必知的世界文化(英語導覽) : 

名人故事 X 經濟策略 X 文學名著 X

法律思潮,一本書帶你從八個層面全

方位掌握英語 / 莊琦春, 陸香, 丁碩瑞

編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52-1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用英文了解中國 : 五千年歷史精華,

美食美酒、奇葩典故,外國人怎麼能

不懂! / 楊天慶, 楊磊編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1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37-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3.CST: 中國

文化  805.18  

怪咖少女事件簿. 14, 歡迎光臨夢幻

舞台 / 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 ; 陳宏

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20 面; 21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626-

96481-1-5 (平裝) NT$300 .-- ISBN 978-

626-96481-2-2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 Tour 

leader & tour guide : for English license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有限公司, 馬跡領隊導遊訓

練中心, 11109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71-5-6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導遊 3.CST: 領隊 

4.CST: 讀本  805.18  

生活情境英語會話 / 張耀仁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8-41-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英文自我介紹看完這本就能說 / 朴

龍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出版社, 111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09-0-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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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零開始學英文會話 =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conversation / Wenny Tsai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3-080-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CSEPT 聽讀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第一級 = The official preparation guide 

to the CSEPT-I / 李欣穎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11109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58-6-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能力測驗  

805.189  

CSEPT 聽讀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第二級 = The official preparation guide 

to the CSEPT-II / 李欣穎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

驗中心, 11109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58-7-5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能力測驗  

805.189  

雅思聽力聖經 : 模擬試題 / 韋爾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考用英語系列 ; 40) .-- ISBN 978-626-

95434-9-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考試指南  805.189  

Let's Read!英文閱讀素養必修課 / 外

國語研究發展中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不求人文化, 

111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599-8-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英檢字彙快充 2000 = 2000 essential 

words /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4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3-086-9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892  

英檢初級閱讀 滿分速成攻略 / 拉斯

曼菲, 張清芳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

文化,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英

檢系列 ; 11) .-- ISBN 978-626-7203-01-

9 (平裝附光碟片) NT$37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準!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10

回高分模擬試題+翻譯解答(聽力&

閱讀) : 翻譯解答本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6 公分 .-

- (常春藤全民英檢系列 ; G64-2) .-- 

ISBN 978-626-96209-6-8 (平裝附光碟

片) NT$5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NEW TOEIC 文法解析秘笈 / 林怡伶, 

馬蕙萱, 程春美, 楊錦麗, 謝玉華, 蔡

嬌燕, 謝享真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109 .-- 21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8-5-

8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語法  

805.1895  

NEW TOEIC 決戰新制多益高分全攻

略 / 徐碧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鶴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93-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NEW TOEIC 單字片語大全 / 林怡伶, 

馬蕙萱, 程春美, 楊錦麗, 蔡嬌燕, 謝

玉華作 .-- 第一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

中科技大學, 11109 .-- 223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8-4-1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3.CST: 

慣用語  805.1895  

新制多益高分出擊 : 800 題聽讀測驗

+完整解析 = NEW TOEIC : praperation 

for high score / Ryan Park 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93-02-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5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制多益閱讀高分金榜演練 : 關鍵

10 回滿分模擬 1000 題(試題+中譯) / 

YBM TOEIC R&D 著 ; 蔡裴驊, 賴祖

兒, 劉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

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

154-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文學 

探究跨語際的文本分析 : 文藝理論

與作品解讀 / 嚴紀華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0000)(文學視界 ; 142)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00-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文學理論 2.CST: 文學評論 

3.CST: 中國文學 4.CST: 西洋文學  

810.1  

*行旅式寫作 / 侯瑞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侯瑞琪, 11108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03-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811.1  

學位論文撰寫與問卷調查統計分析 / 

胡子陵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249-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論文寫作法 2.CST: 統計分析  

811.4  

翻譯教育專業化轉向的行動研究  : 

以國際醫療翻譯人才培養體系為案

例 = Action research on the specialized 

turn in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education :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system" / 郭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3-01-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翻譯 2.CST: 醫療服務  811.7  

故事洗腦術 : 從商業行銷、形象塑

造到議題宣傳都在用的思想控制法

則  / 強 納 森 . 歌 德 夏 (Jonathan 

Gottschall)著 ; 蕭季瑄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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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529-4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說故事 2.CST: 說服  811.9  

365 床邊故事. 春 / 小紅花童書工作

室著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96 面; 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68-

49-3 (精裝附光碟片)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15.96  

中日文學之間 : 鄭清茂論著集 / 鄭清

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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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608 面; 21

公分 .-- (聯經評論) .-- ISBN 978-957-

08-650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比較文學 2.CST: 中國文學 

3.CST: 日本文學 4.CST: 文集  

819.07  

中國文學 

天光雲影共徘徊 : 歐麗娟品讀古詩

詞 / 歐麗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957-08-6527-1 (上卷:

精裝) .-- ISBN 978-957-08-6528-8 (下

卷:精裝) .-- ISBN 978-957-08-6529-5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古典文學 2.CST: 文學評

論  820.7  

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 / 張淑香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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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0 面; 21 公分 .-- (學術研究

叢刊) .-- ISBN 978-986-350-639-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20.7  

新編中國文學發展史略 / 張偉保, 溫

如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30 面; 23

公分 .-- (文學史研究叢刊) .-- ISBN 

978-986-478-748-7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2.CST: 文學評論  

820.9  

詩的旅程 : 詩言志、詩教與詩義 / 江

寶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24 面; 

21 公分 .-- (允晨叢刊 ; 180) .-- ISBN 

978-626-96065-3-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詩評 3.CST: 中

國文學史  820.91  

元雜劇中的愛情與社會 / 張淑香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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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2 面; 21 公分 .-- (學術研究

叢刊) .-- ISBN 978-986-350-640-9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元雜劇 2.CST: 戲曲評論  

820.94057  

古代「雜文」的演變 : 從<<文心雕

龍>>到<<文苑英華>> / 郭章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5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1-268-2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雜文 2.CST: 文學評論  

820.9503  

中國詩用學 : 中國社會文化行為詩

學 / 顏崑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00-4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詩學 3.CST: 詩

評 4.CST: 文集  821.8807  

中國文學總集 

大學國文 : 閱讀與口語表達 / 侯淑娟

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253-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大學國文 : 閱讀與書寫 / 鹿憶鹿主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254-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大學國文選 / 中國文化大學九版大

學國文選編輯委員會編 .-- 九版 .-- 臺

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 

11109 .-- 2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96-425-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中文思辨與表達 / 逢甲大學國語文

教學中心作 .-- 八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46-

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全人思考.喜閱表達 / 陳憶蘇, 駱育萱, 

楊雅琪, 郭璉謙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6-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 余英時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30-1 (平裝) 普遍級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李義山詩偶評 / 黃季剛著 .-- 再版 .-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 11109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366-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唐)李商隱 2.CST: 唐詩 

3.CST: 詩評  851.4418  

*修竹園近詩二集 / 陳湛銓撰 .-- 再

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出版 : 學

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

365-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51.487  

新譯納蘭性德詞  / 馮乾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06-6 (平裝) 普遍級  

 852.472  

又见张宇 / 丽晴主编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8 .-- 146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又見張宇 .-- 

ISBN 978-626-95816-8-9 ( 平 裝 ) 

NT$230 普遍級  

 855  

方寸天地看人間 : 燈火闌珊處,尋一

代少年背影 / 逸之著 .-- 1 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50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67) .-- 

ISBN 978-626-7134-51-1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855  

且介亭雜文 / 魯迅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魯迅雜文

精選 ; 10) .-- ISBN 978-626-7153-35-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5  

好好說別離 / 黃煒童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

09-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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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搨 / 馮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 合 文 學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56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

叢 ; 709) .-- ISBN 978-986-323-48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5  

寂寞舟中誰借問 : 我們的「人之初」

為誰殉葬 / 逸之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68) .-- ISBN 

978-626-7134-52-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55  

有趣的對聯小故事 / 李屹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休

閒生活館 ; 5) .-- ISBN 978-626-96055-

7-6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6.6  

<<太平廣記>>(神仙篇)精選故事集 / 

(宋)李昉等 12 人原著 ; 袁光明編著 .-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金星出版社, 

11109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441-84-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57.251  

新白話聊齋志異 / (清)蒲松齡作 ; 孫

通海, 王秀梅, 王景桐, 石旭紅, 侯明, 

王軍, 王海燕, 王敏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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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626-314-

261-9 (上冊 :平裝 ) NT$360 .-- ISBN 

978-626-314-262-6 ( 中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626-314-263-3 (下

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626-

314-264-0 (全套:平裝) NT$1060 普遍

級  

 857.27  

百年紅學經典論著輯要. 第一輯, 徐

扶明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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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人

文系列 ; 8) .-- ISBN 978-626-96257-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紅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研究考訂  857.49  

紅樓血淚史 / 潘重規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0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紅學 2.CST: 研究考訂  

857.49  

紅學論集 / 潘重規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1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紅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研究考訂  857.49  

妻妾成群 / 蘇童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76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63  

二馬 / 老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

優文化,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94-4-1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857.7  

大夫家的萬能妻 / 七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4301-

E124302) .-- ISBN 978-986-527-607-2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

527-608-9 (下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小氣閣主 / 和風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 (藍海系列  ; E125701-E125702) .-- 

ISBN 978-986-527-635-5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636-2 (下

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不二之臣 / 不只是顆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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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06-522-5 (上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506-523-2 (中

冊 :平裝 ) NT$320 .-- ISBN 978-986-

506-524-9 ( 下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986-506-525-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不夜之侯 / 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0-297-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7.7  

心毒. 4, Case004 : 圍剿 / 初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76-4-5 (平裝) NT$310 普

遍級  

 857.7  

心毒. 5, Case005 : 毒心 / 初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201-

00-8 (上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626-7201-01-5 (下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7201-02-2 (全套:平裝) 

NT$400 限制級  

 857.7  

全能女夫子 / 滄海月明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冊 .-- (文創風 ; 1095-1096) .-

- ISBN 978-986-509-354-9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355-6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有一孔雀兮 / 醉在今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米國度書系 ; B0097) .-

- ISBN 978-986-505-290-4 ( 平 裝 ) 

NT$300 限制級  

 857.7  

吻刺 / 執迷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栗

子文創工作室, 11109 .-- 28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58-1-1 (平裝) 

NT$360 限制級  

 857.7  

武將觀察日記 / 非天夜翔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0 .-- 

冊 .-- (PS ; P308-P310) .-- ISBN 978-

986-494-509-2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510-8 (中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511-5 (下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494-512-2 (全套:平裝) NT$990 限制級  

 857.7  

俊美丞相被賜婚  / 七齡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藍海系列 ; E125601-

E125602) .-- ISBN 978-986-527-633-1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634-8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南方有嘉木 / 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10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296-5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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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  

拜拜 / 西西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0 .-- 冊 .-- (PS ; P311-

P314) .-- ISBN 978-986-494-513-9 (第 1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494-514-6 (第 2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515-3 (第 3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516-0 (第

4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

494-517-7 (全套:平裝) NT$1320 普遍

級  

 857.7  

重生再為世家媳  / 雲山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藍海系列 ; E124901-

E124903) .-- ISBN 978-986-527-618-8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619-5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20-1 (卷 3: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重生流放前 / 葉東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藍海系列 ; E125301-E125302) .-

- ISBN 978-986-527-627-0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628-7 (下

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重返狼群 / 李微漪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53-36-

9 (第 1 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

626-7153-37-6 (第 2 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857.7  

修仙農場 / 聽風就是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8-002-

5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03-2 (第 2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48-004-9 (第 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05-

6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06-3 (第 5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48-007-0 (第 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08-

7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09-4 (第 8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48-010-0 (第 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11-

7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857.7  

娘子別落跑 / 折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文創風 ; 1097-1099) .-- ISBN 

978-986-509-356-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57-0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58-7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857.7  

娛樂圈是我的,我是你的. 第二部, 燈

火璀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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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冊 .-- ISBN 978-

986-506-515-7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516-4 (中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517-1 (下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506-518-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追妻套路深 / 水初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冊 .-- (藍海系列 ; E124401-E124402) .-

- ISBN 978-986-527-609-6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610-2 (下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國公府的小團寵  / 夢映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藍海系列 ; E125101-

E125105) .-- ISBN 978-986-527-621-8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622-5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623-2 (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27-624-9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625-6 (卷 5: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望江南 / 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10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0-299-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7.7  

第 31 次離家出走 / 小蒹葭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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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98-2-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57.7  

覓光 / 丁煜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9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2-35-8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喜迎攢金嬌娘 / 木子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4601-

E124603) .-- ISBN 978-986-527-611-9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612-6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13-3 (卷 3: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替嫁小醫女 / 邊關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藍海系列 ; E125401-E125403) .-

- ISBN 978-986-527-629-4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630-0 (中

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986-

527-631-7 (下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閒閒來養娃 / 君子一夢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冊 .-- (文創風 ; 1100-1101) .-

- ISBN 978-986-509-359-4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60-0 (下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魁儡戲法 / 溧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

分 .-- (米國度書系 ; B0098) .-- ISBN 

978-986-505-291-1 (平裝) NT$380 限

制級  

 857.7  

鳳雙飛 / 林言著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9 .-- 冊 .-- (蘭

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51-1 

(上冊:平裝) NT$390 .-- ISBN 978-626-

7176-52-8 ( 下 冊 : 平 裝 ) NT$390 .-- 

ISBN 978-626-7176-53-5 (全套:平裝) 

NT$780 限制級  

 857.7  

緬邊風雲三十年 / 荀魯著 .-- 新北市 : 

集夢坊, 11109 .-- 8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5-6-3 (下卷:平裝) 

NT$720 普遍級  

 857.7  

請勿洞察 / matthia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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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30-0 (第 5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餘生有你,甜又暖. 第二部 / 囧囧有妖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11-997-0 (第 1 冊:平裝) NT$280 .-

- ISBN 978-626-311-998-7 (第 2 冊:平

裝) NT$280 .-- ISBN 978-626-311-999-

4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626-348-000-1 (第 4 冊:平裝) NT$280 .-

- ISBN 978-626-348-001-8 (第 5 冊: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熹妃傳. 第一部 / 解語作 .-- 1 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

版發行,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338-479-8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38-480-4 (第 6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築草為城 / 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0-298-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7.7  

糕手小村姑 / 揮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文創風 ; 1102-1103) .-- ISBN 

978-986-509-361-7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09-362-4 (下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錯認夫君嫁高門 / 月棲南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392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4701) .-- ISBN 978-986-527-

615-7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57.7  

駱駝祥子 / 老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394-5-8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857.7  

孺子帝. 卷四, 奪帝位的賭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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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00 面; 23 公

分 .-- (New black ; 14) .-- ISBN 978-626-

7092-79-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57.7  

醫判 / 莫風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冊 .-- (小說 house 系列 ; 547-556) .-- 

ISBN 978-986-467-351-3 (第 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52-0 (第

2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467-353-7 (第 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54-4 (第 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55-1 (第

5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467-356-8 (第 6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57-5 (第 7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58-2 (第

8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467-359-9 (第 9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60-5 (第 10 冊:平

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寵夫就要天下知 / 予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 384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4501) .-- ISBN 978-986-527-614-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7.7  

歡迎來到噩夢遊戲 . III / 薄暮冰輪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110 .-- 冊  .-- (PS ; P316-P318) .-- 

ISBN 978-986-494-524-5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525-2 (中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494-526-9 ( 下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527-6 (全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857.7  

饕餮記. 第二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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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06-519-5 (上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506-520-1 (下

冊 :平裝 ) NT$320 .-- ISBN 978-986-

506-521-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兒童文學 

太平島保衞戰. 第四冊, 水深火熱的

太平島 / 老芙子, 落紅作 .-- 第一版 .-

- 臺 北 市  : 希 望 製 造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72 面; 23 公分 .-- (香港寓言

小說及桌遊系列) .-- ISBN 978-626-

96009-4-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9.6  

神探包青天. 7, 五鼠鬥御貓 / 何肇康

文 ; 余遠鍠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東

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21-586-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59.6  

東方文學 

Parasitic Soul 幻夢之魂 / 木原音瀬作 ; 

劉仁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83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297-3 (第

2 冊:平裝) NT$240 限制級  

 861.57  

Parasitic Soul 幻夢之魂 / 木原音瀬作 ; 

劉仁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83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98-7 (第

3 冊:平裝) NT$240 限制級  

 861.57  

VENOM 求愛性少女症候群 / 城崎

作 ; かいりきベア原作 ;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82-6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教育特

務 / ネコ光一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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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

504-7 (第 12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亡國的征服者 / 不手折家作 ; 御門幻

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99-4 (第 2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大文豪的異次元劇場 : 恐怖、靈異、

幻想、怪談......夏目漱石、谷崎潤一

郞、芥川龍之介、太宰治等 14 位日

本教科書、讀書會必收必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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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高的短篇小說集 / 夏目漱石, 谷

崎潤一郞, 芥川龍之介, 太宰治等著 ; 

茂呂美耶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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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

295-8 (平裝) NT$499 普遍級  

 861.57  

大賢者的愛徒 : 防禦魔法推廣記 / ナ

カノムラアヤスケ作 ; 許國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300-0 (第 2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 三嶋与夢作 ; 王啟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0-295-

9 (第 9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

626-340-296-6 (第 9 冊:平裝限定版) 

NT$270 普遍級  

 861.57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 

御宮ゆう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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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855-0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小說 十字架の女. 3, 宇宙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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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76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6514-1-2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1.57  

川端康成掌中小說集 / 川端康成著 ; 

林水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

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冊 .-- (聯合譯叢 ; 93-) .-- ISBN 978-

986-323-484-5 (第 1 冊:平裝) NT$380 .-

- ISBN 978-986-323-485-2 (第 2 冊: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不時輕聲地以俄語遮羞的鄰座艾莉

同學 / 燦燦 SUN 作 ;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10 .-- 36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83-3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反派千金等級 99 : 我是隱藏頭目但

不是魔王 / 七夕さとり作 ; 王啟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299-7 (第 2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天一亮,就想見到你 / 汐見夏衛作 ; 王

蘊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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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 .-- ISBN 

978-957-741-580-6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61.57  

加速世界. 26, 裂天征服者 / 川原礫

作 ;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12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50-5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再見一面,西由比濱車站 / 村瀨健作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13) .-- ISBN 

978-957-741-582-0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61.57  

刑警的眼神 / 藥丸岳作 ; 王蘊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 (春日文庫 ; 114) .-- ISBN 978-957-

741-584-4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1.57  

成為綠土 : 擁抱你回歸大地 / みやし

ろちうこ作 ; 黃薇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發行, 11109 .-- 5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76-6-9 (平裝) 

NT$560 限制級  

 861.57  

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 / 長岡マ

キ子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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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864-2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汪汪物語 : 我說要當富家犬,沒說要

當魔狼王啦! / 犬魔人作 ; 曹茹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0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52-9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男女之間存在純友情嗎?(不 ,不存

在!). Flag 3, 不然你就一直看著我好

了? / 七菜なな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4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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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6 (平裝) 普遍級  

 861.57  

身為女性向遊戲的女主角挑戰最強

生存劇 / 春の日びより作 ; 黃品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9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97-0 (第 2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乙女ゲームのヒロインで最

強サバイバル  861.57  

咖哩的女神 / 葉真中顕著 ; 王華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E-fiction ; 51) .-- ISBN 978-

626-7073-87-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61.57  

命運操弄者 : 特斯卡特利波卡 / 佐藤

究著 ;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464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30) .-- ISBN 978-626-349-006-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61.57  

明日的世界將會星光燦爛 / ツカサ

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8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396-

3 (第 2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流浪的月 / 凪良汐著 ; 王華懋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64 面; 19 公分 .-- 電影

書衣版 .-- ISBN 978-986-510-239-5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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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7  

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 2. 下, 死後報

復委託程式 / ナフセ作 ; 陳士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0 .-- 36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63-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迴轉木馬的終端 / 村上春樹著 ; 賴明

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871-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1.57  

除了我之外,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

喜劇 / 羽場楽人作 ; K.K.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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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9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救了想一躍而下的女高中生會發生

什麼事? / 岸馬きらく作 ; 林孟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2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867-3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梅蒂亞轉生物語. 5, 門扉彼端的魔法

師. 下 / 友麻碧著 ; 林于楟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886-4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異世界房間裡的奴隸生活 / 逆木一

郎作 ; HA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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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

498-9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1.57  

菜鳥鍊金術師開店營業中. 1, 得到一

間店! / いつきみずほ作 ;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0 .-- 34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85-7 (平裝) 普遍級  

 861.57  

虛位王權. 1, Corpse Reviver / 三雲岳

斗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884-

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黑牢城 / 米澤穗信作 ; 黃詩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10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485-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1.57  

楊照談大江健三郎 : 日本文學名家

十講. 8 / 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Great! ; 

7210) .-- ISBN 978-626-310-304-7 (平

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大江健三郎 2.CST: 傳記 

3.CST: 日本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861.57  

楊照談遠藤周作 : 日本文學名家十

講. 7 / 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Great! ; 

7209) .-- ISBN 978-626-310-303-0 (平

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遠藤周作 2.CST: 傳記 3.CST: 

日本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861.57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 橘由華作 ; 李靜

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51-2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詭異之家 / 雨穴作 ; 丁世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13) .-- ISBN 978-957-741-

583-7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1.57  

鈴木主水 : 武士的非法正義,久生十

蘭的推理懸疑短篇集 / 久生十蘭著 ; 

劉愛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

文創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

分 .-- (HINT ; 7) .-- ISBN 978-626-7096-

1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熊熊勇闖異世界 / くまなの作 ; 王怡

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2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950-2 (第 17 冊:平

裝) 普遍級  

 861.57  

模仿犯. 下卷, 解決之卷 / 宮部美幸

著 ; 張秋明譯 .-- 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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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720 面; 21 公分 .-- (宮部美幸作品集 ; 

2) .-- ISBN 978-626-315-188-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61.57  

模仿犯. 上卷, 事件之卷 / 宮部美幸

著 ; 張秋明譯 .-- 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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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640 面; 21 公分 .-- (宮部美幸作品集 ; 

1) .-- ISBN 978-626-315-187-1 (平裝) 

NT$490 普遍級  

 861.57  

箱庭圖書館 / 乙一著 ; 王華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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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80 面; 21 公分 .-

- (乙一作品集 ; 6) .-- ISBN 978-626-

7073-83-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螢火蟲 / 村上春樹著 ; 張致斌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70-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1.57  

彌榮之烏 / 阿部智里 Chisato Abe 著 ; 

王蘊潔譯 .-- 首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19

公分 .-- (八咫烏系列 ; 卷 6) .-- ISBN 

978-986-510-243-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1.57  

織田信奈的野望  / 春日みかげ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18 面; 

19 公分 .-- 全國版 .-- ISBN 97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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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98-0 (第 20 冊:平裝) NT$240 普

遍級  

 861.57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 

鴉びえろ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95-6 (第 3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轉生少女首先想從第一步開始! : 沒

聽說有魔物啊! / カヤ作 ; 許國煌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38-3 (第 2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8, 該讓

我見識你的全力了 / 紙城境介作 ; 可

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4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854-3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飄散百合風香之島 : 由佳老師和巫

女少女 / あらおし悠著 ; 江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有限公

司,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26-0-0 (平裝) NT$320 限

制級  

 861.57  

麵包店再襲擊 / 村上春樹著 ; 張致斌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872-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1.57  

緋彈的亞莉亞 / 赤松中學作 ; 陳梵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10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487-3 (第

36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861.57  

新世紀福音戰士 ANIMA / khara 原作 ; 

山下いくと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53-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9  

危險的修行 / 廣嶋玲子作 ; 平井貴子

繪 ; 楊明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

分 .-- (品格故事屋)(糊塗魔女老師 ; 

2) .-- ISBN 978-957-658-930-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怪傑佐羅力之尋找紅鑽石! / 原裕文.

圖 ; 周姚萍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04

面; 21 公分 .-- (怪傑佐羅力系列 ; 

61)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

308-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10, 科學偵探 vs.

神祕列車 / 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

真, 田中智章著 ; 黃薇嬪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ISBN 978-626-

7140-71-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6  

烏鴉蔬果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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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4-09-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6  

狼人生存遊戲. 4, 一舉逆轉!IQ200 的

狼人遊戲 / 甘雪冰文 ; himesuz 圖 ; 韓

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 ISBN 978-626-7140-70-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96  

小小人兒來幫忙 : 限時專送的愛心

便當 / 中川千尋文 ; 古寄純嗣圖 ; 林

恩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

39-6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甲龍寶寶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佩穎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 面; 19X19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22R) .-- ISBN 

978-626-7177-44-0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白飯的好朋友 / 苅田澄子文 ; 渡邊亞

矢圖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9 .-- 32 面; 22 公分 .-

- (小樹苗 ; 60) .-- 主要內容國語注

音 .-- ISBN 978-986-400-435-5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沒什麼大不了 / 鈴木典丈文.圖 ; 黃惠

綺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10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

7051-65-8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阿吉的魔法紅球 / 松丘幸文.圖 ; 詹慕

如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9 .-- 40 面; 27 公分 .-- (精選圖畫

書) .-- ISBN 978-626-7140-69-7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61.599  

修馬路!小心喔 / 竹下文子作 ; 鈴木

守繪 ; 朱燕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32 面; 21X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338-527-1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旅之繪本. IX, 瑞士 / 安野光雅文圖 ; 

鄭明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6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274-613-

4 (精裝) 普遍級  

 861.599  

神偷變色龍.盜隆 / 苅田澄子文 ; 伊藤

夏紀圖 ; 曾湘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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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68-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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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溫泉 / 增田裕子文 ; 長谷川義史

圖 ; 謝依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 面; 22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32R)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35-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美感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森林裡的好朋友 / 宮野聰子文.圖 ; 蘇

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0 .-- 32 面; 25 公分 .-- (精選圖

畫書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40-84-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愛與被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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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8 面; 26 公

分 .-- (宮西達也繪本 ; 306) .-- ISBN 

978-626-7177-37-2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1.599  

運動場的小妖怪. 2 : 撐竿彈簧棒 / 齊

藤洋作 ; 宮本悅美繪 ; 伊之文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80 面; 21 公分 .-- (小妖怪系

列 ; 17) .-- ISBN 978-957-658-921-8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貓爪之夜 / 町田尚子文.圖 ; 蘇懿禎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10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51-66-

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鱷魚愛洗澡 / 小風幸文 ; 山口真生圖 ; 

蘇懿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0X21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36R)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34-1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貧困旅行記 / 柘植義春著 ; 陳幼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

分 .-- (walk ; 28) .-- ISBN 978-626-7206-

0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67  

陰翳禮讚 / 谷崎潤一郎著 ; 劉子倩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9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0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67  

語意錯誤寫真劇本集 / 齊怡善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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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3-99-0 (平裝) 

NT$499 普遍級  

 862.55  

Sugar blues / 少年季節(Boyseason)作 ; 

鮭魚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

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

島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

行,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76-5-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20 限制級  

 862.57  

今天,換她跟我男友約會 / 閔智炯著 ; 

黃莞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19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52 種)(Joy ; 

233) .-- ISBN 978-957-33-393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2.57  

反 派 角 色 只 有 死 亡 結 局  / Gwon 

Gyeoeul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

文化, 11110 .-- 冊 .-- (瘋讀 ; CQ001-

CQ006) .-- ISBN 978-957-787-408-5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

787-409-2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410-8 (第 3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411-5 (第

4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

787-412-2 (第 5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413-9 (第 6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414-6 (全

套:平裝) NT$1800 普遍級  

 862.57  

我獨自升級 / Chugong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110 .-- 冊 .-- (瘋

讀 ; CP001-CP008) .-- ISBN 978-957-

787-415-3 (第 1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787-416-0 (第 2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787-417-7 (第

3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

787-418-4 (第 4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787-419-1 (第 5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787-420-7 (第

6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

787-421-4 (第 7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787-422-1 (第 8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787-423-8 (全

套:平裝) NT$2640 普遍級  

 862.57  

殺手家族 / 李甲秀著 ; 丁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10 .-- 224 面; 19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5051 種)(Joy ; 232) .-- ISBN 

978-957-33-3938-0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2.57  

詛咒兔子 / 鄭寶拉著 ; 黃千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寞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Cool ; 44) .-- ISBN 978-626-95938-6-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2.57  

綁架的那一天 / 鄭海燕作 ; 盧鴻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clla ; 137) .-- ISBN 978-

957-741-578-3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62.57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4, 消化道疾病,跨

越內心的高牆吧! / 高嬉貞作 ; 趙勝

衍繪 ; 林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77-31-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2.596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5 : 骨骼疾病,提

升自我實力! / 高嬉貞作 ; 趙勝衍繪 ; 

林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7-32-7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862.596  

天才麵包理髮師. 4, 獨家瘦身妙方 = 

Bread barbershop / Monster Studio 文.

圖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96 面; 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658-

923-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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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球的夢想 / 李宰京圖.文 ; 劉清彥

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664-69-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62.599  

中了魔法的瓶子 / 高京淑文圖 ; 張靜

宜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611-0 (精裝) 普遍級  

1.SHTB: 想像--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教室裡有紅綠燈妖怪 / 徐志源文 ; 元

㵾旻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48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

380-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2.599  

尋找恐龍媽媽。砰砰 / 慶惠媛作.繪 ; 

賴毓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剛好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 面; 29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626-

96064-1-2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2.599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13, 雪梨 / 宋

道樹文 ; 徐正銀圖 ; 牟仁慧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160 面; 25 公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

914-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2.599  

魔法圖書館. 4, 綠野仙蹤黑魔法 / 安

成燻作 ; 李景姬繪 ; 石文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66-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2.599  

新月集 /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著 ; 伍晴文譯 .-- 二版 .-- 臺中市 : 好

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136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典 ; 65) .-- 全新插畫

雙語版 .-- ISBN 978-986-178-616-2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867.51  

他不是我 / ++saisioo++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0 .-- 冊 .-- 

(MM ; MM080-MM081) .-- ISBN 978-

986-494-500-9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501-6 (下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502-3 (全

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擁抱陽光的黑夜 / JittiRain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0 .-- 

冊 .-- (MM ; MM078-MM079) .-- ISBN 

978-986-494-521-4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522-1 (下

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986-

494-523-8 (全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馬華文學與文化讀 本  =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 a history through 

literary and cultural texts / 張錦忠, 黃錦

樹, 高嘉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560 面; 23 公分 .-- (知識叢

書 ; 1123) .-- ISBN 978-626-335-857-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馬來文學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文集  

868.707  

臺灣文學 

藝采台文 :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年

刊. 第六輯 / 林育暄, 李嘉欣, 陳思霈, 

謝安瑜, 劉康義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理大學人文學院臺灣文學系, 

111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758-84-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 2.CST: 期刊  

863.05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館 員 論 文 集 刊 . 

2021&2022 / 許惠玟, 羅聿倫, 覃子君, 

陳烜宇, 鄭雅雯, 陳昱成作 ; 周定邦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

館, 11111 .-- 196 面; 21 公分 .-- (臺文

館叢刊 ; 72) .-- ISBN 978-986-532-642-

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文學館 2.CST: 文集  

863.068  

香草美人的召喚 : 臺灣香奩體的風

雅話語與詩歌美學(1816-1945) / 余育

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

學政大出版社, 11108 .-- 1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0-9-6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臺灣詩 2.CST: 詩評 3.CST: 臺

灣文學史  863.091  

明朗健康中國 : 台客現代詩賞析 / 陳

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

版社, 11109 .-- 358 面; 21 公分 .-- (文

學叢刊 ; 464) .-- ISBN 978-986-314-

617-9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廖振卿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863.21  

大武山下博物世界 / 時報編輯部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839-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小說 2.CST: 物種多樣性 

3.CST: 文學評論  863.27  

幻想蔓延 : 戰後台灣科幻小說的空

間敘事 / 楊勝博著 .-- 修訂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803)(文學視界 ; 141)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06-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幻小說 2.CST: 臺灣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63.27  

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 : 臺灣當代

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 / 林佩苓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2 面; 21 公

分 .-- (語言文學類 ; PG1345)(文學視

界 ; 140) .-- ISBN 978-626-7187-05-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臺灣小說 2.CST: 文學評論  

863.27  

大學國文閱讀與寫作作品集. 110 學

年度 / 張鳳旻等著 ; 鄭青青總編輯 .-

- 初版 .-- 嘉義市 : 國立嘉義大學, 

111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079-9-3 (平裝) 普遍級  

 863.3  

*我在給企鵝寫信 :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第 21 屆紅樓現代文學獎暨全國高

中紅樓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陳妍希

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11108 .-- 34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BOD 版 .-- ISBN 978-

626-7048-33-7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3  

*東華奇萊文學獎作品集. 第 22 屆 / 

楊翠總編輯 .-- 花蓮縣壽豐鄉 : 國立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11108 .-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532-8-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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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3  

建國中學文選. 一一一年度 / 臺北市

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建

國 高 級 中 學 國 文 科 教 學 研 究 會 , 

11108 .-- 4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4-0-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3  

美麗世 : 第 24 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

品專輯. 下. 第 24 屆 / 張雀芬總編輯 .-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73-85-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3  

經典承曦 : 2022 北商大文學獎作品

集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8 .-- 49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39-127-2 (平裝) 普遍

級  

 863.3  

臺中教育大學柳川文學獎 : 第 15、

16 屆作品集 / 莊敏仁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07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488-7-9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3  

豐穗 : 古亭青年文藝獎十一週年精

華集 / 楊維仁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詩

文叢集 ; 1301072) .-- ISBN 978-986-

478-718-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3  

雺霧 : 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上. 

第 24 屆 / 張雀芬總編輯 .-- 第一版 .-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73-

84-6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3  

向陽研究資料彙編 / 李桂媚編選 .-- 

初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11111 .-- 524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

化資產叢書 ; 250)(向大師致敬系列 ; 

27) .-- ISBN 978-986-5471-11-8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林淇瀁 2.CST: 傳記 3.CST: 文

學評論  863.4  

仄韻 / 高亞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11109 .-- 1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99265-5-3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863.51  

天拍殕仔光的時 : 利玉芳漢英西三

語詩集 = At dawn. Al amanecer / 利玉

芳著 ; 羅得彰(Mike Lo)英譯 ; 簡瑞玲, 

裴邵武(Sergio Pérez Torres)西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30 面; 21 公分 .-- 

BOD 版; 中英西對照 .-- ISBN 978-

626-7187-03-6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1  

幻化 / 林蘭唐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9-10-

8 (精裝) NT$260 普遍級  

 863.51  

*王宣曆詩集. Ⅷ : 魔城之月 / 王宣曆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王 宣 曆 , 

11108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43-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世新新詩葉 / 蕭蕭, 李滎縈, 陳重樺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3 公

分  .-- (文化生活叢書 . 藝文采風  ; 

1306036) .-- ISBN 978-986-478-715-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古今藏頭詩集新錄 / 陳明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8 .-- 228 面; 21 公分 .-- (當代詩大

系 ; 24) .-- ISBN 978-986-0762-33-4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台灣阿草 : 台灣史蹟草木 : 台語詩集 

/ 王羅蜜多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開

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27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60-38-4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863.51  

光上黑山,寧靜海 / 胡家榮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雙

囍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0 .-- 256 面; 19 公分 .-- 

(雙囍文學 ; 9) .-- ISBN 978-626-96502-

0-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1  

至聖之經 / 謝四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書泉出版社, 11110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82-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1  

阿米巴 / 江自得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109 .-- 17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8524-91-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1  

思緒總躲在酒瓶裡 / 趙沁琬作 .-- 初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趙沁琬出版 ; 

[臺北市] : 三十而立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9 .-- 187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72-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春天,你爽約嗎 / 曾美玲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16 面; 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832)(台灣詩學同仁詩叢 ; 

10)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

11-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1  

倚南詩稿 / 林東霖著 .-- 南投市 : 南

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 南投縣政府

發行, 11110 .-- 230 面; 21 公分 .-- (南

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53)(南投縣文

學家作品集. 第 28 輯 ; 120) .-- ISBN 

978-986-5471-13-2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1  

桃園詩行 / 方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16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44)(秀詩人 ; 103)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08-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1  

海面寂寞得離奇  / 施文英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30 面; 21 公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826)( 秀 詩 人  ; 

104)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

10-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迷宮書店 / 羅智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

叢 ; 714) .-- ISBN 978-986-323-483-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1  

唸予阿母聽的詩 : 謝碧修詩集 / 謝碧

修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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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154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986-445-719-9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863.51  

*陶社百年紀念詩集 / 范德意, 徐玉鏡

編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陶社

詩會, 11108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12-0-7 (平裝) 普遍級  

 863.51  

傾斜與觀看 : 電影戲劇詩創作 / 子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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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07-226-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新鄉山色故鄉海 / 蔡澤民作 .-- 南投

市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 南投縣

政府發行, 11110 .-- 370 面; 21 公分 .-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53)(南投縣

文學家作品集. 第 28 輯 ; 119) .-- ISBN 

978-986-5471-12-5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1  

暈眩的人魚手記  / 曾緯庭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曾緯庭, 11108 .-- 15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01-0410-

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1  

夢點 波.粼 及一些事 / 林義棠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09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110-6-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1  

臺灣詩選. 2021 / 林達陽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學

花園 ; C150) .-- ISBN 978-986-98737-4-

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鳳陽牧歌 / 傅武光著 .-- 增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240 面; 23 公分 .-- (詩

文叢集 ; 1301073) .-- ISBN 978-986-

478-753-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63.51  

燃燒的月亮 = Burning moon = Lune en 

feu / 古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言

文化, 11108 .-- 32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06651-7-8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1  

隱題詩 / 洛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2-3-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雜念 : 與凡間觸動共舞的小碎步 / 雲

淡風輕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19 公分 .-- (新人間 ; 365) .-- 

ISBN 978-626-335-791-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1  

如影而行 : 鍾喬劇本選輯 / 鍾喬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730-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863.54  

安平追想曲 : 王友輝劇作選集 / 王友

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9 .-- 372 面; 23 公分 .-- (新美學 ; 

65)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44-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863.54  

阮劇團劇本農場劇作選. 2020. VIII / 

王健任, 陳健星, 林品翰合著 .-- 新北

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晴

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15) .-- ISBN 978-957-39-1147-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4  

*2022/隱地(未完成) : 2022.4 至 7 月 5

日 / 隱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

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9 .-- 248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書 ; 693) .-- ISBN 978-

957-639-66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人生的詩篇 / 語雨, 汶莎, 葉櫻, 安塔

Anta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

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2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61-11-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大鼻子老師 : 五福 20 年 / 傅于凉著 .-

- 初版 .-- 桃園市 : 華夏書坊, 11108 .-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161-9-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863.55  

心鎖 : 十五個夢碎桃花源的故事 / 流

萍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328 面; 21 公分 .-- (新銳文

學 ; 38) .-- BOD 版 .-- ISBN 978-626-

7128-45-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5  

文學廚房的人生百味 / 凌煙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橙舍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376-3-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去你的博士學位 : 文憑掰掰,我要重

新拿回人生主導權 / 柯曦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731-4 ( 平 裝 ) 

NT$370 普遍級  

 863.55  

母親的金手錶 / 琦君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 304 面; 21 公分 .-- (名家名著選 ; 

28) .-- ISBN 978-986-450-487-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5  

生涯一蠹魚 / 傅月庵文 .-- 一版 .-- 臺

北市 : 掃葉工房有限公司, 11109 .-- 

324 面; 21 公分 .-- 二十周年限量紀念

版 .-- ISBN 978-626-95652-6-9 (精裝) 

NT$650 普遍級  

 863.55  

用青春換一場相逢 / 郭強生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64 面; 21 公

分 .-- (華文創作 ; BLC110) .-- ISBN 

978-986-525-785-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5  

*向世界綻放笑靨 / 藍色水銀, 765334, 

汶莎, 君靈鈴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1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07-

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志學之年,回憶中的樂園 : 中學生作

文集 / 楊秀嬌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10 .-- 294 面; 21 公分 .-

- (少年文學 ; 61)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49-3-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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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光的行星 / 狼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10-

24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長住在地 / 台南社區大學土道公民

寫作社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社

區大學土道公民寫作社, 11108 .-- 87

面; 30 公分 .-- (2022 夏季號 ; 13)(土

道 ; 13) .-- ISBN 978-986-98705-3-5 (平

裝) NT$60 普遍級  

 863.55  

南崁手記 / 林文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36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

叢 ; 713) .-- ISBN 978-986-323-482-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看見自己.看清世界. 七 : 七十個鼓舞

孩子的生命錦囊 / 蘇蔡彩秋編撰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608-591-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秋光侘寂 / 吳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72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98) .-

- ISBN 978-626-96065-4-2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626-96065-2-8 (平

裝簽名版) NT$350 普遍級  

 863.55  

徒步的人 : 那一年,我用雙腳走了台

灣一圈,重新學到的每件小事 / 連浩

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329-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柴犬 Nana 和阿楞的一天 : 與一狗二

貓的三餐四季 / 阿楞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 196 面; 21 公分 .-- (Happy image) .-- 

ISBN 978-986-136-637-1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863.55  

草莓乾媽媽少女手記 / 咩子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0 .-- 228

面; 21 公分 .-- (釀文學 ; 26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21-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被遺忘的臉譜 / 李展平著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 南投縣政

府發行, 11110 .-- 268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53)(南投縣

文學家作品集. 第 28 輯 ; 118) .-- ISBN 

978-986-5471-14-9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5  

閉門讀書 : 生涯似蠹魚筆記 / 傅月庵

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掃葉工房有限

公司,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52-4-5 (平裝 ) NT$550 .-- 

ISBN 978-626-95652-5-2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863.55  

無語良師 : 104 大體解剖教學 / 曾國

藩總編輯 .-- 花蓮市 : 慈濟學校財團

法人慈濟大學, 11107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405-6-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散文 2.CST: 生命教育 3.CST: 

文集  863.55  

畫裡畫外 : 李民安的插圖散文集 / 李

民安著 .-- 臺北市 : 墨言文化, 11108 .-

- 29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651-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發生的事情 = Happe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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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巫本添.創作文

集) .-- ISBN 978-986-307-224-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5  

童年往事 / 語雨, 765334 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08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08-1 (平裝) NT$290 普

遍級  

 863.55  

愛的回聲 : 阿克船長＆小米夫人二

重唱 = Echo of love / 阿克船長, 小米

夫人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情書出

版社, 11109 .-- 96 面; 19 公分 .-- (愛之

書系列 ; 11) .-- ISBN 978-986-96610-7-

2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3.55  

試說心語 / 丁才詒等作 ; 黃淑貞總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

公司, 11109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356-5 (平裝) 普遍級  

 863.55  

跳島練習 / 石曉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91) .-

- ISBN 978-986-450-488-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影中情 / 破風, 聞腋中年, RunRun 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有限公司, 11109 .-- 11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61-13-5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5  

編輯「稿」什麼? : 2022 萬卷樓暑期

實習心體驗 / 田芷瑄, 李嘉欣, 林育暄, 

林姿君, 陳宣伊, 陳思霈, 許倩蓉, 曾

靖舜, 劉康義, 蔡侑珊, 謝安瑜作 ; 田

芷瑄, 陳宣伊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萬

卷樓實習吧 ; 1309001) .-- ISBN 978-

986-478-754-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5  

轉角.幸福學堂. 8 / 吳文欣, 林碧雲, 

陳秋萍, 邱詩琁, 曾鈺庭採訪撰稿 ; 廖

倩誼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進修推廣學院, 11109 .-- 2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95-7 (平裝) 

普遍級  

 863.55  

親愛的, / 詹詹文.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詹詹, 11108 .-- 2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413-9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6  

Asterigos 失落迷城 : 星殞將至 / 月亮

熊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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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486-

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一流女仵作 / 寄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5001) .-

- ISBN 978-986-527-617-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一箭之遙 / 張友漁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88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誰在江

湖?」系列 ; 2) .-- ISBN 978-957-32-

9713-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大武山下 / 龍應台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424 面; 21 公分 .-- (龍應

台作品集 ; 8) .-- ISBN 978-626-335-

793-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7  

大唐辟邪司. 卷一, 長安驚變 / 王晴川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8 .-- 464 面; 21 公

分 .-- (王晴川作品 ; 1) .-- ISBN 978-

957-741-579-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63.57  

中興新村的黑貓咖啡館 / 佐渡遼歌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70)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722-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午夜琴房的魅影 / 燈貓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9 .-- 284 面; 21

公分 .-- (釀冒險 ; 61)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10-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7  

天堂 / 周牛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9 .-- 270 面; 21 公分 .-- (釀

文學 ; 270)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718-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心碎沒關係,至少我學會離別 / 小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玩藝) .-- ISBN 978-626-

335-91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 / 朱宥勳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0 公分 .-

- (to ; 131) .-- ISBN 978-626-7118-95-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白霧之島 / 陳習之著 .-- 臺北市 : 時

英出版社, 11109 .-- 3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922-2-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7  

江湖,還有人嗎? / 張友漁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誰

在江湖?」系列 ; 1) .-- ISBN 978-957-

32-9714-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我,精靈王,缺錢! / 醉琉璃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264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97-) .-- ISBN 

978-626-95887-3-2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863.57  

我在時間的盡頭,守候你 / 小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

分 .-- (玩藝) .-- ISBN 978-626-335-903-

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我就說,上帝哪有那麼可愛! / 王艾光

著 .-- 新北市 : 反骨社,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活系列 ; 1) .-- ISBN 

978-626-96525-0-1 (平裝) 普遍級  

 863.57  

男神成了我的小三 / 草草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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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353-7-

5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626-96353-8-2 (下冊: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7  

身為宇宙侵略者的我居然被霸道總

裁侵略 / k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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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76-7 (平裝) NT$260 限制級  

 863.57  

來自失樂園 : 第四屆林佛兒徵文獎

作品集 /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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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48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明明是魔族的我,為什麼變成了拯救

人界的英雄? / 天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

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64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99-) .-- ISBN 

978-626-95887-6-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7  

初心村的偵探事務所 : 那天,他失去

了心 / 會拍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81-0-

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表姊的佛牌店 / 瑪西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10 .-- 268 面; 21 公

分 .-- (釀小說 ; 127)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20-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7  

前世情人強制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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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16) .-- ISBN 978-

986-335-809-1 (平裝) NT$270 限制級  

 863.57  

宣戰 / 洪佳伶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17-

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春天破滅的月亮 / 孟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 (米國度書系 ; B0095) .-- ISBN 978-

986-505-288-1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05-289-8 (下冊:平裝) 

NT$300 限制級  

 863.57  

春閨夢 : 那些被留下來的女人 / 王瓊

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7508-0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染血的芭蕾 / 千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64 面; 20 公分 .-- (霓幻鑰系

列 ; K6501) .-- ISBN 978-957-8696-45-

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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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書來鎮宅 / 簡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5201) .-

- ISBN 978-986-527-626-3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胖夫人要改命 / 宇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5501) .-- ISBN 978-986-527-632-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郎總裁的羊祕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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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24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515) .-- ISBN 978-986-

335-808-4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桃源案 / 戚建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693-8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眠醒之際 = Dream to dream / 沂默作 .-

- 初版 .-- [高雄市] : 半夜城,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276-2-2 (第 1 冊:

平裝) NT$480 .-- ISBN 978-626-96276-

3-9 (第 2 冊:平裝) NT$480 .-- ISBN 

978-626-96276-4-6 (全套:平裝) 限制

級  

 863.57  

情婦交易 / 向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14) .-- ISBN 

978-986-335-807-7 (平裝) NT$250 限

制級  

 863.57  

梅香如故 / 雷恩那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8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4801) .-

- ISBN 978-986-527-616-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陳耀圻的影像故事檔案 : 大白牙 : 一

個奇幻旅程的電影劇本 / 戈筆編劇.

手稿 ; 羅敬智企劃.編輯 .-- [臺北市] : 

羅敬智,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48-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雪的俘虜 / 李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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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

626-335-893-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無法成為未來的那個清晨 / 海盜先

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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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802-7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863.57  

新柳色的夢 / 松坂桃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米國度書系 ; B0099) .-- 

ISBN 978-986-505-292-8 ( 平 裝 ) 

NT$380 限制級  

 863.57  

實境殺人遊戲 / 佘炎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9 .-- 258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103)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51-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慢慢喜歡妳 / 藍斯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

垂 ; 185) .-- ISBN 978-626-96422-2-9 

(平裝) NT$330 限制級  

 863.57  

福城 / 尚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

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8 .-- 3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2-34-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翠鳥山莊神祕事件  / 牧童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0 .-- 278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104)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58-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羅馬假期 002 期 = Roman holiday / 莫

斯卡托, 本生燈作 .-- [新北市] : 凱薩

GLORY, 11108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40-2-4 ( 平 裝 ) 

NT$230 限制級  

 863.57  

櫻 / 張英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

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90) .-- ISBN 

978-986-450-491-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863.57  

魔動騎士尼帝亞 / 狂暴雪精靈文 .-- 

臺北市  : 狂暴雪精靈的魔動工房 , 

11109 .-- 87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96521-0-5 (第 1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7  

檞寄生 / 蔡智恆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痞子蔡作

品 ; 4) .-- ISBN 978-626-310-292-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裏八仙 / 蒼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文化

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冊 .-- (Fresh ; 

FS200-) .-- ISBN 978-626-95887-4-9 (卷

1: 平 裝 ) NT$299 .-- ISBN 978-626-

95887-5-6 (卷 2: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台灣民間故事. 3 : 府城幽魂林投姐 / 

黃沼元著 ; 慕蘭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蘋果文庫 ; 88) .-- ISBN 

978-626-320-247-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9  

使用布可星球的 100 種方法 = The 

composition competition of 100ways in 

applying book planet / 鄭新輝總編輯 .-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 11108 .-- 1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31-

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3  

小小猴找朋友 / 賴曉珍文 ; 王書曼

圖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25-765-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小紅,不一樣 / 孫晴峰文 ; swawa.com

黃怡姿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767-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幻術化形 / 劉思源作 ; 李憶婷繪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168 面; 21 公分 .--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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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聊齋 ; 1) .-- ISBN 978-626-305-309-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火燒厝 = The burned paper house / 廖

炳焜文 ; 王書曼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出版 : 巴巴文化

發行, 11109 .-- 48 面; 30 公分 .-- (感動

台灣文化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505-1-4 (精裝) 普遍級  

 863.596  

老師丟丟臉 / 蕭逸清文 ; 吉娜兒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

76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床邊故事經典 365 : 1、2 月盤古開天 

/ 管家琪著 ;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09 .-- 

280 面; 22 公分 .-- (家長新天地 ; 9) .-

- ISBN 978-626-95832-8-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6  

床邊故事經典 365 : 3、4 月桃太郎 / 

管家琪著 ;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09 .-- 280

面; 22 公分 .-- (家長新天地 ; 10) .-- 

ISBN 978-626-95832-9-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6  

床邊故事經典 365 : 5、6 月洛基的詭

計 / 管家琪著 ;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09 .-- 

280 面; 22 公分 .-- (家長新天地 ; 11) .-

- ISBN 978-626-96550-0-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6  

快樂的金小川. 1, 小黑羊去上學 / 賴

曉珍文 ; 陳孟瑜圖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25-768-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我不是鴿子 : 陳素宜動物童話 / 陳素

宜文 ; 蔡豫寧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5-762-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我在哪裡? / 鄭秋麗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鄭秋麗, 111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67-

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6  

妮子的糖果盒 / 陳素宜著 ; 鍾易真

圖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

日報社,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910-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狐狸的錢袋 / 賴曉珍文 ; 楊宛靜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

763-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春日慶典的意外事件 / 王宇清文 ; 邱

惟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

意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69-95-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流星沒有耳朵 / 林世仁文 ; 王書曼

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25-766-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動物奇譚 / 劉思源作 ; 李憶婷繪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184 面; 21 公分 .-- (奇

想聊齋 ; 2) .-- ISBN 978-626-305-310-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梅子老師這一班. 2 : 我們全班都有了! 

/ 王文華文 ; Yuan 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787-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梅子老師這一班. 3 : 聽說班上有小偷? 

/ 王文華文 ; Yuan 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788-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銀毛與斑斑 / 李民安文字 ; 廖健宏繪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72 面; 25X25 公

分 .-- (兒童文學叢書) .-- 注音版 .-- 

ISBN 978-957-14-7505-9 (精裝) 普遍

級  

 863.596  

詩情畫意 : 2022 彰化詩歌節 : 第三屆

小文青詩畫作品輯 / 張雀芬總編輯 .-

- 第 1 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8 .-- 115 面; 18X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3-86-0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63.598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 小心翼翼的膽

小昕 / 岑澎維文 ; Tai Pera 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5-816-0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9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 彤恩戴口罩了

嗎? / 岑澎維文 ; 奇亞子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5-818-4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9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 趕時間的小樂 

/ 岑澎維文 ; 念山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5-817-7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99  

小河童生氣了 / Poca 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小光點, 11110 .-- 32 面; 22 公分 .-- 

(小河童成長繪本 ; 4) .-- ISBN 978-

626-7051-68-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小綠人不見了! / 劉嘉珮文 ; 田小佳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2-

770-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今天星期幾? / 王宇珊文 ; 朱里安諾

(Giuliano Ferri)圖 .-- 二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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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7180-09-9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時間--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水從哪裏來? / 袁一豪文字 ; 袁志偉

繪圖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40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7189-06-1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9  

只要我長大 / 李光福文 ; 施政廷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4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ABP143) .-- ISBN 978-

626-7177-40-2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安心國小. 5, 時間,等等我 / 岑澎維文 ; 

張庭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1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25-

758-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安心國小. 6, 這樣用錢可以嗎? / 岑澎

維文 ; 張庭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128 面; 22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759-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9  

米米找聲音 / 蔡珮瑤文 ; 許臺育圖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48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2-763-0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米亞與艾瑪 = Mia and Emma / 陳聖蕾

(Mia Chen)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189-11-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99  

我們的日常 / 儲玉玲著 ; 儲嘉慧繪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0 面; 24 公分 .-- 

(學習書) .-- ISBN 978-957-08-6492-2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夜間觀察 / 邱承宗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48 面; 23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05-317-5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3.599  

明天,我會在哪裡醒來? / 幾米文.圖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809-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花園小偷三八阿花 / 吳箴言文.圖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

護局, 11109 .-- 27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091-31-9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長腳的房子 / 陳瑞秋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0 面; 26 公分 .-- (小魯新

公民繪本  ; 11N) .-- ISBN 978-626-

7177-36-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很不一樣 = Very different / 李厚錡圖.

文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李 厚 錡 , 

11108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15-3 (精裝) NT$670 普遍級  

 863.599  

春雨阿婆 / 蔡旻螢文 ; 許楚妘圖 .-- 新

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

局, 11109 .-- 27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1-32-6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是你的嗎?是我的嗎? / 陳小蔦圖.文 .-

- 初版 .-- [新北市] : 有風有雲圖文製

造, 11108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56-0-1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是誰回來了?! / 王郁琳, 周怡吟, 李如

意文.圖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 11109 .-- 3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91-34-0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美人魚(內含阿拉丁神燈) = The little 

Mermaid / 王芳雅, 詹琇玲編著 ; 蔣玉

勤, 盧榮國, 李玉倩繪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96 面; 16X17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13-085-2 (精裝) 

NT$135 普遍級  

 863.599  

假裝是魚 / 林小杯文.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是路故事有限公司, 11109 .-

- 44 面 ; 25 公分  .-- ISBN 978-626-

95347-1-5 (精裝) NT$321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 SHTB--3-6 歲幼

兒讀物  863.599  

情商點讀繪本. II, 我不亂發脾氣 / 國

語週刊編輯部作 .-- 新北市 : 國語週

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國語週刊圖書館系

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995-

5-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情商點讀繪本. II, 我好勇敢 / 國語週

刊編輯部作 .-- 新北市 : 國語週刊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國語週刊圖書館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995-6-2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情商點讀繪本. II, 我愛大自然 / 國語

週刊編輯部作 .-- 新北市 : 國語週刊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國語週刊圖書館系

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995-

7-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情商點讀繪本. II, 我會幫忙 / 國語週

刊編輯部作 .-- 新北市 : 國語週刊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國語週刊圖書館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995-8-6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曹操掉下去了 = Cao Cao is falling... / 

王文華文 ; 陳狐狸圖 .-- 二版 .-- 臺北

市 :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出版 : 巴巴文

化發行, 11109 .-- 48 面; 30 公分 .-- (感

動台灣文化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505-0-7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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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幾點鐘? / 楊采蓁文 ; 蘇比納

(Joan Subirana)圖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7180-10-5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時間--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魚鷹幫我一個忙 / 楊玉蘭, 陳蘋妤文.

圖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文化局, 11109 .-- 40 面; 30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468-88-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森林裡的起司村 / 貝果文.圖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28-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愛跳舞的妹妹 / 吳牧謙著 .-- 初版 .-

- 新 竹 市  : 芸 奕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2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1926-8-2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863.599  

愛說不要的小豬寶 : 一起來看書吧 / 

Mei Mei 文 ; Mandie Kuo 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6 面; 25X25 公分 .-- (兒

童博雅 ; 199) .-- ISBN 978-626-343-

281-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跟著媽媽走就對了! / 蠟筆哥哥作 ; 

Aboo Yang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26-644-5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轉生魔法商店 / 李依諦, 謝芝萱, 謝詩

曼文.圖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 11109 .-- 31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91-

33-3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羅東人的羅東 / 莊文生文 ; 蔡曜宇

圖 .-- 宜蘭縣羅東鎮 : 宜蘭縣羅東鎮

公所, 11109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8-88-5 (精裝) NT$399 普

遍級  

 863.599  

聽,大海在唱歌! / 陳思妤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04-88-5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阿姆話-遠山含笑 : 客.華語詩集 / 黃

碧清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華夏書坊, 

11109 .-- 2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457-1-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751  

*探根落泥 : 客.家在臺灣 / 王興寶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華夏書坊 , 

11109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457-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751  

太 陽 卵 . 陶 甕 . 百 步 蛇  = qecilu nua 

qadav, djilung, vulung = Sun-eggs, clay 

pot, hundred-paced viper / 林修澈作 ; 

許寧真繪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11109 .-- 7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7-09-

2 (精裝) NT$600 普遍級  

 863.859  

西洋文學 

世界一分為二 : 吳爾芙、T.S.艾略特、

E.M.福斯特、D.H.勞倫斯,開闢現代

文 學 的 一 年  / 比 爾 . 歌 思 譚 (Bill 

Goldstein)著 ; 張綺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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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27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吳爾芙(Woolf, Virginia, 1882-

1941) 2.CST: 艾略特(Eliot, T. 

S.(Thomas Stearns), 1888-1965) 3.CST: 

勞倫斯(Lawrence, D. H.(David 

Herbert), 1885-1930) 4.CST: 福斯特

(Forster, E. M.(Edward Morgan), 1879-

1970) 5.CST: 西洋文學 6.CST: 文學

評論  870.2  

十三人的晚宴  / 阿嘉莎 .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王敬慧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1 公分 .-- 

(克莉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

藏 ; 13) .-- ISBN 978-957-32-9741-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五隻小豬之歌  / 阿嘉莎 .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李平, 秦越岭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 (克莉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

珍藏 ; 20) .-- ISBN 978-957-32-974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分手師 / 史蒂芬妮.史考特(Stephanie 

Scott)著 ; 劉曉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藍小

說 ; 330) .-- ISBN 978-626-335-826-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3.57  

史岱爾莊謀殺案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孫柯譯 .-- 三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96 面; 21 公分 .-- (克莉

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藏 ; 

17) .-- ISBN 978-957-32-9744-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四大天王 /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 宋瑛堂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64 面; 21 公分 .-- (克莉絲蒂

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藏 ; 24) .-- 

ISBN 978-957-32-9751-2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73.57  

白羅出擊 /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 刁克利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克莉絲蒂

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藏 ; 15) .-- 

ISBN 978-957-32-9743-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7  

死亡約會 /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 郭茜, 郭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克莉

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藏 ; 

19) .-- ISBN 978-957-32-9746-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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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的兩場葬禮 : 週四謀殺俱樂

部. 2 / 理察.歐斯曼(Richard Os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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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91) .-- ISBN 978-626-315-184-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怪 鐘  / 阿 嘉 莎 . 克 莉 絲 蒂 (Agatha 

Christie)著 ; 張為民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76 面; 21 公分 .-- (克莉絲蒂

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藏 ; 18) .-- 

ISBN 978-957-32-9745-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7  

時間的女兒 / 約瑟芬.鐵伊(Josephine 

Tey)作 ; 丁世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701-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3.57  

國際學舍謀殺案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徐燕軍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96 面; 21 公分 .-- 

(克莉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

藏 ; 22) .-- ISBN 978-957-32-9749-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從妳的全世界消失 / 羅絲.華許(Rosie 

Walsh) ; 林曉欽譯 .-- 一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Echo ; MO0075) .-- ISBN 978-626-

7156-24-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第三個單身女郎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陳亦君, 曾胡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1 公分 .-

- (克莉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

珍藏 ; 23) .-- ISBN 978-957-32-9750-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麥金堤太太之死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刁克利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克莉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

藏 ; 11) .-- ISBN 978-957-32-9739-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期間限定的理想男友 / 艾利克西斯.

霍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MM ; 

MM069) .-- ISBN 978-986-494-503-0 

(平裝) NT$450 限制級  

 873.57  

愛的多重宇宙 / 莎拉.洛茨(Sarah Lotz)

著 ; 曾倚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

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 11108 .-- 416 面; 21 公分 .-

- (文學新象 ; 290) .-- ISBN 978-986-

506-514-0 (平裝) 普遍級  

 873.57  

福爾摩斯經典探案集 / 柯南.道爾著 ; 

趙婷婷, 史麗芳譯 .-- 臺北市 : 風雲時

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43-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赫丘勒的十二道任務 / 阿嘉莎.克莉

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 屠珍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92 面; 21 公分 .-- 

(克莉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

藏 ; 21) .-- ISBN 978-957-32-9748-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謀 殺 在 雲 端  / 阿 嘉 莎 . 克 莉 絲 蒂

(Agatha Christie)著 ; 高峰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12 面; 21 公分 .-- (克莉

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藏 ; 

12) .-- ISBN 978-957-32-9740-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賽門祕密事件簿 / KJ 查爾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MM ; MM070) .-- ISBN 

978-986-494-504-7 (平裝) NT$350 限

制級  

 873.57  

藍色列車之謎  / 阿嘉莎 .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于雷譯 .-- 三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44 面; 21 公分 .-- (克莉

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紀念珍藏 ; 

14) .-- ISBN 978-957-32-9742-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豔陽下的謀殺案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劉月榮, 李玉杰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1 公

分 .-- (克莉絲蒂繁體中文版 20 週年

紀念珍藏 ; 16) .-- ISBN 978-957-32-

9752-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艾瑪回來了 / 大衛.麥基(David Mckee)

作繪 ; 林真美譯 .-- 三版 .-- 新竹縣竹

北市 : 和英出版社, 11108 .-- 36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6972-5-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6  

吸血鬼女孩愛蜜莉. 2, 獨角獸貴族 / 

勞 拉 . 艾 倫 . 安 德 森 (Laura Ellen 

Anderson)文.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8 面; 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658-

915-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6  

奇裝異服的衛斯理 / 賽謬爾.蘭利.斯

溫(Samuel Langley-Swain)著 ; 瑞安.松

德雷格(Ryan Sonderegger)繪 ; 張耘榕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2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237-6 (精裝) 

NT$290 普遍級  

 873.596  

柳林中的風聲  / 肯尼斯 .格雷厄姆

(Kenneth Grahame)著 ; 楊玉娘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世

界文學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

316-848-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愛麗絲幻遊奇境與鏡中奇緣 / 路易

斯.卡若爾(Lewis Carroll)原著 ; 王安

琪譯注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選) .-- ISBN 978-

957-08-6537-0 (平裝) NT$450 .-- ISBN 

978-957-08-6526-4 (精裝) NT$580 普

遍級  

 873.596  

愛麗絲漫遊奇境記  / 路易斯 .卡羅

作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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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160 面; 23 公分 .-- (經典世界

名著 ; 42) .-- ISBN 978-626-95729-6-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6  

簡愛 / 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

原著 ; 莊典亮改寫 ; jond-D 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1110 .-- 256

面; 22 公分 .-- (西洋經典文學) .-- 主

要內容國語注音  .-- ISBN 978-626-

96373-2-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3.596  

十二天環保過聖誕  / 貝瑞 .提姆斯

(Barry Timms)作 ; 西昂.羅伯斯(Siân 

Roberts)繪 ;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612-7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73.599  

小羅賓的紅色背心 / 珍.費恩利(Jan 

Fearnley)著 ; 張耘榕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38-3 (精裝) NT$290 普遍級  

 873.599  

不對!我說的才對 / 席亞拉 .弗拉德

(Ciara Flood)文  ; 露西雅 .嘉吉奧提

(Lucia Gaggiotti)圖 ; 吳羽涵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36 面; 28 公分 .-- (迷繪

本 ; 118)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21-580-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月光點亮的溫暖 / 法蘭西絲.艾芙斯

(Frances Ives)作 ; 藍依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1109 .-- 32 面; 

25X28 公分 .-- ISBN 978-626-96179-9-

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9  

安安和琪琪的雨天冒險 / 克萊兒.亞

歷山大文.圖 ; 劉亞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739-3 (平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艾瑪與風 / 大衛.麥基(David Mckee)作.

繪 ; 謝淑惠譯 .-- 三版 .-- 新竹縣竹北

市  : 和英出版社 , 11108 .-- 36 面 ;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6972-6-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艾瑪踩高蹺 / 大衛.麥基(David McKee)

作繪 ; 林真美譯 .-- 三版 .-- 新竹縣竹

北市 : 和英出版社, 11108 .-- 36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6972-7-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我一點也不無聊  / 安娜 .米爾布倫

(Anna Milbourne)文 ; 艾莎.吉蘭德(Asa 

Gill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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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51-71-9 (精裝) NT$499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怪怪魚 : 一段關於海洋塑膠的生態

冒險故事 / 娜歐蜜.瓊斯(Naomi Jones)

文 ; 詹姆斯.瓊斯(James Jones)圖 ; 游

珮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10 .-- 

40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51-73-3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迪倫好老闆 / 蓋伊帕克里(Guy Parker 

Rees)文.圖 ; 張政婷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80-13-6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迪倫好醫生 / 蓋伊帕克里(Guy Parker 

Rees)文.圖 ; 張政婷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80-12-9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森林漫步 : 四季的探尋與發現 / 芙洛

拉.馬丁(Flora Martyn)作 ; 漢娜.托爾

森(Hannah Tolson)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銀河文化, 11111 .-- 32 面; 25X25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626-

96496-0-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9  

愛唱反調的小熊貓  / 洛娜 .斯科比

(Lorna Scobie)文圖 ; 李紫蓉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6X29 公分 .-

- ISBN 978-986-274-610-3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73.599  

跟著北極熊植物獵人去探險 / 雪倫.

任塔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40 面; 28 公分 .-- (動物探險

家繪本 ; AAE002)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0-600-0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873.599  

說謊的小火龍 / 羅伯特.斯塔林圖.文 ; 

蔡季佐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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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6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626-7126-69-1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一月的一萬道門 / 亞莉克絲.E.哈洛

(Alix E. Harrow)著 ;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432 面; 21 公

分 .-- (Best 嚴選 ; 144) .-- ISBN 978-

626-7094-96-9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74.57  

水舞者  / 塔納哈希 .科茨 (Ta-Nehisi 

Coates)著 ; 楊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448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藝 ; 25) .-- ISBN 

978-626-96482-2-1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874.57  

只是看一眼  / 琳賽 .卡麥隆(Lindsay 

Cameron)著 ; 林師祺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46 種)(Choice ; 356) .-- ISBN 

978-957-33-3936-6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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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愛之船  / 邢立美 (Abigail Hing 

Wen)作 ; 李建興翻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city ; 

96) .-- ISBN 978-626-335-815-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血與骨的孩子 : 歐瑞莎傳奇首部曲 / 

托米.阿德耶米(Tomi Adeyemi)作 ; 甘

鎮隴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10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474-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74.57  

扭曲者 / T.金費雪著 ; 吳妍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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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h+w ; 

20) .-- ISBN 978-626-7073-82-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7  

皇室系列 / 萊拉.培西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0 .-- 冊 .-- (MM ; 

MM092-MM093) .-- ISBN 978-986-494-

518-4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519-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520-7 (全

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74.57  

瘋人遺囑 / 約翰.葛里遜著 ; 彭玲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

公司, 11109 .-- 6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72-3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874.57  

午餐錢大計畫  / 安德魯 .克萊門斯

(Andrew Clements)文 ; 丁凡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安德魯.克萊門斯 ; 4) .-- ISBN 978-

957-32-9715-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  

仙人掌女孩. 2 : 青春期又怎樣? / 達

斯蒂.寶林(Dusti Bowling)文 ; 楊佳蓉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36 面; 21 公

分 .-- (少年天下 ; 80) .-- ISBN 978-626-

305-315-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  

作 弊  / 安 德 魯 . 克 萊 門 斯 (Andrew 

Clements)文 ; 周怡伶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8 面; 21 公分 .-- (安德魯.

克萊門斯  ; 6) .-- ISBN 978-957-32-

9716-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  

大森林裡的小木屋(經典文學名家全

繪版,安野光雅 300 幅全彩插圖) / 羅

蘭.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

文 ; 安野光雅圖 ; 聞翊均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95-7-0 (精裝) NT$599 普

遍級  

 874.596  

天神公主學園. 8, 渴望變天神的蛇髮

少女 /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 蘇珊

娜.威廉斯(Suzanne Williams)作 ; 舒靈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 (Much 讀本 ; 97) .-- ISBN 978-957-

521-584-2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74.596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5, 成為宇宙之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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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00

面; 21 公分 .-- (故事++) .-- ISBN 978-

626-314-259-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長腿叔叔 / 珍.韋伯斯特(Jean Webster)

著.繪 ; 艾柯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92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114) .-- 中英對照 .-

- ISBN 978-626-320-232-0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874.596  

淘氣的阿柑  / 莎拉 .潘尼培克 (Sara 

Pennypacker)作 ; 瑪拉.弗拉季(Marla 

Frazee)繪 ; 鄒嘉容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金獎小說

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

522-6 (精裝) NT$200 普遍級  

 874.596  

*媽媽的紅沙發  / 威拉 .畢 .威廉斯

(Vera B. Williams)文 .圖 ; 柯倩華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32 面 ; 

21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664-68-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74.596  

禁書圖書館 / 艾倫.葛拉茲(Alan Gratz)

著 ; 陳信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5-78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96  

哦,自由! : 十一名與牛、豬、棉花一

起標價出售的奴隸,他們的夢想與呼

喊 / 阿西立.布萊恩(Ashley Bryan)著 ; 

張子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創意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56 面; 

26X28 公分 .-- ISBN 978-626-7069-94-

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8  

10 隻小雞捉迷藏 / 安.瑪麗.史蒂芬斯

(Ann Marie Stephens)文 ; 劉佳圖 ; 李

貞慧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5X25

公分 .-- (迷繪本 ; 119)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83-5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數學--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一 定 要 穿 褲 子 嗎 ? / 雅 各 . 格 蘭 特

(Jacob Grant)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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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51-72-6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小恩的秘密花園 / 莎拉史都華(Sarah 

Stewart)文 ; 大衛司摩(David Sm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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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80-08-2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好的、壞的、嚇人的  / 喬里約翰

(Jory John) 文  ; 皮 特 奧 瓦 德 (Pete 

Oswald)圖 ; 蘇怡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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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0-16-7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好髒的哈利 / 金.紀歐(Gene Zion)文 ; 

瑪格麗特 .布羅伊 .葛雷漢 (Margaret 

Bloy Graham)圖 ; 林真美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 面; 20X28 公分 .-- (大

手牽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32-9758-1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我 會 練 習 保 持 耐 心  / 珍 妮 佛 . 羅

(Jennifer Law)文 ; 布萊恩.馬丁(Brian 

Martin)圖 ; 張家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0-94-1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哈利的花毛衣 / 金.紀歐(Gene Zion)

文  ; 瑪 格 麗 特 . 布 羅 伊 . 葛 雷 漢

(Margaret Bloy Graham)圖  ; 林真美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0X28

公分 .-- (大手牽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9759-8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哈利海邊歷險記 / 金.紀歐(Gene Zion)

文  ; 瑪 格 麗 特 . 布 羅 伊 . 葛 雷 漢

(Margaret Bloy Graham)圖  ; 林真美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20X28

公分 .-- (大手牽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9760-4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話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相遇 / 莎莉娜.尹(Salina Yoon)作.繪 ; 

董盈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阿爾發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8 .-- 42

面 ; 24X24 公 分  .-- ISBN 978-986-

94131-9-0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74.599  

紅色小雪橇  / 艾琳 .甘德爾斯伯格

(Erin Guendelsberger)文 ; 伊莉莎白.特

列濟卡娃(Elizaveta Tretyakova)圖 ; 劉

亞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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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0 面; 28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208-00-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蜘蛛人與他的神奇朋友們 : 不給糖

就搗蛋 / 史蒂夫.貝林(Steve Behling)

作 ; 前提娛樂(Premise Entertainment)

繪 ; 劉銘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38-503-0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優良蛋達人秀 / 喬里約翰(Jory John)

文 ; 皮特奧瓦德(Pete Oswald)圖 ; 彭

卉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80-28-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梅菲斯特 / 克勞斯.曼(Klaus Mann)著 ; 

姬健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新小說 ; 21) .-- 

ISBN 978-626-318-404-6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875.57  

勇敢一點!酷臉小巴哥 / 露西.阿斯特

納(Lucy Astner)文 ; 亞歷山大 .海姆

(Alexandra Helm)圖 ; 李美華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6 面; 29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0748-65-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9  

笑一笑嘛!酷臉小巴哥 / 露西.阿斯特

納(Lucy Astner)文 ; 亞歷山大 .海姆

(Alexandra Helm)圖 ; 李美華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9 .-- 26 面; 29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0748-66-6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9  

單行道  : 班雅明的「路上觀察學

院」,走入充滿張力與火花的哲學街

景 /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 ; 

姜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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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1 公分 .-- (心

靈方舟 ; 43) .-- 德文直譯詳註本 .-- 

ISBN 978-626-7095-69-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5.6  

像亞森.羅蘋一樣反應與思考 / 史蒂

芬.嘉涅(Stéphane Garnier)著 ; 何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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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95-71-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潛能 3.CST: 

創意  876.2  

七心紙牌 / 莫理斯.盧布朗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亞森羅蘋

經典全集 ; 3) .-- ISBN 978-626-7153-

40-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6.57  

小王子 / 聖.修伯里著 ; 楊玉娘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中英文彩

色版 .-- ISBN 978-626-7021-48-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6.57  

巨盜 vs.名探 / 莫理斯.盧布朗著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亞森羅蘋

經典全集 ; 1) .-- ISBN 978-626-7153-

3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6.57  

奇案密碼 / 莫理斯.盧布朗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亞森羅蘋

經典全集 ; 4) .-- ISBN 978-626-7153-

41-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6.57  

怪客軼事 / 莫理斯.盧布朗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亞森羅蘋

經典全集 ; 5) .-- ISBN 978-626-7153-

42-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6.57  

*海 底兩 萬里  / 儒勒 .凡爾納 (Jules 

Gabriel Verne)著 ; 許雅雯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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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0 .-- 512 面; 21 公分 .-- (Golden 

age ; 38) .-- ISBN 978-986-384-774-8 

(精裝) NT$630 普遍級  

 876.57  

破開甲冑 / 安娜.戈華達(Anna Gavalda)

著 ; 許雅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

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72-1-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6.57  

追憶似水年華. IV, 所多瑪與蛾摩拉 / 

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 ; 

洪藤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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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864 面; 23 公

分 .-- (黃金之葉 ; 26) .-- ISBN 978-626-

7063-21-7 (精裝) NT$850 普遍級  

 876.57  

賊星高照 / 莫理斯.盧布朗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亞森羅蘋

經典全集 ; 2) .-- ISBN 978-626-7153-

39-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6.57  

黑色的吸血蝙蝠 / 莫理士.盧布朗原

著 ; 東方編輯部改寫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亞森.羅

蘋傳奇系列  ; 22) .-- ISBN 978-986-

338-523-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76.59  

一隻小狗的聖誕節 / 勒內.吉約(René 

Guillot)文 ; 王承釩圖 ; 吳月琴譯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27-480-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6.596  

亞森.羅蘋 : 皇后的項鍊 / 莫里斯.盧

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 蘇瑩文譯 .-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

典 ; 140)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178-622-3 (平裝) NT$230 普遍級  

 876.596  

怪盜亞森.羅蘋. 3, 亞森.羅蘋的第二

張面孔 / 莫理斯.盧布朗作 .-- [新北

市] : 啟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 176 面; 23 公分 .-- (經典名著 ; 15) .-

- ISBN 978-626-95934-4-6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876.596  

怪盜紳士 : 亞森.羅蘋 / 莫里斯.盧布

朗(Maurice Leblanc)著 ; 蘇瑩文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

典 ; 139)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178-621-6 (平裝) NT$230 普遍級  

 876.596  

第三百九十七頭白象  / 勒內 .吉約

(René Guillot)文 ; 王承釩圖 ; 吳月琴

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11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79-6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876.596  

*色彩的翅膀 / 米歇爾.畢克馬(Michel 

Piquemal)文 ; 艾立克.巴圖(Éric Battut)

圖 ; 謝蕙心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109 .-- 32 面; 

22X23 公分 .-- (繪本小宇宙 ; 14)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06451-9-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我是泰迪熊奧圖 / 湯米.溫格爾文.圖 ; 

吳文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07-750-8 (精

裝) 普遍級  

 876.599  

你擁有幸福嗎? / 莉薩.比吉(Lisa Biggi)

文 ; 莫妮卡.貝瑞(Monica Barengo)圖 ;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287-3-5 (精裝) 

普遍級  

 877.599  

我在博物館迷路了,因為...... / 大衛.卡

利文 ; 班傑明.蕭圖 ; 蔬菜小姐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4 公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79N)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45-7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77.599  

秘密圖書館 / 安東尼歐.依托比作 ; 吳

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分 .-- (春天文學 ; 25) .-- ISBN 

978-957-741-581-3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878.57  

白色的祕密 / 桑德拉.阿隆索(Sandra 

Alonso)作 ; 阿蘭查.佩皮尼安(Arancha 

Perpiñán)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

文化, 11109 .-- 29 面; 24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79-8-2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878.599  

你和我 是全世界最棒的姊弟 / 愛莉

姍妲.羅卡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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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8 面; 29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526-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78.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乖女孩 / 格羅.達勒(Gro Dahle)著 ; 思

衛恩 .尼乎斯 (Svein Nyhus)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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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面; 26X28

公分 .-- (小麥田繪本館) .-- ISBN 978-

626-7000-82-3 (精裝) NT$340 普遍級  

 881.4599  

如實說到做到的小拖拉機 : 同理心

與換位思考 / 娜塔莉.昆塔特(Natalie 

Quintart)文 ; 菲利普.古森斯(Philippe 

Goossens)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32 面; 

25X26 公分 .-- (小拖拉機好品格繪本 ; 

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240-7-

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81.6599  

找回樂觀個性的小拖拉機 : 培養正

向性格與轉念思考 / 娜塔莉.昆塔特

(Natalie Quintart)文 ; 菲利普.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圖 ; 謝靜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

言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32 面; 25X26 公分 .-- (小拖

拉機好品格繪本 ; 4)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240-8-9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98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81.6599  

遇見 Little Me : 風靡國際的靈性寓言,

保加利亞版<<小王子>> / 卡莉娜.斯

蒂芬諾娃(Kalina Stefanova)作 ; 張琇

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1 公

分 .-- (自信人生 ; 180) .-- ISBN 978-

986-175-703-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83.257  

每個微小善意 / 瑪塔.巴托利(Marta 

Bartolj)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609-7 (精

裝)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83.35599  

我們都(不)孤單 / 阿爾瑪.龐格拉希奇

(Alma Pongraši)作 ; 哈娜 .維卡(Hana 

Vrca)繪 ; 陳可諭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9 .-- 32 面; 26X26 公分 .-- 

(繪本滴 ; 108) .-- ISBN 978-626-7038-

52-9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SHTB: 關懷--3-6 歲幼兒讀物  

883.36599  

美麗的世界 ,你在哪裡  / 莎莉 .魯尼

(Sally Rooney)著 ; 李靜宜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408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329) .-- ISBN 978-626-335-

80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84.157  

清秀佳人. 6, 安的莊園 / 露西.蒙哥瑪

麗(L. M. Montgomery)著 ; 林靜慧譯 .-

- 四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76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

典 ; 14) .-- ISBN 978-986-178-619-3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85.357  

*美國佬 / 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著 ; 施清

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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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8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ISBN 978-

626-314-255-8 (平裝) 普遍級  

 886.4157  

花椰菜的大日子 / 麥克.漢森著 ; 珊卓.

德拉普拉達繪 ; 汪仁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07-733-1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86.81599  

瘋狂樹屋 156 層 : 搶救聖誕節大作戰 

/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著 ; 泰

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 韓書妍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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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6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ISBN 978-

626-7000-81-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87.1596  

最 耀眼的 西裝  / 凱特 .派翠克 (Kat 

Patrick)作 ; 海莉.威爾斯(Hayley Wells)

繪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4-

614-1 (精裝) 普遍級  

 887.1599  

新聞學 

恐怖內褲入侵地球!? : 如何辨別假新

聞、不實訊息和陰謀論 / 艾莉絲.葛

拉維(Elise Gravel)文.圖 ; Joy 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1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521-582-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新聞學 2.CST: 新聞倫理 

3.CST: 通俗作品  890  

圖解新聞學 / 莊克仁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19-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新聞學  890  

其國其報 : 威權、極權與台海兩岸

報業(1949-1958) / 葉言都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南 天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4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57-638-977-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報業 2.CST: 歷史 3.CST: 新聞

政策 4.CST: 比較研究  890.9  

追青年 : 青年日報社七十週年專刊 / 

汪靜, 黃雋永, 吳亭秀執行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防部青年日報社, 

111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8625-62-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青年日報社 2.CST: 歷史 

3.CST: 報業 4.CST: 臺灣  899.33  

藝術類 

總論 

馬內的象徵革命 : 藝術場域的誕生 / 

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 ; 陳宗

文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出版有

限公司, 11109 .-- 8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77-9-4 ( 平 裝 ) 

NT$850 普遍級  

1.CST: 馬內(Manet, Edouard, 1832-

1883) 2.CST: 學術思想 3.CST: 藝術

哲學  901.1  

如 何 欣 賞 藝 術  / 卡 洛 琳 . 施 拉 姆

(Carolyn Schlam)作 ;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06-1 (平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藝術欣賞  901.2  

人體機器  / 喬治 .伯里曼(George B. 

Bridgman)著 ; 鍾沁恆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43-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藝術解剖學  901.3  

透過素描學習 : 動物+人體比較解剖

學 / 加藤公太, 小山晉平著 ; 楊哲群

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62-39-5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藝術解剖學  901.3  

真實的動 : 社會流現劇場 / 雅若宛那.

林(Arawana Hayashi)作 ; 黃秋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拾田創意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108-1-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藝術社會學 2.CST: 社會參與 

3.CST: 社會互動  901.5  

展演機構營運績效管理 / 夏學理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48-2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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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藝術行政 2.CST: 文化機構 

3.CST: 組織管理  901.6  

東西方傳統宗教繪畫 : 敦煌壁畫 X

精緻唐卡 X 坦培拉,在宗教畫中看見

藝術家的匠心獨運以及人性之美善 / 

吳守峰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1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738-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宗教藝術 2.CST: 繪畫 3.CST: 

比較研究  901.7  

台.日美術交流展. 2022 第 48 屆 = 

2022 48th Taiwan & Japan Art Exchange 

Exhibition / 林吉裕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日美術協會, 11108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41-4-

3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  

三個太陽 = Three suns / Debbie Lee, 李

依樺, 胡農欣, Alex Nichols 撰文 .-- 初

版 .-- [桃園市] : 胡農欣, 11108 .-- 136

面; 12X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01-0414-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3.CST: 文

集  902.33  

中部百位名家新勢美展. 2022 / 林輝

堂總策劃 .-- 臺中市 : 海悅共享有限

公司, 11108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22-0-4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中華文耀壬寅之美國際藝術聯展  / 

呂玉環, 林士森作 .-- 新北市 : 中華文

耀文教經貿交流協會, 11109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939-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光陰 : 2022 苗栗縣美術名家年展 = 

Time : Miaoli County Artists Annual 

Exhibition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109 .-- 1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0-

26-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印 記 / 迴 盪 / 詩 篇  : 莊 普 個 展  = 

Imprints/echoes/poems : Tsong Pu solo 

exhibition / 陶文岳專文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11108 .-- 72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74-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宜蘭獎. 2022 = Yilan awards / 呂信芳

總編輯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 111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8-89-2 (精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新竹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22 第十

三屆 / 李金柱, 李陳諒總編輯 .-- 新竹

市 : 新竹市書畫學會, 11109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677-5-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新竹美展 . 2022 = 2022 Hsinchu Art 

Exhibition / 張馨之, 李安妤總編輯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 11110 .-- 228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91-36-4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電梯向上 :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美術班畢業專輯. 第 32 屆 / 國立新竹

女子高級中學第 32 屆全體師生作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 

11108 .-- 14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1-6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大墩美展. 第 27 屆 = The 27th 

Da Dun Fine Arts Exhibition of Taichung 

City / 陳佳君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

市政府文化局, 11111 .-- 280 面; 25X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166-21-5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 灣 美 術 展 . 2022 = 2022 Fine art 

exhibition of Taiwan / 潘蓬彬總編輯 .-

- 初版 .-- 宜蘭縣壯圍鄉 : 社團法人臺

灣美術協會, 11108 .-- 1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38-2-7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閱讀記憶 : 2022 莊志輝作品集 = 2022 

Chih-Hui Chuang memory refreshed / 莊

志輝作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

湖縣政府文化局 , 11109 .-- 96 面 ; 

25X25 公分 .--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31) .-- ISBN 978-986-5427-93-1 (精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術輝煌 匠心獨具 : 府城傳統藝術

學會 / [臺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全

體理監事及會員編輯 .-- 臺南市 : 臺

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 11108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3560-7-

8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非遊記 / 駱麗真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

臺北當代藝術館出版 : 財團法人臺

北市文化基金會發行, 11109 .-- 234 面; 

24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06763-8-9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現代藝術 2.CST: 作品集 

3.CST: 東南亞  902.38  

典藏目錄. 34, 別冊 : 林玉山捐贈作品

專 輯  = Catalogue of collection 34 

separate volume : donated works of Lin 

Yu-San / 林明賢策劃編輯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9 .-- 4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54-8 (精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美術館 2.CST: 美術 

3.CST: 蒐藏品 4.CST: 目錄  902.833  

叮咚!藝術在家嗎? / 張美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32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626-343-203-1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藝術欣賞 

3.CST: 兒童教育  903  

優律思美所孕育的身心靈 : 動之教

育學 / 秦理繪子著 ; 施逸筠譯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台北市人智學教育

推廣協會, 臺北市青禾華德福實驗教

育機構,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99-2-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律動  903  

午夜太陽與貓頭鷹 : 2021 亞洲藝術

雙年展讀本  = Midnight sun and the 

owl : the reader of 2021 Asian Art 

Biennial / 蔡昭儀主編 .-- 臺中市 : 國

立臺灣美術館 ; [臺北市] : 文心藝術

基金會, 11109 .-- 2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27-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現代藝術 2.CST: 文集 3.CST: 

亞洲  907  

月兔之歌 : 2021 亞洲藝術雙年展論

壇專輯 = Collected papers of songs from 

the moon rabbit : 2021 Asian Art 

Biennial Forum / 高森信男, 侯昱寬, 泰

莎.瑪莉亞.奎松(Tessa Maria Gu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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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努 舒 卡 . 拉 堅 德 蘭 (Anushka 

Rajendran), 唐娜維.恰卜瑞蒂(Thanavi 

Chotpradit)撰文 ; 蔡昭儀主編 .-- 臺中

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8 .-- 19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625-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現代藝術 2.CST: 文集 3.CST: 

亞洲  907  

蒔光.漆韻.王清霜 / 江明親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33-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王清霜 2.CST: 藝術家 3.CST: 

臺灣傳記  909.93  

王者.大器.黃銘哲 / 林翰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41-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黃銘哲 2.CST: 藝術家 3.CST: 

臺灣傳記  909.933  

母樹.藝動.蕭麗虹 / 蘇瑤華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40-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蕭麗虹 2.CST: 藝術家 3.CST: 

臺灣傳記  909.933  

民藝.躍動.林智信 / 潘襎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639-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林智信 2.CST: 藝術家 3.CST: 

臺灣傳記  909.933  

生之慾 : 蕭耀的藝術歷程 / 蕭瓊瑞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82-304-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蕭耀 2.CST: 藝術家 3.CST: 臺

灣傳記  909.933  

翻轉.能量.鐘俊雄 / 陶文岳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36-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鐘俊雄 2.CST: 藝術家 3.CST: 

臺灣傳記  909.933  

*文藝復興之神米開朗基羅 : 跨足繪

畫、建築、詩歌,造就無數經典的傳

奇天才,卻鑿不出理想的人生 / 鄧韻

如, 華斌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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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32-673-6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2.CST: 藝術家 

3.CST: 傳記 4.CST: 義大利  909.945  

矇矓的恆星 : 李奧納多.達.文西 / 韓

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752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2.CST: 藝術家 3.CST: 科

學家 4.CST: 傳記  909.945  

音樂 

網紗記事 / 周定邦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0 .-- 176 面; 21

公分 .-- 主要內容為台語文 .-- ISBN 

978-626-7076-64-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周定邦 2.CST: 朱丁順 3.CST: 

音樂家 4.CST: 臺灣傳記  910.9933  

聽見台灣土地的聲音 : 臺灣音樂學

家李哲洋文獻保存與重建實錄 / 廖

仁義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 11110 .-- 2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6186-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李哲洋 2.CST: 音樂家 3.CST: 

臺灣傳記  910.993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白遼士 / 羅伯.克拉

森.李希著 ; 陳素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15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74-

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白遼士(Berlioz, Hector, 1803-

1869) 2.CST: 音樂家 3.CST: 傳記 

4.CST: 法國  910.9942  

*柴可夫斯基的悲愴與華麗樂章 : <<

天鵝湖>>、<<睡美人>>、<<胡桃鉗

>>,擺脫單純的娛樂性,展現高度的藝

術性,使旋律成為芭蕾舞劇的靈魂 / 

李響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668-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 Peter 

Ilich, 1840-1893) 2.CST: 音樂家 

3.CST: 傳記 4.CST: 俄國  910.9948  

和弦編寫入門 / 植田彰著 ; 林家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1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245-6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和絃 2.CST: 樂理  911.4  

馬勒交響曲  / 康士坦丁 .弗洛羅斯

(Constantin Floros) 原 著  ; 張皓 閔翻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夜鶯

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

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647-3-

8 (精裝附光碟片) NT$1300 普遍級  

1.CST: 馬勒(Mahler, Gustav, 1860-

1911) 2.CST: 交響曲 3.CST: 樂評  

912.31  

島嶼戀歌 / 周定邦創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0 .-- 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7076-65-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民謠 2.CST: 樂評 3.CST: 臺灣  

913.533  

歌流傳社會學 : 洄流迴路與台灣流

行歌 = Sociology of circulated popular 

songs : the trend and prevalence of the 

Taiwanese case / 石計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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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7-227-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歌謠 2.CST: 流行音樂 3.CST: 

臺灣史  913.6033  

劉鳳學舞蹈全集. 第二卷, 唐宮廷讌

樂舞研究. 二 : 通古今之變.春鶯囀.蘇

合香 = Liu Feng Shueh complete works 

/ 劉鳳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

法人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會, 11108 .-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

28896-6-4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宮廷樂舞 2.CST: 唐代  914  

我的第一本小提琴初學教本 / 大妍

老師(王妍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音才藝術社, 11109 .-- 1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540-0-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小提琴  916.1  

古典與浪漫之間 : 鋼琴獨奏會詮釋

報告 / 顏竹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元書局, 11108 .-- 128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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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06901-6-3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鋼琴曲 2.CST: 獨奏 3.CST: 樂

曲分析  917.104  

國立臺師大建校 100 週年鋼琴學術

研討會暨音樂會特刊 / 林明慧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11107 .-- 14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53-02-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鋼琴 2.CST: 文集  917.107  

建築 

建築 X KYLIN DESIGN / 林可揚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林可揚博士建築師

事務所, 11108 .-- 200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86-94265-2-7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華人建築歷史研究的新曙光 : 2018

海峽兩岸中生代學者建築史與文化

遺產論壇論文集 / 白穎, 曾逸仁, 林思

玲, 錢鋒, 張劍葳, 沈孟穎, 劉亦師, 楊

宇振, 肖旻, 林蕙玟, 林曉薇, 榮芳杰, 

方鳳玉, 賀從容, 吳秉聲, 諸葛凈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台灣建築史學會, 

11108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5195-6-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史 2.CST: 文化遺產 

3.CST: 文集  920.9  

建築的無為 : 造屋、常民、謝英俊 = 

Inaction of architecture / 謝英俊, 阮慶

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

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64 面; 23

公分 .-- (Archi+ ; 12) .-- ISBN 978-626-

7031-44-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謝英俊 2.CST: 建築師 3.CST: 

建築美術設計 4.CST: 作品集  

920.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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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8 .-- 28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55-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中國  922  

金門歷史建築導覽 / 黃振良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

局, 11108 .-- 冊 .-- ISBN 978-986-5468-

91-0 (第 1 冊:精裝) NT$600 .-- ISBN 

978-986-5468-92-7 ( 第 2 冊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福建省金門縣  923.33  

*第一屆至第七屆台灣景觀大獎精選

輯  = Collection of Landscape Awards 

2013-2019 / 陳子婷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11108 .-- 21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83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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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園設計師的京都名庭導覽 : 薈萃

日式文化與美學的絕景庭園散步  / 

烏賀陽百合著 ; 蘇暐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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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849-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庭園 2.CST: 造園設計 3.CST: 

景觀藝術 4.CST: 日本京都市  

929.931  

雕塑 

吾.土.吾民 : 林文海雕塑半世紀 = I, 

the land, the people : Lin Wen-Hai 

sculpture 50 years / 林文海創作 .-- 臺

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09 .-- 

20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66-16-1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33  

看得見的城市 = Visible cities / 段存真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現代畫廊 , 

11109 .-- 7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57-8738-30-0 (精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33  

詩律.形變.玄機 : 陳庭詩百秩晉十紀

念展 / 白適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 11110 .-- 126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986-282-305-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33  

中道.常新.謝棟樑 / 陳長華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34-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謝棟樑 2.CST: 雕塑家 3.CST: 

臺灣傳記  930.9933  

壬寅紀年印隨筆 : 陳宏勉篆刻手札 / 

陳宏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君香室, 

11108 .-- 236 面; 17 公分 .-- (君香室叢

書 ; 018) .-- ISBN 978-986-93272-6-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篆刻 2.CST: 文集  931.07  

此處有歸舟 / 柯詩安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行藏齋, 11109 .-- 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8320-6-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篆刻 2.CST: 印譜 3.CST: 作品

集  931.7  

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 第二十屆 

= International Biennial Print Exhibit 

2022 R.O.C.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8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619-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版畫 2.CST: 畫冊  937  

*行我之間 : 蘇明華陶藝創作展  = 

Between me and the journey : pottery 

solo exhibition by Su Ming-Hwa / 蘇明

華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葫蘆墩文化中心 , 11108 .-- 76 面 ; 

25X26 公分 .-- (藝術薪火相傳: 臺中

市美術家接力展. 第 12 屆) .-- ISBN 

978-626-7166-12-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越實 : 李思樺陶藝創作展 / 李思樺創

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109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649-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擦肩轉身一念間 : 張永宗柴燒陶藝

創作 = Pass by and between turns : Roy 

Chang wood fired pottery / 張永宗作 .-- 

初 版  .-- [ 臺 中 市 ] : 幸 福 工 作 室 , 

11109 .-- 1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2894-2-9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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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書畫 

南方.彩度.簡嘉助 / 楊永源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37-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簡嘉助 2.CST: 畫家 3.CST: 臺

灣傳記  940.9933  

清妍.鶴苑.陳永森 / 賴明珠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32-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陳永森 2.CST: 畫家 3.CST: 臺

灣傳記  940.9933  

優雅.傳神.梁秀中 / 黃冬富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38-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梁秀中 2.CST: 畫家 3.CST: 臺

灣傳記  940.9933  

歡愉.抽象.陳正雄 / 蕭瓊瑞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

館 .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

986-532-635-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陳正雄 2.CST: 畫家 3.CST: 臺

灣傳記  940.9933  

*寫實主義先驅米勒 : <拾穗>、<晚

禱>、<牧羊女與羊群>,生於土地安

於土地,從大地母親身上汲取醇厚溫

暖的力量 / 徐穎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20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669-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米勒(Millet, Jean Francois, 

1814-1875)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940.9942  

藝術主宰者安格爾 : <荷馬禮贊>、<

大宮女>、<路易十三的宣誓>追求

古典主義,復刻文藝復興,凌駕一切之

上的是對拉斐爾的敬愛 / 劉晏伶, 音

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0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688-0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安格爾(Ingres, Jean-Auguste-

Dominique, 1780-1867) 2.CST: 畫家 

3.CST: 傳記 4.CST: 法國  940.9942  

墨韻盎然 : 王乃壯大師書畫蒐藏展

特刊 / 黃靖慧, 簡易安主編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高雄市高英士中華文化典

藏教育基金會, 11110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703-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沈墨識今 : 洪坤清、徐寶珍伉儷書

畫展集 / 洪坤清, 徐寶珍作 .-- [臺北

市] : 洪坤清, 11108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37-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翰墨神筆 亮麗桃園 : 桃園市書法教

育學會 111 年會員聯展專集 / 黃慶章

作 .-- 桃園市 : 桃園市書法教育學會, 

11110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046-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硯邊絮語 : 硯田無惡歲、墨耕有書

香 / 郭芳忠著 .-- 屏東市 : 李國揚, 

11108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397-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藝術評論  942  

名家書法練習帖 : 宋徽宗.千字文 / 大

風文創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93-3-

5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5  

來楚生篆書千字文 / 陳景聰編 .-- 臺

中 市  : 正 大 光 明 毛 筆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128-4-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5  

清高塏楷書滕王閣序 / 陳景聰編 .-- 

臺中市  : 正大光明毛筆有限公司 , 

11108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128-5-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5  

蔡篤釗書藝創作展 / 蔡篤釗作 .-- 臺

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

化中心, 11109 .-- 76 面; 25X26 公分 .-

- (藝術薪火相傳: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

展. 第 12 屆) .-- ISBN 978-626-7166-23-

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鑿山骨 : 鄧君浩壬寅年刻硯集 / 鄧君

浩著作 .-- 新北市 : 意研堂設計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9309-5-3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篆刻 3.CST: 作品

集  943.5  

于右任書藝風華傳承 : 中國標準草

書學會壬寅聯展 / 陳淑娥, 黃素卿, 黃

臺芝, 王洋逵, 呂柏陞, 陳貴璋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標準草書學會, 

11109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29041-8-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 精熟級 / 療

癒人心悅讀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8 .-- 

冊 .-- (LifeStyle ; 70-) .-- 中越語版 .-- 

ISBN 978-626-7064-25-2 (第 7 冊:平裝) 

NT$199 .-- ISBN 978-626-7064-24-5 (第

6 冊:平裝) NT$199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兒童鋼筆習字帖 : 唐詩選 / 愛生活編

輯部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

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93-2-8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943.97  

繪畫裏的神鬼傳奇 / 童文娥文字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

院, 11109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562-856-7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神話  944.5  

一山走過又見一山青 : 張亦足畫集 = 

One mountain passes, the green of 

another appears : Chang Yi-Tsu's 

painting collection / 張亦足作 .-- 臺中

市 : 林義桓, 11110 .-- 60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0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洪仁堡畫集 / 洪仁堡作 .-- 臺北市 : 中

華民國畫學會, 11108 .-- 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1474-6-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陳陽熙現代水墨畫專集 = Chen Yang-

Hsi's modern ink paintings / 陳陽熙作 .-

- 桃 園 市  : 桃 園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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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180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626-7159-43-9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悲智雙運 : 十八羅漢 三十二觀音相 

再話十八羅漢 / 歐陽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11108 .-- 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763-5-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速寫基礎入門 / 飛樂鳥工作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7-808-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繪畫技法  

947.16  

佐佐木哩咧供蝦毀 : 佐佐木 NEWS 愛

台灣 / 佐佐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Titan ; 148) .-- ISBN 978-

986-179-767-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流麻溝十五號 = Untold herstory / 蠢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9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6-5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自己畫的最可愛  / 飛樂鳥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0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完全實用版 脫異世界女孩子衣服的

方法 / postmedia 編輯部作 ; 梁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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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8-499-6 ( 平 裝 ) 

NT$650 限制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亮眼插畫的構圖 IDEA / 田村桂一

(dooo Inc.), 山口真理子作 ; 洪禎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208 面; 

23 公分 .-- (愛生活 ; 129) .-- ISBN 978-

986-5520-75-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森林 = Forest / 張庭嘉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花椒設計工作室, 11109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84-1-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輕輕說晚安  / 小油画 /Little Oi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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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46-1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璞玉發光-全國藝術行銷活動」得

獎 專 輯 . 111 年  = Luminous art 

marketing / 廖婷音執行編輯 .-- 初版 .-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 

11108 .-- 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20-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天作之合 / 趙秀娟作 .-- [嘉義市] : 趙

秀娟, 111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463-4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作品集  947.5  

永旭高暉  : 王雙寬八十紀念展  = 

Eternal sunshine, radiant light : Wang 

Shuang-Kuan 80th birthday memorial 

exhibition / 王雙寬作 .-- 臺中市 : 臺中

市政府文化局, 11109 .-- 7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166-22-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光到達的地方 = Where there is light / 

蔣昀臻圖 ; 張芊玉文 .-- [臺南市] : 蔣

昀臻, 11108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3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空間思維的交疊美感 = Overlapping 

of space in art / 陳秋貴作 .-- 臺中市 : 

陳秋貴, 11110 .-- 59 面; 30X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438-2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複合媒材繪畫 

3.CST: 畫冊  947.5  

美 術 高 雄 . 2022 : 抽 象 高 雄  = 

Abstracting Kaohsiung / 吳慧芳執行編

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

術館, 11108 .-- 152 面; 26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626-7171-08-0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抽象藝術 3.CST: 

畫冊  947.5  

迴歸  : 廖修平藝術的符號文脈  = 

Return : the semiotic context of Liao 

Shiou-Ping's works / 廖修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福修文化藝

術基金會, 11108 .-- 10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5316-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跨界美學 : 曾貴海詩畫集 / 曾貴海, 

王孝珍, 王慈煥, 朱薇諺, 吳竺恩, 呂

紹瑄, 李易宸, 阮思諭, 林青毓, 林家

豪, 邱春田, 翁子晴, 張曉昀, 莊碧惠, 

許培璟, 陳韻雯, 曾詩云, 劉姿吟, 蔡

宇貞, 藍乙庭, 蘇柏蓁, 劉子嫙, 賀文

漪著 ; 黃文車主編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學, 11108 .-- 6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159-6-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暴風之眼 = L'oeil du cyclone / Patrick J. 

Gyger, Eli Commins, 黃舒屏專文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9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

648-7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藝術展覽 3.CST: 

畫冊  947.5  

戴明德. 2022 : 海邊男孩 = Tai Ming 

Te 2022 : fearless boy facing the ocean / 

戴明德創作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

縣文化觀光局, 11111 .-- 244 面; 28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20-5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繽紛.藝想 : 台中市彰化同鄉美術會

2022 年 會 員 聯 展 專 輯  = 2022 

Association of Changhua Artists in 

Taichung member group exhibition / 趙

純妙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彰化

同鄉美術會, 11109 .-- 60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86942-2-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色鉛筆畫的基礎 : 單單使用 12 色也

能將花卉和點心畫得如此逼真 / 若

林真弓著 ; 邱顯惠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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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62-

37-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2  

水彩的可能-回到真純 : 2022 桃園水

彩 藝 術 展  = The possibility of 

watercolor : 2022 Taoyuan Watercolor 

Exhibition / 郭喆超執行編輯 .-- 桃園

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1109 .-- 18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

44-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用透明水彩的描繪技法 : 勾勒出桌

上靜物的美味 / 守田篤博作 ; 黃姿頤

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62-38-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靜物畫 3.CST: 

繪畫技法  948.4  

醉飲丹青 : 水彩創意插畫技法 / 鄭貞

著 .-- 桃園市 : 鄭貞, 11109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80-1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4  

心情奇蹟  : 永平雅集聯展 . 2022 = 

Wonderland in heart / 陳陽玉, 官金鈺, 

李廣中, 陳秋鴻, 陳淑惠, 汪子儷, 陳

月妹, 陳銘嵩, 陳素雲, 賴明秀, 郭錦

惠, 林延薰, 劉麗敏, 陳秀珍, 張育維

編輯委員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陳水

財, 11109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52-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方壺迷網 : 鄭月珠油畫 / 鄭月珠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鄭月珠, 11108 .-- 

8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01-0420-7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古蹟/建築/旅遊 曾文吉 80 油畫創作

集  = Tseng, Wen-Chi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at 80 / 曾文吉作 .-- 臺中市 : 

曾文吉, 11108 .-- 96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416-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執&值 : 童清山樸實生活油畫創作

集 = Perseverance & Worth / 童清山

作 .-- 臺中市 : 童清山, 11109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23-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舒香幻化,妏彩飛揚 : 陳舒妏作品集 / 

陳舒妏作 .-- 臺中市 : 陳舒妏, 11108 .-

- 7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

01-0483-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黏土 3.CST: 作品

集  948.5  

靜花園 / 俞靜如 Sylvia 圖.文 .-- 宜蘭

縣 冬 山 鄉  : 靜 花 園 手 繪 工 作 室 , 

11109 .-- 4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6538-0-5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從 0 開始畫蠟筆畫 / 賴芝昀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8 .-- 256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270) .-- ISBN 978-626-320-234-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蠟筆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6  

簡單的真相 : 現代藝術中的單色畫 / 

西門.莫雷(Simon Morley)著 ; 田立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

分 .-- (See ; 33) .-- ISBN 978-626-7031-

43-8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現代藝術 2.CST: 西洋畫 

3.CST: 畫論  949.6  

攝影；電腦藝術 

老派攝影 : 100 個你一定要知道的底

片攝影訣竅 / 王凱著 ; 林予晞, 張皓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16 面; 23 公

分 .-- (光遷 ; 11) .-- ISBN 978-626-

96552-1-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2.CST: 照相機  

952  

數位攝影構圖設計寶典 / 尚奇數位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11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615-53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2.CST: 數位攝影  

952.2  

商業攝影實務 / 呂廷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1108 .-- 6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06896-6-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商業攝影 2.CST: 攝影技術 

3.CST: 商品攝影  953.9  

用手機畫畫!數位繪圖初學指南書 / 

(萌)表現探求サークル著 ; 楊哲群翻

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62-40-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繪畫技法 

3.CST: 行動電話  956.2  

崩壞 3 原畫集. vol.1, 流星的旅途 / 崩

壞 3 項目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46-53-8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數位藝術 

3.CST: 畫冊  956.2  

零死角動漫角色眼部電繪技法 : 從

基礎結構原理到繪圖過程,人氣繪師

教你精準掌握眼部繪製訣竅 / 末冨

正直, 秋赤音, ちょん*, 湖木マウ, 金

平東, SPIdeR 作 ; 王怡山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6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繪畫技法  

956.2  

樟之細路的秘密攝影集 = Secrets of 

the raknus selu trail / 史 道 華 (Chris 

Stowers)攝影 .-- 臺北市 : 美商超躍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1109 .-- 8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6511-0-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2  

再見諸羅 : 2014 年鯤鯓王嘉義巡禮

會香攝影集 / 李國殿, 黃文博合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南鯤鯓代天府 , 

11110 .-- 216 面; 28X30 公分 .-- (南鯤

鯓文化叢書  ; 38) .-- ISBN 978-986-

91865-3-7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追火車的日子 / 黃威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雙囍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9 .-- 288 面; 28 公分 .-- (土地

風景 ; 1) .-- ISBN 978-626-95907-9-7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火車 2.CST: 鐵路 3.CST: 攝影

集  957.9  

無界∞鏡相 : 科學攝影事件簿 2020-

2021 = Infinite camera world :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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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2020-2021 / 楊翎主編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1110 .-- 26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45-017-2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科學攝影  

957.9  

潮浪基隆 = Wave Keelung / 李明璁專

文 ; 朱逸文, 袁詩堯, 陳婉寧, 蔡耀徵

攝影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文化

局, 11109 .-- 204 面; 20X21 公分 .-- (文

心叢刊 ; 317) .-- ISBN 978-986-5417-

36-9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魔地佛 = Muddy Buddha / 姚瑞中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 (Catch ; 288)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206-09-6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浯島吾民 / 林金榮攝影 .-- 初版 .-- 金

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10 .-

- 1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468-94-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那些漸漸喜歡上人的日子 / 鬼海弘

雄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日文系 ; 62) .-- ISBN 978-

986-179-765-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1  

埃爾溫.奧拉夫 : 完美時刻 未竟世界 

= Erwin Olaf : perfect moment–

incomplete world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

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8 .--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621-0 (精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472  

工藝美術 

世界觀的營造法則 : 從靈感發想到

設計,簡明易懂的概念美術入門 / 有

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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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84-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應用美術 2.CST: 繪畫技法  

960  

設計的思考,UX 設計核心問答 : 198

個設計師常見問題,從專案管理到方

法應用,設計不只是單純的紙上談兵! 

/ 周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71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問題集  960.022  

設計色彩 : 概念綜述 X 觀摩學習 X

情感表達 X 實際應用 X 作品賞析,一

本書讓你精準掌握色彩藝術 / 楊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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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織色入史箋 : 中國顏色的理性與感

性 / 陳魯南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

693-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2.CST: 五色 3.CST: 文

化研究  963  

創意樹 : 意術創作與管理 = Creative 

tree method : idea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 楊彩玲, 陸定邦著 .-- 臺

南市 : 定風閣國際有限公司, 11108 .-

- 1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1146-2-2 (平裝) NT$400 .-- ISBN 978-

986-91146-3-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工藝設計 2.CST: 造型藝術 

3.CST: 方法論  964.8  

橫山工藝微聚落-染織工坊 CAD : 植

纖梭織+染織 : 綠色經濟綠色創生方

案 / 盧圓華主編 .-- 高雄市 : 樹德科

技大學橫山 USR 專案推動辦公室, 

11109 .-- 1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55-0-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編織工藝 2.CST: 印染 3.CST: 

綠色經濟  966  

魯凱族大武部落的美麗與榮耀. 服飾

/頭飾篇 / 杜富菊作 .-- 一版 .-- 屏東

市 : 杜富菊, 11110 .-- 1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421-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服裝工藝美術 2.CST: 服飾 

3.CST: 魯凱族  966.9  

全齡住宅設計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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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3

公分 .-- (Solution ; 141) .-- ISBN 978-

986-408-850-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空間設計  

967  

春池玻璃 : 透明的永續循環 = Spring 

pool glass : circular economy - 

transparency of sustainability / 郭慧, 陳

冠帆採訪撰稿 ; 羅健宏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一頁文化制作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168 面; 21 公分 .-- 

(Verse books brand ; 1) .-- ISBN 978-

626-96330-1-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玻璃工藝 2.CST: 永續發展 

3.CST: 作品集  968.1  

風土意匠 : 翁水千及其大木作技術 : 

重要大木作技術保存者 / 江柏煒撰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1109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656-2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翁水千 2.CST: 建築 3.CST: 傳

統技藝 4.CST: 臺灣傳記  969  

飛檐凌空 : 莊西勢及其土水作技術 : 

重要土水修造(瓦作)技術保存者 / 江

柏煒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 11109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55-5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莊西勢 2.CST: 建築 3.CST: 傳

統技藝 4.CST: 臺灣傳記  969  

掌中風華 : 十八、十九世紀東西方

工藝扇私藏賞集 / 陳澤賢, 陳鴻榮專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 震榮堂 , 

11109 .-- 2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86967-3-0 (精裝) NT$1400 普遍級  

1.CST: 扇 2.CST: 工藝美術 3.CST: 蒐

藏品  969.9  

技藝 

匠心獨運 : 十位押花作家藝術創作

合輯 = Unique originality : works of ten 

pressed flower artists / 盧秀麗, 周麗惠, 

江品璇, 李雯戎, 許淑娟, 施養佳, 陳

美玲, 賴詩佳, 羅凱蔆, 黃玲音作 .-- 臺

中市 : 盧秀麗手作押花教室, 1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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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449-0-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壓花 2.CST: 作品集  971  

花雅集花藝文創學校 : 花藝設計基

礎科 = Yia Gia Flower Design School : 

flower design text beginning / 花雅集花

藝文創學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花

雅集花藝文創學校出版 : 雅集室內

裝修設計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144

面 ; 21X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39-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擬真摺紙. 5, 恐龍與古代生物篇 / 福

井久男著 ; 彭春美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 112 面; 26 公分 .-- (愛摺紙 ; 21) .-- 

ISBN 978-957-686-841-2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摺紙  972.1  

驚奇的變身摺紙 / 小林一夫監修 ; 彭

春美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28 面; 26 公

分 .-- (愛摺紙 ; 9) .-- ISBN 978-957-

686-842-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摺紙  972.1  

戲劇 

身體網絡 : 當代表演的文化與生態 : 

「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

會 2017-2021 = Networked bodies : the 

culture and ecosystem of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 Asia discovers Asia 

meeting for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2017-2021 / Freda Fiala, Nicole 

Haitzinger, Rosemary Hinde, Danielle 

Khleang, Helly Minarti, Nanako 

Nakajima, Jessica Olivieri, Cristina 

Sanchez-Kozyreva, Anador Walsh, 王柏

偉, 江政樺, 李宗興, 周伶芝, 邱誌勇, 

唐瑄, 陳成婷, 陳佾均, 張懿文, 黃鼎

云, 程昕, 鄭得恩, 韓雪梅作 ; 林人中

編 .-- 臺北市 :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11108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48-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表演藝術 2.CST: 現代藝術  

980  

*2020 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生活在

他方>>2021 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

巴別塔>>藝術專刊 / 藍羚涵總編輯 .-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1-15-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表演藝術 2.CST: 藝術評論 

3.CST: 文集  980.7  

表演建築 : 美感與功能的交響 / 江維

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322-9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劇場藝術 2.CST: 舞臺設計 

3.CST: 建築美術設計 4.CST: 空間設

計  981.1  

東方的設計思考在西方的光影表現 : 

以三檔美國燈光設計作品為例 / 鍾

宜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鍾宜泰, 

11109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01-3 (活頁裝) NT$600 普遍

級  

1.CST: 舞臺燈光 2.CST: 劇場藝術  

981.35  

導演筆記 : 導演椅上學到的 130 堂課 

/ Frank Hauser, Russell Reich 著 ; 李淑

貞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271-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導演 2.CST: 劇場藝術 3.CST: 

舞臺劇  981.4  

<<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

究 / 王三慶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國

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11107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04-6-

5 (第 1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地方戲曲 2.CST: 中國  982.5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2022 第 29 屆 : 造

聲 遊 歷  = Women Make Waves int'l 

Film Festival Taiwan. 29th : feverish 

rewind / 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作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

像學會, 11108 .-- 14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3323-3-0 (平裝) NT$70

普遍級  

1.CST: 影展 2.CST: 女性主義  987  

*陶醉影畫 / 老溫, 剛田武, 六色羽, 風

見喬著 .-- 臺中市 : 鑫富樂文教事業

有限公司, 11108 .-- 152 面; 21 公分 .-

- (藝術設計  ; 1) .-- ISBN 978-986-

98852-7-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987.013  

運動電影感想 / 破風, 君靈鈴, 藍色水

銀, 765334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12-

8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987.013  

剪故事 : 金獎剪輯師的電影深層學!

從電影敘事、17 階段戲劇結構,到類

型電影心法攻略  / 高鳴晟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4-39-

7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剪輯技術  

987.47  

走過愛的蠻荒 : 影像紀錄集 / 拙八郎

創意執行股份有限公司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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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8-505-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989.233  

遊藝；娛樂；休閒 

休閒活動企劃與設計 / 鍾温凊, 曾秉

希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8 .-- 4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72-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休閒活動  990  

觀光行政與法規實務 / 莊勝評編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4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65-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觀光行政 2.CST: 觀光法規  

992.1  

旅行業經營管理 / 王宗彥, 劉仁民, 何

旻娟, 楊朋振, 余曉玲, 戴文惠, 唐受

衡合著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109 .-- 2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906-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旅遊業管理  992.2  

永續觀光與地方創生 / 丁福致, 李維

貞, 張金印, 陳瑜如, 趙丹平, 謝理仰, 

羅旭壯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208-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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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觀光行政 2.CST: 永續發展 

3.CST: 社區總體營造 4.CST: 文集  

992.207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一冊, 實務一

&觀光資源概要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有限公

司, 馬跡領隊導遊訓練中心, 11109 .-- 

36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06871-0-1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導遊 2.CST: 領隊  992.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二冊, 實務二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有限公司, 馬跡領隊導遊訓

練中心, 11109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71-1-8 ( 平 裝 ) 

NT$980 普遍級  

1.CST: 導遊 2.CST: 領隊  992.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三冊, 領隊別

冊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二版 .-- 臺北

市 : 馬跡庫比有限公司, 馬跡領隊導

遊訓練中心, 11109 .-- 2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871-2-5 (平裝) 

NT$670 普遍級  

1.CST: 導遊 2.CST: 領隊  992.5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23 : 重點整理、

試題解析、考照攻略 / 蔡進祥, 徐世

杰, 賴子敬, 鄧秀玉著 .-- 十五版 .-- 新

北市 :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923-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領隊 2.CST: 導遊  992.5  

大山 : 人與山的心靈對話 / 吉姆.黑赫

司特著 ; 譚家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2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73-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成功法 3.CST: 珠

穆朗瑪峰  992.77  

古道與步道 / 許金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許金華, 11109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399-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健行 3.CST: 臺灣  

992.77  

面山面海教育與安全機制論壇. 2022 

/ 夷將.拔路兒, 周美伍, 吳欣修, 洪宗

楷, 李世斌, 江國樑, 蘇益昌, 吳俊鴻, 

杜國正, 陳龍輝, 楊瑞芬, 楊模麟, 鄭

瑞昌, 盧淑妃, 尚憶薇, 潘義祥, 林妍

伶, Jim King, 丁后儀, 丁國桓, 乜寇.索

克魯曼, 王競鐸(王學仁), 孔垂翔, 朱

文正, 林才晸, 吳耀族, 邱賢慈, 范綱

竺, 洪丞軒, 徐子恆, 徐震宇, 翁志航, 

張淑彗, 黃雅億, 李文瑞, 陳玉峰, 陳

孝夫, 陳彥文, 陳冠榮, 陳慧諼, 黃柏

融, 孫含瑜, 楊志明, 楊昌展, 楊定龍, 

廖大瑋, 潘義祥, 賴韋綸, 謝得燦, 魏

哲修, 博崴媽媽作 .-- [臺北市] : 博崴

媽媽, 11109 .-- 4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490-0 ( 平 裝 ) 

NT$180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安全教育 3.CST: 

災難救助 4.CST: 文集  992.7707  

大魚咬尋祕寶實境遊戲 / 方雅芬作 ; 

蔡嘉驊繪圖 .--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 11108 .-- 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5-018-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996  

新版象棋寶典. 中局篇 / 張影富, 張弘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 (遊藝館 ; 24) .-- ISBN 978-626-7199-

22-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象棋  997.12  

新版象棋寶典. 布局篇 / 李艾東, 桔梅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 (遊藝館 ; 23) .-- ISBN 978-626-7199-

21-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象棋  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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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455-

4 (第 28 冊: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提升專注力的 110 件創意提案 / 李惠

珍(珍珍老師)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教育之友文化, 11108 .-- 108 面; 19X22

公分 .-- (Open mind ; 8) .-- ISBN 978-

986-5783-90-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工藝美術 2.CST: 勞作  999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i 星球愛思考: 國中生公共議題思考

手冊/劉文鴻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

教育局, 11108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4-50-3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Practical language learner/author Martin 

Thompson .-- 臺 中 市  : 臺 中 科 大 , 

11109 .-- 11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8-6-5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Tainan Art Museum. 2021/editor-in-chief 

Yu-Chun Lin .-- first edition .-- 臺南市 : 

南美館,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1-29-6 (PDF) 普遍級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annual 

report. 2021/editor-in-chief Ming-che 

Lee .-- 1st edition .-- 臺北市 : 文策院, 

11108 .-- 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24-1 (平裝) 普遍級  

*Taoyuan coastal management 

achievements: reverse thinking. 2016-

2021/editor-in-chief Li-De Lu .-- 桃園

市 : 桃市府, 11108 .-- 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27-9 (精裝) 普遍

級  

戶政檔案知識王/陳又菁編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八德區戶政事

務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47-7 (PDF) 普遍級  

代間學習教材樂齡學堂. 2022: 中英

文經典共讀/葉若潔作 .-- 臺北市 : 北

市大聰明老化跨域創新中心, 11110 .-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

52-7 (平裝) 普遍級  

托育人員之性別平等課程指引/諶淑

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家署 , 

11108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52-9 (平裝) NT$100 普遍級  

作物有害生物分類與鑑定技術在植

物防檢疫之應用研討會專刊. 2022/王

昭月, 王惠雯, 王智立, 古家榮, 申屠

萱, 石憲宗, 安寶貞, 朱皇熹, 余祥萱, 

呂昀陞, 李奇峯, 李啟陽, 周俊男, 林

宗岐, 林宗俊, 林玫珠, 林雅雯, 林鳳

琪, 翁壹姿, 張淑貞, 張萃媖, 郭子敬, 

郭彥甫, 陳文華, 陳君弢, 陳金枝, 陳

羿秀, 陳啟予, 陳淑佩, 黃千育, 黃巧

雯, 黃晉興, 楊正澤, 楊爵因, 歐玠皜, 

蔡佳欣, 蔡偉皇, 鄭櫻慧, 蕭旭峰, 謝

方智, 謝廷芳, 謝孟珊, 鍾富雅, 顏聖

紘作; 陳淑佩, 蔡志濃, 董耀仁, 李啟

陽, 張淑貞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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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農試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0-92-9 (PDF) 普遍級  

我需要有人幫我做決定嗎?: 輔助宣

告及監護宣告易讀版宣導手冊/ .-- 雲

林縣 : 雲林縣社會處, 11109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73-7 (平

裝) 普遍級  

走出我的小宇宙: 臺北市中山女高人

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偏鄉服務成果

集/王芷儀, 王韻筑, 吳函庭, 李元妤, 

李若綺, 李紫涵, 林其璇, 林郁庭, 洪

翊芸, 郁蔓苓, 陳子馨, 陳宥均, 陳思

妤, 程霜菲, 黃可薰, 黃理央, 黃湘婷, 

楊小姍, 蕭昌怡, 羅褘作; 楊小姍主編

輯 .-- 臺北市 : 北市中山女中, 11108 .-

- 1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45-9 (平裝) 普遍級  

身體網絡: 當代表演的文化與生態: 

「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

會 2017-2021/Freda Fiala, Nicole 

Haitzinger, Rosemary Hinde, Danielle 

Khleang, Helly Minarti, Nanako 

Nakajima, Jessica Olivieri, Cristina 

Sanchez-Kozyreva, Anador Walsh, 王柏

偉, 江政樺, 李宗興, 周伶芝, 邱誌勇, 

唐瑄, 陳成婷, 陳佾均, 張懿文, 黃鼎

云, 程昕, 鄭得恩, 韓雪梅作; 林人中

編 .-- 臺北市 :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46-6 (PDF) 普遍級  

抵嘉!創∞生活/林峻丞主編 .-- 嘉義

市 : 嘉市府, 11109 .-- 127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7109-18-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後疫情時代教學創新示範國際研討

會. 2022: 智慧教育世代的教學實踐

典 範 論 文 集  = Post pandemic 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Demonstration 2022/陶冠全等作; 鄧育

承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科

大教卓中心, 11108 .-- 95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157-7-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活力健康餐盒/陳子玲作 .-- 臺北市 : 

北 市 大 聰 明 老 化 跨 域 創 新 中 心 ,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51-0 (平裝) 普遍級  

秋韻雅風: 兩岸三地水墨畫交流展/

林世英主編 .-- 金門縣 : 金縣文化局, 

11109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93-4 (平裝) 普遍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八德區: 百年農情八塊厝/王沛涵, 

李孟穎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

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35-4 (平裝) 普遍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大園區: 風華再現許厝港/陳怡璇, 

吳玫玢, 蕭詩蒨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38-5 (平裝) 普遍

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大溪區: 尋訪大溪逗陣來/邱冠璋, 

麥桂齡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

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34-7 (平裝) 普遍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中壢區: 踏青查塘探高鐵/游淑珍, 

蕭財煌, 張榕庭, 蔡本慧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30-9 (平

裝) 普遍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平鎮區: 勇現盛妝薈麒麟/魏瑞汶, 

張惠眞, 吳瑞香, 吳佩貞, 呂慧鈴, 陳

彥儒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

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31-6 (平裝) 普遍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桃園區: 桃園古城好[]迌/李明宗, 

潘詣昀, 劉崑祥, 游象昌, 許惠玲編輯

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

29-3 (平裝) 普遍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復興區: 角板(Pyasan)山中溪遊記/

賴鈺筑, 謝芷吟, 合瓦艾.達告, 李睿宸, 

薛詩騰, 謝伊婷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41-5 (平裝) 普遍

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新屋區: 海客永傳護礁情/徐大川, 

徐永相, 詹育融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40-8 (平裝) 普遍

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楊梅區: 尋幽探古訪茶趣/詹益賢, 

袁明慶, 柯虹君, 鄒雅琪, 李華玲, 吳

東穎, 梁琇凱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

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32-3 (平裝) 普遍

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龍潭區: 龍茶水清古風采/游月鈴, 

林志勲, 趙麗玲, 陳淑怡, 黃美娟, 黃

春芳, 李靜芬, 戴綺利編輯委員 .-- 桃

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33-0 (平裝) 

普遍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龜山區: 稻浪茶醇賞楓香/房瑞美, 

林士哲, 郭晏庭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36-1 (平裝) 普遍

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蘆竹區: 土埆厝腳燒窯趣/邱俊智

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37-8 (平裝) 普遍級  

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

材-觀音區: 愛蓮漯沙觀海遊/楊千慧, 

邱俊揚, 楊軒豪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39-2 (平裝) 普遍

級  

海口泊地至舊港泊地/海軍大氣海洋

局編 .-- 第八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

海洋局, 11109 .-- 1 面; 84X118 公分 .-

- ISBN 978-626-7080-37-5 (全開單張) 

NT$450 普遍級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經濟部能源局編

輯 .-- 八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33-294-

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一冊, 綜合類

及節約能源類/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八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 

11109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3-290-7 (平裝) NT$1010 普遍級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二冊, 石油類

及氣體燃料類/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八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 

11109 .-- 53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3-291-4 (平裝) NT$685 普遍級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三冊, 電力類/

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八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1109 .-- 1071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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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292-1 (平

裝) NT$1340 普遍級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四冊, 再生能

源類/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八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1109 .-- 6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293-

8 (平裝) NT$665 普遍級  

追求更好: 嘉義縣卓越農業/黃語晨, 

林欣諼, 鄭硯尹作 .-- 初版 .-- 嘉義縣 : 

嘉義縣農業處, 11108 .-- 7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09-21-2 (平裝) 

普遍級  

動物用藥品產業人員教育訓練講義. 

111 年度: 純水與非無菌產品微生物

限量檢驗與確效/林函頤, 柯佩均, 嚴

仕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農委會家

畜衛驗所, 11108 .-- 10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0-98-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動物用藥品產業人員教育訓練講義. 

111 年度: 實驗動物管理與 GMP 工廠

偏差處理 /呂理福 , 簡旭哲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 

11108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00-97-4 (平裝) NT$270 普遍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

輯: 切片: 彩墨藝術的社會診療相談

室 =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center 

exhibition: biopsy: the conversation room 

in the art of color ink for social therapy/

蕭璽, 張若綺, 洪郁喜, 黃昱斌, 徐祖

寬, 洪國為作; 陳向濂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勤益科大, 111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20-4-

3 (精裝) 普遍級  

國家圖書館「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雙年刊. 創刊號= NCL TRCCS biennial 

bulletin. 2022 issue/洪淑芬, 閔國棋執

行編輯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 

11109 .-- 1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678-717-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從鄰避到鄰愛: 臺中市動物之家后里

園區大事紀/姜淑芳主編 .-- 臺中市 :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1108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6-15-

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

與教學. 1, FUN.色~有藝思/陳怡蒨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8-

54-2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

與教學. 2, 城市記「藝」/鐘兆慧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8-

55-9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

與教學. 3, 少即是多的用色練習/莊

浩志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56-6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

與教學. 5, 閱讀色彩 探索表現/鍾政

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 

11108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58-0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

離. 1, 「藝」窺究竟/陳秋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8-59-7 (平

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

離. 2, 游於「藝」/楊芬林, 何維貞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8-

60-3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

離. 3, 藝起遊現代舞/葉宛芃, 謝宛霖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師 大 , 

11108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61-0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

離. 4, 藝象/徐子晴, 蕭家盈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8-62-7 (平

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

離. 5, with space/尤曉晴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2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63-4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1, 手指

來跳舞: 巴赫初步鋼琴曲集與舞曲/

翁宗裕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49-8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2, 巴洛

克時期藝術風格與音樂大師/柯逸凡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師 大 , 

11108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50-4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3, 巴赫

創意曲創作手法及作品賞析/高瑀婕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師 大 , 

11108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51-1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4, 音樂

Buffet-巴赫英法組曲作品賞析/桑慧

芬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 

11108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52-8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5, 巴赫

十二平均律/林怡君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53-5 (平裝)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 

教學示例:「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

與教學. 4, 彩繪藝術狗學習歷程/簡

俊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57-3 (平裝) 普遍級  

現代書法藝術的跨域對話 /廖慶華

著 .-- 初版 .-- 花蓮縣 : 東華大學 , 

11108 .-- 2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532-9-8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第二十九屆系所友暨第十六屆研究

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林妘璟, 陳薏

儒, 張育綸, 張嘉惠, 李和澄, 蘇于喬, 

陳皓渝, 黃小瑜, 蔡叔珍, 方玄琳, 黃

瀞萱, 陳馨頻, 黃守玄, 張語媃, 盧淑

美, 陳鴻麒著;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研究生學會學術組編輯 .-- 高

雄市 : 高雄師大國文系, 11108 .-- 3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11-6-

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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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台北.我們的未來/簡永昌文字

採訪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北市產

發局, 11109 .-- 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53-4 (平裝) 普遍級  

新北市政府防制就業歧視案例實錄. 

16/葉建能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

勞工局, 11109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5-28-0 (平裝) 普遍

級  

新北市學生美展. 111 年= New Taipei 

City Student's Contest of Art Exhibition/

龔雅雯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

化局, 11109 .-- 341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5-24-2 (隨身碟) 普遍級  

新竹縣考古遺址普查計畫成果報告

書. 110 年度/蕭清松計畫主持; 蔣秉

真協同主持 .-- 新竹縣 : 竹縣文化局,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091-37-

1 (全套:平裝) NT$1600 普遍級  

*新創臺北: 臺北市創新創業政策白

皮書= Advancing startups in Taipei/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產發局, 

11109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54-1 (平裝) 普遍級  

詩/思太平洋= Pondering the Pacific/黃

士豪, 陳鈺真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中山大學外文系, 11108 .-- 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5583-5-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臺北市防災易讀手冊. 3: 火災來了怎

麼辦(預防篇)/陳政維, 林如瑩, 陳俊

豪, 賴浥富, 趙欣, 陳子喬, 李欣妍, 楊

淑青, 張世塤, 林盈秀, 黃云甄, 潘宗

毅, 黃琴茹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消防

局, 11109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4-57-2 (平裝) NT$50 普遍

級  

*臺灣手語. 第 1 冊, 上學去/張榮興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 

11107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11-0 (平裝) NT$210 普遍級  

銀同合作社: 南大∞銀同創藝基地/

李香蓮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大學

視設系, 11109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632-5-9 (平裝) 普遍

級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海域休閒活

動整合規劃與管理/李孟璁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休閒系 , 

11108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31-3-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潘格琳愛賞花/馮郁筑文; 潘樵, 黃韻

如 圖  .-- 初 版  .-- 南 投 縣  : 暨 大 , 

11108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01-4-5 (精裝) 普遍級  

賞桃園: 學在地.話鄉土.傳民情/林明

裕總策劃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59-42-

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歷史建築延平郡王祠(含鄭成功文物

館)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

報告書/吳秉聲計畫主持; 顏世樺共

同主持; 鍾育霖, 葉玉祥, 蔡侑樺協同

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

局, 11108 .-- 6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32-6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龍門及尖山漁港 /海軍大氣海洋局

編 .-- 第三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

洋局, 11109 .-- 1 面; 84X118 公分 .-- 

ISBN 978-626-7080-39-9 (全開單張 ) 

NT$400 普遍級  

環境保護 35 年回顧與展望/丁子芸, 

王盈方, 溫育勇, 吳奕霖, 郭孟芸, 吳

孟兒, 葉信君, 郭文娟, 龔偉玲, 潘淑

華, 方敬勛, 章心怡, 何麗卿, 劉婉儀, 

李維民, 魏 薇, 張育禎, 羅禮淳, 周

雯萱, 陳冠宇, 何健仁, 鄭祖壽, 許峻

嘉, 簡大詠, 梁喬凱, 林芷昀, 陳月詩, 

江勝偉, 邱采晴, 朱肇安, 王傑霖, 章

凱婷, 周穎志, 翁王昌, 高俊璿, 鄭玉

琴, 葉惠芬, 甘智仁, 葉宇珊, 謝育甄, 

許智強, 葉俊閔, 陳妍靜, 廖佩茹, 盧

佩君, 張復翔, 廖佩茹, 謝惠冰, 李衍

寛, 洪立群, 簡吟純, 羅仕臣, 彭詠綺, 

王瑞鋐, 孫維謙, 黃明輝, 歐真妤, 王

建東, 林呈在, 林心汝, 鄧丕信, 李宜

娟, 鄭書華, 陳奕睿, 楊湘雲, 盧秀卿, 

顏維志, 李逢茹, 李俊霖, 羅振誠, 陳

俊融, 呂聆文, 翁文穎, 連奕偉, 李志

怡, 翁瑞豪, 曹芝寧, 劉秋菊, 費齊信, 

葉明昇, 林書庸, 廖保雲, 廖淑秋, 簡

曉綺, 符瓊秋, 吳宜甄, 莊富凱, 楊珉

儀, 苑守成, 阮儀芳, 陳凱婷, 陳芳美, 

鄭筱南, 呂春珠, 鄭郁平, 葉秀明, 林

芯騏, 林雯妤, 鄭安利, 王金蘭, 鄧涵

文, 張紹欣, 張立慧, 林高正, 李亮翰, 

劉郁婷, 陳麗玲, 李日琳, 梁鴻君, 沈

美智, 林素菁, 蕭英琪, 楊錫桂, 吳隆

成, 劉妍玉, 趙國芬, 黃建華, 盛茂仁, 

劉 倩, 蔡佳靜, 張寶璽, 顏素真, 蔡

雅如, 鄭秋萍, 徐伊亭, 謝廣懷, 蕭友

淨, 陳志強, 黃種盛, 翁國豪, 陳渤丰, 

李明昌, 邱彥璋, 謝心色, 陳又楚, 林

紋娟, 施凱棋, 李宣樺, 方珛菡, 郭峻

愷, 李涵芸, 邱育民, 王哲煒, 蔡秉諺, 

李沛軒, 黃怡華, 陳奐宇, 吳旻燁, 蔡

明翰, 劉瑋嘉, 劉瑞祥, 倪炳雄, 黃士

漢, 賴俊吉, 張凱程, 呂詠晴, 黃敬堯, 

賴文惠, 陳育廷, 詹皓凱, 張富傑, 張

若儀, 林詩涵, 陳子軒, 謝菊蕙, 楊乃

瑾, 洪豪駿, 吳佩洋, 蔡豐任, 黃志弘, 

張芯瑜, 許位嘉, 吳雅婷, 張良麗, 姬

邦傑, 范嘉勻, 洪靜宜, 齊慕凡, 吳貞

霖, 張志偉, 黃健瑋, 陳荸之, 陳彥君, 

米姿蓉, 顏銘稚, 邱景昆, 林家銘, 曾

灼灼, 賴祐淞, 余家光, 楊婷貽, 蕭大

為, 魏文娟, 郭偉齡, 謝承璋, 王士榮, 

黃柏禎, 陳滄欽, 許志福, 郭季華, 李

如訓, 黃壬瑰, 吳文琴, 盧素如, 湯宜

佩, 張乃仁, 許正雄, 陳勇成, 張輝川, 

金以仁, 許涵婷, 郭庭赫, 陳柏志, 徐

位宏, 張主牧, 曾 真, 石承治, 林珊

如, 蕭吉良, 郭世強, 高曉菁, 林冠伶, 

黃鳳嬌, 陳炫妙, 蔡永泰, 李建森, 魏

文宜, 王耀晟, 梁淑婷, 郭瓊梅, 陳坤

寧, 郭權展, 施珮瑜, 曾慶昌, 賀志殷, 

戴鴻勳, 李姿瑩, 胡嘉容, 林慧華, 潘

嘉妤, 許勝雄, 陳明源, 李奇樺編撰; 

葉俊宏總編  .-- 臺北市  : 環保署 , 

11108 .-- 冊 .-- ISBN 978-986-5438-69-

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舊港泊地至三貂角/海軍大氣海洋局

編 .-- 第八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

洋局, 11109 .-- 1 面; 84X118 公分 .-- 

ISBN 978-626-7080-36-8 (全開單張 ) 

NT$450 普遍級  

鎖港漁港/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 第三

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 

11109 .-- 1 面; 84X118 公分 .-- ISBN 

978-626-7080-38-2 (全開單張) NT$400

普遍級  

蟄伏的野玫: 葛如婷創作理念與實務

-代表作品創作報告/葛如婷著 .-- 臺

中市 : 臺中科大商設系, 11109 .-- 1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8-7-

2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臺語囡仔歌>>臺語兒歌教學引導

別冊/林武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11109 .-- 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00-03-2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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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囡仔歌>>繪本阿公美術教室

別冊/鄭明進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200-04-9 (平裝) 

NT$6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飲料實務完全攻

略/畢瑩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7-319-8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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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10-5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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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11-2 (PDF) 普遍級  

(升科大 /四技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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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24-2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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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15-0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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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18-1 (PDF) 

普遍級  

( 升 科 大 / 四 技 二 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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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25-9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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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20-4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機件原理完全攻

略機件原理完全攻略/黃蓉編著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21-1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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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22-8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家政概論與家庭教育

完全攻略. 2023 版/謝坤鐘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9 .-- 4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2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歷年試題+模

擬考)/王志成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3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92-4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程式設計實習完全攻

略. 2023 版/劉焱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61-0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電工機械(含實習)(歷年

試題+模擬考). 2023 版/程昊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7-264-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電工機械(含實習)完全

攻略. 2023 版/鄭祥瑞, 程昊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8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7-263-4 (平裝) NT$53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

(歷年試題+模擬考)/甄帥, 林柏超編

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8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265-8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升科大四技)數學(B)商職(歷年試題

+模擬考)/學寧編著 .-- 第二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268-9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

擬考)/黃蓉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4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26-6 (平裝) 

NT$41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製圖

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何曜辰編

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9 .-- 3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327-3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完全攻

略. 2023 版/劉得民, 蔡忻芸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8 .-- 25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37-26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造(歷年試題+模

擬考)/盧彥富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304-4 (平

裝) NT$33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圖實習完全攻

略. 2023 版/韓森, 千均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266-5 (平裝) NT$37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餐飲服務技術完全攻

略. 2023 版/畢瑩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3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7-281-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完全攻略. 2023 版/謝坤鐘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28-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觀光餐旅業導論完全

攻略. 2023 版/高芬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4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7-280-

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共同科目)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測

驗課文版套書. 2023/李宜藍, 劉似蓉, 

高偉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37-286-3 (全套 :平裝 ) NT$1250

普遍級  

(共同科目-工職)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課文版套書. 2023/李宜藍, 劉

似蓉, 高偉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7-288-7 (全套:平裝) 

NT$1300 普遍級  

(共同科目-商職)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課文版套書. 2023/李宜藍, 劉

似蓉, 高偉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7-287-0 (全套:平裝) 

NT$128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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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營事業)國民營英文高分題庫/

德芬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08 .-- 5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85-6 (平裝) 

普遍級  

(教甄教檢)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歷

年考題大觀/徐弘縉編著 .-- 第五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664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09-9 (平裝) NT$670 普遍級  

(農會招考)農產運銷: 最新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宏典文化農會招考對策

研究小組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3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46-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農會招考)農會企業管理: 最新重點

整理+精選考題 /楊鈞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47-

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升科大四技

統一入學測驗課文版套書. 2023/陸冠

奇, 鄭祥瑞, 程昊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7-290-0 (全套:平裝) 

NT$1415 普遍級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升科大四技

統一入學測驗題庫版套書. 2023/陸冠

奇, 程昊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7-289-4 ( 全 套 : 平 裝 ) 

NT$1065 普遍級  

(餐旅群)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測驗

題庫版套書. 2023/高芬, 畢瑩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7-291-

7 (全套:平裝) NT$1215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警專英文滿分這樣讀. 

2023 版/倪明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08-2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警專國文滿分這樣讀. 

2023 版/李宜藍, 邱鉦倫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293-1 (平裝) NT$49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警專數學乙滿分這樣

讀. 2023 版/高偉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07-

5 (平裝)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警專數學甲滿分這樣

讀. 2023 版/高偉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06-

8 (平裝) 普遍級  

12 堂不動產估價概要必修課: 重點歸

納+試題演練一本 go/張芳清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74-0 (PDF) 普遍級  

3900 應用題彙編. 公民/金安公民科

編輯群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9 .-- 9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27-4 (平裝) NT$120 普遍級  

3900 應用題彙編. 地理/金安地理科

編輯群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9 .-- 9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26-7 (平裝) NT$120 普遍級  

3900 應用題彙編. 歷史/金安歷史科

編輯群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9 .-- 9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25-0 (平裝) NT$120 普遍級  

3D 圖解土地稅法規/謝志昌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17-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540 部首簿/周碧香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98-7 (PDF) 普遍級  

80/20 法則: 刑法總則/柳震編 .-- 八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90-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8 週破解公法學霸筆記書/高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8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56-4-

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A new approach to classical multiple-

variable calculus/by Ying-Keh Wu .-- 臺

中市 : 滄海, 11109 .-- 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3-151-4 (平裝) 普遍

級  

A symphony of diversity: cultures and 

ideas from around the world= 環球觀點

與多元文化的交響樂章/黃宣穎, 廖

熒虹, 黃雅菁, 蕭佳郁, 高小玉, 楊萊

茵, 陳怡容, 林露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8 .-- 10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75-11-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Active communication/authors Andrew 

Crosthwaite, Anita Wong, David 

Vickers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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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5-09-5 (PDF) 普遍級  

Effective reading. 3/authors Jamie 

Blackler, Seraphim Davidson, Tanya Lin, 

Michael Riches, Pat Woods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5-10-1 (PDF) 普遍級  

Elite: English for global business/Sean 

Kenny, Eric Sabatino .-- 臺北市 : 文鶴, 

11109 .-- 22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147-992-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Ellis kids(student book). level 3 T3-3, 

lunch time!/editor in chief Yu-Chu 

Chen .-- 桃園市 : 龍行文教, 11108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00-

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llis kids(student book). level 3 T3-4, 

exercise, exercise!/editor in chief Yu-Chu 

Chen .-- 桃園市 : 龍行文教, 11108 .-- 

3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200-

9-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llis kids(workbook). level 3 T3-3, lunch 

time!/author Sharon Woo .-- 桃園市 : 龍

行文教, 11108 .-- 2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200-5-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Ellis kids(workbook). level 3 T3-4, 

exercise, exercise!/author Sharon Woo .-

- 桃園市 : 龍行文教, 11108 .-- 2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200-6-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ook 1/authors 沈惠君, 林勤敏, 陳麗

清, 趙雅莉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8 .-- 2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12-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ook 3/authors 王妙妃, 李右芷, 馬蕙

萱, 蔡嬌燕, 謝玉華 .-- 臺北市 : 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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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語文教, 11108 .-- 264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626-7175-13-2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English listening & speaking material= 

國立屏東高中英語聽講教材 /Jannie 

Theron 著; Aisha Nelda Castro, 孫煒佳, 

吳怡臻編 .-- 初版 .-- 屏東縣 : 屏東高

中, 11108 .-- 26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61-5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ESL language arts(teacher's book). 

9/writers Keith Beckett, Frank Lenihan, 

Maddie Smith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8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03-1 (精裝) 普遍

級  

ESP32 物 聯 網 專 題 製 作 實 戰 寶 典

/Vedat Ozan Oner 原著; 曾吉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73-9 

(PDF) NT$620 普遍級  

Excel 自學聖經: 從完整入門到職場

活用的技巧與實例大全/文淵閣工作

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74-6 (PDF) NT$650 普遍級  

Excel 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

料分析(適用 Excel 2021/2019)/楊世瑩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75-3 (PDF) NT$550 普遍級  

Facebook 程式開發經典: 讓您設計出

成 功 的 Facebook 應 用 程 式 /John 

Maver, Cappy Popp 著; 賴榮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04-0 (PDF) 

NT$520 普遍級  

FB、IG 互動濾鏡超級玩家: Spark AR

擴增實境玩創意/呂國泰, 王榕藝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03-3 

(PDF) NT$450 普遍級  

Fun start summer. A/思达创旭教材研

发中心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

創旭, 11109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41-3-0 (平裝) 普遍級  

Fun start summer. B/思达创旭教材研

发中心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

創旭, 111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41-4-7 (平裝) 普遍級  

Fun start summer. C/思达创旭教材研

发中心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

創旭, 111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41-5-4 (平裝) 普遍級  

Fun start summer. D/思达创旭教材研

发中心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

創旭, 11109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41-6-1 (平裝) 普遍級  

Fun start summer. E/思达创旭教材研

发中心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

創旭, 11109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41-7-8 (平裝) 普遍級  

Fun start winter. A/思达创旭教材研发

中心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

旭, 11109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41-8-5 (平裝) 普遍級  

Fun start winter. B/思达创旭教材研发

中心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

旭, 111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41-9-2 (平裝) 普遍級  

Fun start winter. C/思达创旭教材研发

中心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

旭, 11109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58-0-9 (平裝) 普遍級  

FUN 鬆讀心理學圖: 特效圖解心理學

/喬伊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8 .-- 2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38-6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I love English/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111 .-- 冊 .-- ISBN 978-957-9686-60-

0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9686-61-7 (第 6 冊:平裝) NT$250 .-

- ISBN 978-957-9686-62-4 (第 4 冊:平

裝) NT$250 普遍級  

Java SE 17 基礎必修課 (適用 Java 

17~10,涵蓋 ITS Java 國際認證)/蔡文

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76-0 (PDF) 

NT$560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8, 反應速率與平衡/張

芮慈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75-6 (平裝) NT$90 普遍級  

Linux 實務: 以 Ubuntu 為例/游允帥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302-2 (PDF) 普遍級  

Live science/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希伯

崙公司, 111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79-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New smart(student book)/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7 .-- 冊 .-- ISBN 978-

986-5494-83-4 (第 1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390 .-- ISBN 978-986-5494-84-1 (第

2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390 .-- ISBN 

978-986-5494-85-8 (第 3 冊:平裝附光

碟片) NT$390 .-- ISBN 978-986-5494-

86-5 ( 第 4 冊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0 .-- ISBN 978-986-5494-87-2 (第

5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390 普遍級  

New smart(workbook)/ .-- 高雄市 : 美

樂蒂文教, 11107 .-- 冊 .-- ISBN 978-

986-5494-88-9 (第 1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986-5494-89-6 (第 2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986-5494-90-

2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986-5494-91-9 (第 4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986-5494-92-6 (第 5 冊:平

裝) NT$200 普遍級  

P21 phonics for 21st century kids. 1, the 

alphabet/written by Michael E. A. 

Gough .-- fourth printing .-- 臺北市 : 敦

煌, 11109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95-6 (平裝) NT$425 普

遍級  

Photoshop CS5 完美呈現: 頂尖數位攝

影師秘技大公開!/Scott Kelby著; 楊比

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02-6 (PDF) NT$620 普遍級  

Python 在會計上的應用/莊泉福著 .-- 

初版  .-- 桃園市  : 雲訊科技企業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520-3-3 (PDF) NT$300 普遍級  

Reading highlights/editor-in-chief Aska 

Wang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

美語文教, 11108 .-- 2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75-14-9 (第 1 冊:平

裝) NT$500 普遍級  

Simply listening/by Sarah Lin .-- ninth 

printing .-- 臺北市 : 敦煌, 111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06-994-

9 (第 2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Simply talk & write/written by Jan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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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冊 .-- ISBN 978-957-60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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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 1 冊:平裝) NT$175 .-- ISBN 978-

957-606-993-2 (第 2 冊:平裝) NT$175

普遍級  

Super study fun/co-writers Academ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Royal Elite 

English, Celine Tsai, Elaine Wu, Lorain 

Lin, Jill Lien, Uli Hsu, Annie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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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文化, 111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10-3-4 (第 8 冊:精裝) 

NT$1500 普遍級  

TOEFL primary easy go. step 1/executive 

editor Lauren Tang .-- second printing .-- 

臺北市 : 敦煌, 11109 .-- 1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606-991-8 (平裝) 

NT$425 普遍級  

Visual C# 2022 基礎必修課/蔡文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 歐志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96-8 

(PDF) NT$540 普遍級  

VMware vSphere 7.x 維運實戰管理祕

訣/顧武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4-278-4 (PDF) NT$550 普遍級  

Windows Server 2022 系統與網站建置

實務/戴有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97-5 (PDF) NT$720 普遍

級  

一起 Fun 寒假(教師用書). 一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993-0 (平裝) NT$65 普遍

級  

一起 Fun 寒假(教師用書). 二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995-4 (平裝) NT$65 普遍

級  

一起 Fun 寒假(教師用書). 三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997-8 (平裝) NT$65 普遍

級  

一起 Fun 寒假(教師用書). 五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01-2 (平裝) NT$65 普遍

級  

一起 Fun 寒假(教師用書). 六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03-6 (平裝) NT$65 普遍

級  

一起 Fun 寒假(教師用書). 四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999-2 (平裝) NT$65 普遍

級  

一起 Fun 寒假. 一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92-3 (平裝) NT$65 普遍級  

一起 Fun 寒假. 二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94-7 (平裝) NT$65 普遍級  

一起 Fun 寒假. 三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96-1 (平裝) NT$65 普遍級  

一起 Fun 寒假. 五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00-5 (平裝) NT$65 普遍級  

一起 Fun 寒假. 六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02-9 (平裝) NT$65 普遍級  

一起 Fun 寒假. 四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98-5 (平裝) NT$65 普遍級  

一邊解題一邊學: Python 初學者的練

習本/リブロワークス著; 吳嘉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98-2 

(PDF) NT$500 普遍級  

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

理與分析/余思漢編著 .-- 十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8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90-2 (平

裝) NT$230 普遍級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陳思緯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考用,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5-62-0 (PDF) 

NT$680 普遍級  

三個月最強衝刺班!警察法規,看這本

就對了 ,一考就上!/呂文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23-6 

(PDF) NT$450 普遍級  

三個月最強衝刺班!警察法規,看這本

就對了 ,一考就上!/呂文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35-9 

(EPUB) NT$450 普遍級  

土地法規/許文昌編著 .-- 25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10-1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土地法規/洪正編著 .-- 十一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05-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土地登記實務/洪正編著 .-- 十一版 .-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

04-1 (平裝) NT$460 普遍級  

土地稅法規/許文昌編著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07-1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土地稅法規/洪正, 劉力編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9 .-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06-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土地稅法規論/許文昌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16-3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大學入學英語聽力測驗: 進階訓練= 

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C.E.E.: advanced/張維總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8 .-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7-9-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必備 4500 單字=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4500 word 

power pamphlet/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96407-1-3 (第 3 冊:

平裝) NT$220 .-- ISBN 978-626-96407-

2-0 (第 4 冊:平裝) NT$220 .-- ISBN 

978-626-96407-3-7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 大 學 學 測 文 法 總 複 習 : 不 定 詞 = 

GSAT grammar review: infinitive/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



115 

 

文創, 111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04-00-9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大學學測英文科滿級分攻略(詞彙滿

分速成 50 回)/齊斌, 如瑩編著 .-- 臺

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8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147-7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大學學測英文滿級分攻略(克漏字必

勝 100 回)/齊斌, 勞乃慧, 如瑩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8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148-

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小蛙的夏日快報(探索遊戲書)/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25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934-

3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工程數學歷屆試題詳解 /劉明昌編

著 .-- 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25-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工程數學歷屆試題詳解: 土木所/劉

明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24-8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中文思辨與表達/逢甲大學國語文教

學中心主編 .-- 八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247-5 (PDF) 普遍級  

中油僱員甄試(事務類)考試專用歷

屆題庫 4 合 1. 2022/宏典文化中油招

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第四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3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43-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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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66-9 (PDF) 

NT$350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三法: 實力躍昇完

全攻略/胡劭安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09-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內勤六合一歷屆

試題限時批/鼎文名師群編 .-- 二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4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13-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外勤四合一歷屆

試題限時批/鼎文名師群編 .-- 二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10-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題庫/李道信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9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14-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互動式.行政法. 112 版/呂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10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71-

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內外科護理學/陳雅玲編著 .-- 11 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34-7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公司法體系解題完全攻略/陳楓作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墨 提 斯 出 版 , 

11108 .-- 8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756-4-0 (平裝) NT$760 普遍級  

公民題庫(公職五等)/洪明明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08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01-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公共政策獨門暗器/程明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4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72-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公共管理/凌襄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7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97-3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法學知識與英文快易

通/鼎文名師群編 .-- 十四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8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95-3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公職人員考試行政法(含概要)/簡亞

淇編 .-- 十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108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94-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講重點: 環境規劃與管理. 

下, 實務篇及國際篇/林駿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61-0 (PDF) 

普遍級  

化學(含化工裝置)重點整理+精選考

題. 2022/余孟穎, 張亞如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4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45-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 112. 

公民與社會考科/余紫瑛著 .-- 新北

市 : 鴻漸文化, 11111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1-8-0 (平裝) 

NT$180 普遍級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 112. 

化學考科/王宇, 邱天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11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921-3-5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 112. 

生物考科/游夏, 曾為勝, 蔡任圃, 吳雅

嵐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11 .-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921-4-2 (平裝) NT$180 普遍級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 112. 

地理考科/徐明軒, 林全合著 .-- 新北

市 : 鴻漸文化, 11111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1-6-6 (平裝) 

NT$170 普遍級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 112. 

物理考科/林冠傑, 駱克, 許人聰, 莫旻, 

連閔凱, 陳大量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

文化, 1111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21-5-9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 112. 

數學甲考科/王晴天, 偉賀鈞, 孟洋, 陳

宜廷, 簡子傑, 孫唯洺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11 .-- 1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921-2-8 ( 平 裝 ) 

NT$135 普遍級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 112. 

歷史考科/葉施平, 劉河北合著 .-- 新

北市 : 鴻漸文化, 111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21-7-3 (平裝) 

NT$170 普遍級  

升科大四: 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陳

鼎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9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25-4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稱霸系列: 數位邏輯設

計總複習講義/鄭福成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科友, 11109 .-- 4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64-426-1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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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攏 A 通/林益

瑋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 

11109 .-- 4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27-8 (平裝) 普遍級  

少年 Py 的大冒險: 成為 Python AI 深

度學習達人的第一門課/蔡炎龍, 林

澤佑, 黃瑜萍, 焉然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01-5 (PDF) 普遍級  

心 理學 (包 括諮 商與 輔導 )/喬伊編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37-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歷屆申論

題庫全攻略/喬伊編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96-6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文化人類學/黃雋編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63-

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文化行政類(文化人類學)歷屆試題

精闢新解/馬凌編著 .-- 第四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75-7 (PDF) 

普遍級  

日檢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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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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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冊 .-- ISBN 

978-986-246-716-9 (全套:平裝附光碟

片) NT$1607 普遍級  

比較文法大全及重音版單字大全超

高命中率套書: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N2,N3,N4,N5 必背比較文法大全+

重 音 版 新 日 檢 絕 對 合 格

N1,N2,N3,N4,N5 單字大全/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大山

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109 .-- 

冊 .-- ISBN 978-986-246-717-6 (全套:

平裝附光碟片) NT$1148 普遍級  

比較政府與政治: 讀.解/郭雋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84-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教

戰手冊/王金柱編著 .-- 五版 .-- 新北

市 : 科友, 11108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22-3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

科題庫解析/國民工作室, 蘇慶源編

著 .-- 八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9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

423-0 (平裝) 普遍級  

丙級寵物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指南/何麗玉, 張雅如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8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91-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可程式控制快速入門篇(含丙級機電

整合術科解析)/林懌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8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64-424-7 (平裝) 

普遍級  

司法行政法(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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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8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89-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司法法學緒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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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86-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司法法學緒論. 112 版/程怡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10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78-

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外勤專用: 郵政法+郵件處理規則/程

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08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94-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幼兒教保課程教學與評量(含幼兒活

動設計). 112 版/王立杰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58-4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幼兒園班級經營/黃于庭, 胡淨雯, 許

孟勤, 施宜煌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60-0-4 (PDF) NT$400 普遍

級  

本國文學概論/殷平之編著 .-- 第六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90-4 (平裝) NT$630 普遍級  

正好的民法解題書. 進階篇/林政豪

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11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32-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民法(概要)/許文昌編著 .-- 20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30-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民法物權編考前衝刺/許恒輔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2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21-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民法與信託法概要/羅揚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9 .-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03-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民法總則解題書/陳義龍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28-

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民法變得好簡單: 圖解總則/強登編

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5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犯罪預防(內容+題庫二合一)/霍華德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8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85-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犯罪學(含再犯預測)讀本.題庫二合

一圖解焦點. 112 版/張婕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70-6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犯罪學讀本. 112 版/良育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55-3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生物統計學: 試題彙編剖析/王雪著 .-

- 七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08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56-9-

6 (平裝) NT$660 普遍級  

用 Python 學程式設計運算思維(涵蓋

ITS Python 國際認證模擬試題)/李啟

龍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79-1 (PDF)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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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概要)/陳介中編 .-- 七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108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8-87-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地方政府特考圖書館學大意/孔德仁

編  .-- 十 一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8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97-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 第十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93-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地政士 .不動產實用小法典 /曾勻編

著 .-- 二十一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109 .-- 6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94-02-7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地政士土地登記(概要)/薛文編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41-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地政士專業科目 35 天速成/陳仕弘, 

洪正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09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07-2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地政士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詳解/曾榮

耀, 許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3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4-208-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地政士專業科目題庫/陳仕弘, 林實

恭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1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08-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地政士速成總整理. 2023 版/強登編

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6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52-

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地政士歷屆題庫. 2023 版/強登編著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7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39-4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地政士隨身典. 2023 版/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10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75-953-0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犯罪學概要/霍華德編 .-- 2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99-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刑法/陳介中編 .-- 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08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86-0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行政法(概要)/邱顯丞(葛律師)編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29-3 (平裝) NT$720 普遍級  

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好好考/嶺律師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23-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 

第十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67-6 (平裝) NT$750 普遍級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司法特考用

/林清編著 .-- 第十三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8 .-- 6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3-368-3 (平裝) 

NT$750 普遍級  

行政法百分百必考重點秘笈/林清編

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8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81-2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行政法概要: 最新修法與司法實務/

林清編著 .-- 第十六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9 .-- 102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05-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行政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嶺律

師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09-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行政學大意/太閣編 .-- 二十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86-1 (PDF) NT$620

普遍級  

行政學大意題庫(公職五等)/陳意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99-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行政學葵花寶典/程明編著 .-- 六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73-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A 版). 第

四冊/吳秀蘭, 康恩寧, 黃怡君, 楊慧君, 

潘旻悧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0 .-- 18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7-751-5 (平裝) 普遍

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電腦向

量繪圖實習(乙版)= Computer vector 

graphics practice/ 陳 鈺 棻 編 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育才國際文化, 11108 .-

- 2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06562-9-9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繪畫基

礎實習/陳品宏, 鄭熒榛, 蕭嘉銘, 林哲

榮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育才國際

文化, 11109 .-- 2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459-0-9 (上冊:平裝) 普遍

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授

課指引(乙版). 四/周秉樺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9 .-- 3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20-31-6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高中數學 C 第一、二、三、四

冊 DEPL 專業學習診斷評量範本

/DEPL 檢測中心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9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16-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抉對選擇: 民法(測驗題)/千尋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9 .-- 6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89-1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攻略分科六法/保成法學苑編著 .-- 二

十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

成數位出版,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23-399-7 (全套 :平裝 ) NT$1500

普遍級  

攻略分科六法: 公法/保成法學苑編 .-

- 二十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15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8-9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攻略分科六法: 民事法/保成法學苑

編 .-- 二十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112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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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8-95-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攻略分科六法: 刑事法/保成法學苑

編 .-- 二十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1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8-98-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攻略分科六法: 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法

/保成法學苑編 .-- 二十七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109 .-- 7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8-97-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身分法一本通 /陳明珠 (侯律師 )編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15-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身分法關聯推定書/優妮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56-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那不可見的回憶: 林俊賢新媒體個展

/林俊賢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9 .-- 1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298-8 (平裝) 普遍級  

周易的刑法爭點好好看/周易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11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31-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民法.民訴)/高

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 18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11-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刑法.刑訴)/高

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 18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18-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商事法)/高點

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 18 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4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212-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憲法.行政法)/

高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 18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22-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套書. 2023 年/

高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冊 .-- ISBN 978-

626-334-231-6 (全套 :平裝 ) NT$2350

普遍級  

法 學大 意題 庫 ( 公職 五等 )/李由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00-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法學緒論. 112 版/程怡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10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75-1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物聯網時代的 15 堂資安基礎必修課

/Fotios Chantzis, Ioannis Stais, Paulino 

Calderon, Evangelos Deirmentzoglou, 

Beau Woods 原著; 江湖海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80-7 (PDF) 

NT$620 普遍級  

知識圖解民法總則輕鬆讀 /池錚編

著 .-- 4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2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44-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知識圖解民法讀 .解 /池錚 , 韓吉編

著 .-- 3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8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98-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知識圖解諮商輔導(含矯正輔導)申

論題解題書. 112 版/蕭逸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54-6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社區 Ready Go!/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8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933-6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社會工作管理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考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5-60-6 

(PDF) NT$660 普遍級  

社會學/張海平編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235-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社會學白話讀本/韋樂編著 .-- 七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65-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初等五等考試絕配.歷屆試題精解專

業科目二合一(一般行政)/胡劭安, 太

閣 編  .-- 二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9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92-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初等五等考試絕配.歷屆試題精解專

業科目二合一(人事行政)/胡劭安, 令

澤豐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109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93-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初等五等考試絕配.歷屆試題精解專

業科目二合一(財稅行政)/鼎文名師

群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89-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初等五等考試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

目三合一(全類科)/李杰, 廖震, 王文

充 編  .-- 二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9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11-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初等五等考試豐登.歷屆試題達陣全

科 四合 一 ( 會務 行政 )/鼎文名師 群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

91-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初等五等英文/王文充編 .-- 二十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88-5 (PDF) 

NT$500 普遍級  

初等五等國文/李杰編 .-- 二十八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87-8 (PDF) NT$500

普遍級  

初等考試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孔

德仁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12-9 (平裝) NT$540 普遍級  

初等考試公職英文題庫(精選題庫完

全攻略)/殷文強編 .-- 十三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9 .-- 4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08-2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授信法

規、信託實務)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

解析/鍾任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9 .-- 3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26-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贏戰

108 課綱). 112. 公民與社會考科/洪驛, 

陳栩 , 簡孚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 

11110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978-84-5 (平裝) NT$2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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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贏戰

108 課綱). 112. 化學考科/江騏, 葉簡

捷, 陳世勇, 王昊, 莫旻編著 .-- 新北

市 : 鶴立, 111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86-9 ( 平 裝 ) 

NT$210 普遍級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贏戰

108 課綱). 112. 生物考科/呂念宗, 何

瑋靜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11110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

85-2 (平裝) NT$240 普遍級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贏戰

108 課綱). 112. 地理考科/羅士豪, 林

建 , 林 翔 編 著  .-- 新 北 市  : 鶴 立 , 

11110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978-82-1 (平裝) NT$220 普遍級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贏戰

108 課綱). 112. 物理考科/林冠傑, 林

靖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111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87-

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贏戰

108 課綱). 112. 數學甲考科/簡子傑, 

偉賀鈞, 王晴天, 陳宜廷編著 .-- 新北

市 : 鶴立,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81-4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贏戰

108 課綱). 112. 歷史考科/鄒臥龍, 黃

千嘉, 邱兆宏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111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978-83-8 (平裝) NT$230 普遍級  

金 撰 歷 屆 試 題 . 數 學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

文教, 111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80-2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金撰歷屆試題. 數學.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0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

379-6 (平裝) NT$120 普遍級  

金融科技力知識速成: 最新重點+試

題解析/柳威廷編著 .-- 第 6 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3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42-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信託業業務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

析 速成總整理/劉憶娥編著 .-- 第 20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5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44-

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信託業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信託

法規、信託實務)試試通歷屆試題分

類解析/鍾任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27-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客家生趣話 1000 則/傅新明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09-3 (PDF)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大埔腔). 第 1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86-1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大埔腔). 第 2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92-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四縣腔). 第 1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83-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四縣腔). 第 2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89-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南四縣腔). 

第 1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83-84-7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南四縣腔). 

第 2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83-90-8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海陸腔). 第 1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85-4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海陸腔). 第 2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91-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詔安腔). 第 1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87-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詔安腔). 第 2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93-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饒平腔). 第 1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88-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一級)(饒平腔). 第 2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

7183-94-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五級)(大埔腔). 第

10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04-2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五級)(四縣腔). 第

10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01-1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五級)(南四縣腔). 

第 10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02-8 (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五級)(海陸腔). 第

10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03-5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五級)(詔安腔). 第

10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05-9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五級)(饒平腔). 第

10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06-6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四級)(大埔腔). 第 7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83-98-4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四級)(四縣腔). 第 7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83-95-3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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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分級教材(第四級)(南四縣腔). 

第 7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96-0 (平裝) 

普遍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四級)(海陸腔). 第 7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83-97-7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四級)(詔安腔). 第 7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83-99-1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第四級)(饒平腔). 第 7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000-4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教學指引(第一級). 第

1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07-3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教學指引(第一級). 第

2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5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08-0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教學指引(第五級). 第

10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10-3 (平裝) 普遍

級  

客語分級教材教學指引(第四級). 第

7 冊/鍾榮富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107 .-- 1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09-7 (平裝) 普遍

級  

建築師術科考試就是一場賽局: 不補

習,自修就同時考上建築師、高考公

務員的方法論/梁世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48-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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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94-8 (PDF) 

普遍級  

疫起享健康(教師手冊)/王瑞宇, 葉舫

伊, 陳冠妤編撰; 姚如芬主編 .-- 初

版 .-- 嘉義縣 :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11108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642-7-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疫起享健康(學生手冊)/王瑞宇, 葉舫

伊, 陳冠妤編撰; 姚如芬主編 .-- 初

版 .-- 嘉義縣 :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11108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642-8-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研究所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12

版/文呈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8 .-- 9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80-5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電研

所 ). 2023(109~111 年試 題 )/周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68-9 (PDF) NT$68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2)機械

所 ). 2023(109~111 年試 題 )/周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69-6 (PDF) NT$56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3)土木

所、環工所). 2023(109~111 年試題)/

周易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70-2 (PDF) NT$4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4)化工

所 ). 2023(107~111 年試 題 )/周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71-9 (PDF) NT$360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磁 學 ). 

2023(109~111 年試題)/李長綱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66-5 

(PDF) NT$600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線 性 代 數 ). 

2023(109~111 年試題)/周易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67-2 (PDF) 

NT$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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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58-0 (PDF) NT$68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通訊所(含

工程數學、通訊系統)(109~111 年試

題)/周易, 時越, 程逸, 項揚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9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7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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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59-7 (PDF) NT$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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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60-3 (PDF) NT$66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離散數學

(109~111 年試題)/林緯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9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77-1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攻略/賴祖兒編

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95-5 (PDF) 普遍級  

英文題庫(公職五等)/亦莎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8 .-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98-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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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12-9 (PDF) 普遍級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品保概論 

金榜寶典/黃賢齊, 郭南編著 .-- 增修

訂十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55-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金榜寶典/黃賢齊, 郭南編著 .-- 增修

訂十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 5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56-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精修 /喬登編

授 .-- 初版 .-- 臺中市 : 大總統文化, 

111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816-1-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核心思考高中數學講義/廖培凱, 吳

銘祥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

文化, 11110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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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5586-6-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95 普遍級  

格鬥!地方政府與政治/方彥鈞编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3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班級經營/林進材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85-7 (PDF) NT$560 普遍

級  

病理學/汪佳美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2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4-220-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素養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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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14-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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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96-2 

(PDF) 普遍級  

素養導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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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13-6 (PDF)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公民素養題本 生活

公民/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74-0 (PDF)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公民素養題本 生活

公民/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75-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數學素養題本-精進

數學/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64-1 (PDF) NT$26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數學素養題本: 精進

數學/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8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65-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中英文閱讀題組-閱讀

素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76-4 (PDF) 普遍級  

素戰實力: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學測模

擬題本/白佩宜, 吳子耆, 李貞苡, 孫允

中, 高銘宏, 張伯榆, 莊喬琪, 許之音, 

郭芳旗, 陳啟豪, 游珮均, 楊俊浩, 蘇

筱茜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10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734-8 (平裝) 普遍

級  

航 空 保 險 理 論 與 實 務 = Aviation 

insuranc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楊雅

玲編著 .-- 四版 .-- 臺南市 : 楊雅玲, 

11109 .-- 33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79-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財政學(概要)/施敏編著 .-- 16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33-0 (平裝) 

NT$750 普遍級  

高中物理優勢參考書/周志平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

318-3 (平裝) 普遍級  

高中英文字彙全攻略(精華版)/蔡方

編著 .-- 修訂 1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

化, 111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421-0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高中異數學總複習. 數 A. 下/賴昱編

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8 .-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

149-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高中選修化學透析教學講義. IV, 化

學反應與平衡二/郭珉翔, 孫振興, 陳

怡宏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04-6 (平裝) 普遍級  

高考各國人事制度. 112 版/白琳編

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69-0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高普考土地登記(概要)/薛文編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4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40-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高普考民法總則關鍵讀本. 112/陳曄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43-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高 普考 考試 行政 學 ( 含概要 )/太閣

編  .-- 十 五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9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07-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高普行政法(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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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8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87-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審計學. 112 版/金永勝編著 .-- 第

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45-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何春乾(黃昇)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84-6 (平裝) 

NT$780 普遍級  

商研所微積分歷屆試題詳解/劉明昌

編著 .-- 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26-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商業概論完全攻略/王志成編著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97-9 (PDF)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生活(教師用書). 1 下/南

一生 活課 程國 小課 程研 發中 心編

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70-1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生活(教師用書). 2 下/南

一生 活課 程國 小課 程研 發中 心編

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71-8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生活. 1 下/南一生活課

程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47-3 (平裝) NT$60 普遍

級  

國小作業簿. 生活. 2 下/南一生活課

程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48-0 (平裝) NT$6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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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作業簿. 自然科學(教師用書). 3

下/南一自然科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72-5 (平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自然科學(教師用書). 4

下/南一自然科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73-2 (平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自然科學. 3 下/南一自

然科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49-7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自然科學. 4 下/南一自

然科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50-3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

用書). 5 下/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74-9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

用書). 6 下/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75-6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自然與生活科技. 5 下/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

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51-0 (平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自然與生活科技. 6 下/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

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52-7 (平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社會(教師用書). 3 下/南

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76-3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社會(教師用書). 4 下/南

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77-0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社會(教師用書). 5 下/南

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78-7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社會(教師用書). 6 下/南

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79-4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社會. 3 下/南一社會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53-4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社會. 4 下/南一社會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54-1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社會. 5 下/南一社會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55-8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社會. 6 下/南一社會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56-5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教師用書). 1 下/南

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58-9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教師用書). 2 下/南

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59-6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教師用書). 3 下/南

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0-2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教師用書). 4 下/南

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1-9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教師用書). 5 下/南

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2-6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教師用書). 6 下/南

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3-3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 1 下/南一語文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35-0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 2 下/南一語文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36-7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 3 下/南一語文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37-4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 4 下/南一語文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38-1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 5 下/南一語文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39-8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國語. 6 下/南一語文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40-4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教師用書). 1 下/南

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4-0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教師用書). 2 下/南

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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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5-7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教師用書). 3 下/南

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6-4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教師用書). 4 下/南

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7-1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教師用書). 5 下/南

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8-8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教師用書). 6 下/南

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69-5 (平

裝)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 1 下/南一數學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41-1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 2 下/南一數學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42-8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 3 下/南一數學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43-5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 4 下/南一數學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44-2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 5 下/南一數學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45-9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國小作業簿. 數學. 6 下/南一數學學

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46-6 ( 平 裝 ) 

NT$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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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7-298-6 (PDF)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5 下/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764-7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6 下/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765-4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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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270-2 (PDF) 普遍級  

國文-作文/卓村編著 .-- 第九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91-1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 1 下/王苓如, 李昭瑢, 

侯映州, 郭慧雅, 趙苑伶, 謝涵璇編

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58-6 (平裝) NT$22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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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30-915-2 (平裝) 

NT$2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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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62-3 (平裝) NT$1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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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

917-6 (平裝) NT$20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教師手冊. 1 下/王苓如, 

李昭瑢, 侯映州, 郭慧雅, 趙苑伶, 謝

涵璇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202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60-9 (平裝) NT$368 普

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教師手冊.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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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64-7 (平裝) NT$352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教師專用課本. 1 下/王

苓如, 李昭瑢, 侯映州, 郭慧雅, 趙苑

伶, 謝涵璇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2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61-6 ( 平 裝 ) 

NT$22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教師專用課本.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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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65-4 (平裝) NT$216 普

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習作. 1 下/王苓如, 李

昭瑢, 侯映州, 郭慧雅, 趙苑伶, 謝涵

璇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59-3 (平裝) NT$70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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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16-9 (平

裝) NT$7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習作.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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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63-0 (平裝) NT$5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生活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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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18-3 (平裝) NT$44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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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66-1 (平裝) NT$1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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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19-0 (平裝) NT$132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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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自然科學.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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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70-8 (平裝) NT$128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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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20-

6 (平裝) NT$1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師手冊.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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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68-5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師專用課本.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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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69-2 (平裝) NT$224 普

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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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67-8 (平裝) NT$72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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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32-9 (平裝) NT$6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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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71-5 (平裝) NT$68 普遍

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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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21-3 (平裝) NT$8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 第四冊 (4

下)/王郁軒, 王純姬, 沈白玲, 吳杏惠, 

柯孟昌, 徐佳璋, 陳淑苾, 楊世昌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20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633-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課本 . 第四冊 (4

下)/王郁軒, 王純姬, 沈白玲, 吳杏惠, 

柯孟昌, 徐佳璋, 陳淑苾, 楊世昌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20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632-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 

5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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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72-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專用

課本. 5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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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73-

9 (平裝) NT$1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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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22-0 (平裝) NT$12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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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

924-4 (平裝) NT$12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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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23-7 (平裝) NT$56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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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25-1 (平裝) NT$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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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26-8 (平裝) NT$13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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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27-5 (平裝) NT$15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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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28-2 (平

裝) NT$17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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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29-

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1 下/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51-005-0 (平裝) 

NT$16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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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30-899-5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2 下/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 臺南

市 : 南一, 112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11-1 ( 平 裝 ) 

NT$1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2 上/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8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01-5 ( 平 裝 ) 

NT$18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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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16-6 (平

裝) NT$1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3 上/李宗怡, 周理慧, 

陳瑞櫻, 張麗華, 蔡香玲編撰 .--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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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03-9 (平

裝) NT$17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4 下/李宗怡, 陳瑞櫻, 

張麗華, 彭麗琴, 蔡香玲編撰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21-0 (平

裝) NT$19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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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05-3 (平

裝) NT$18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 首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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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97-1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乙本). 1 下/

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

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08-1 (平裝) NT$2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乙本). 2 下/

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

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13-5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甲本). 1 下/

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

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07-4 (平裝) NT$22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甲本). 2 下/

林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

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12-8 (平裝) NT$2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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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4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18-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4 下/李宗怡, 

陳瑞櫻, 張麗華, 彭麗琴, 蔡香玲編

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23-4 (平裝) NT$42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5 下/林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凉, 鍾

丰琇編撰; 李宗怡, 周理慧, 陳彥冲編

修 .-- 三版 4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25-8 (平裝) NT$51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手冊. 6 下/林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凉, 鍾

丰琇編撰; 李宗怡, 周理慧, 陳彥冲編

修 .-- 再版 5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27-2 (平裝) NT$4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1 下/林

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10-4 (平裝) NT$9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2 下/林

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15-9 (平

裝) NT$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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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20-3 (平裝) NT$11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4 下/李

宗怡, 陳瑞櫻, 張麗華, 彭麗琴, 蔡香

玲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20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24-1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5 下/林

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

凉, 鍾丰琇編撰; 李宗怡, 周理慧, 陳

彥冲編修 .-- 三版 4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20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26-5 (平裝) NT$116 普

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習作. 6 下/林

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

凉, 鍾丰琇編撰; 李宗怡, 周理慧, 陳

彥冲編修 .-- 再版 5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20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29-6 (平裝) NT$96 普遍

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1 下/林

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09-8 (平裝) NT$16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2 下/林

榮勤, 彭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14-

2 (平裝) NT$18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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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19-7 (平裝) NT$1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6 下/林

月娥, 林淑玲, 陳玉君, 陳瑞櫻, 蔡金

凉, 鍾丰琇編撰; 李宗怡, 周理慧, 陳

彥冲編修 .-- 再版 5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20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28-9 (平裝) NT$192 普

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1 下/林榮勤, 彭

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06-7 (平

裝) NT$9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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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00-8 (平

裝) NT$6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2 上/林榮勤, 彭

麗琴, 趙予彤, 劉苓莉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30-902-2 (平裝) 

NT$10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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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17-3 (平裝) NT$10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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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

904-6 (平裝) NT$10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4 下/李宗怡, 陳

瑞櫻, 張麗華, 彭麗琴, 蔡香玲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22-7 (平

裝) NT$1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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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06-0 (平

裝) NT$112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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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首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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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

898-8 (平裝) NT$8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習作 Hooray Phonics. 第二冊

= Hooray phonics workbook. 2/英語領

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5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57-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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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30-5 (平

裝) NT$96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4 上/甘宜靜, 李

建樹, 郭佩郡, 曾玉玲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30-931-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1 下/何昶毅, 李慶志,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林俊賢編修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30-2 (平裝) NT$15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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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30-907-7 (平裝) 

NT$15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2 下/何昶毅, 李慶志, 

林俊賢, 洪進益, 袁筱梅, 張麗卿, 鄭

恪芬編撰; 林俊賢編修 .-- 再版 .-- 臺

南市 : 南一, 11202 .-- 14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51-035-7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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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09-1 (平裝) NT$168 普

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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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40-1 (平裝) NT$184 普

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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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11-4 (平裝) NT$164 普

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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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45-6 (平裝) NT$164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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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913-8 (平裝) NT$18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1 下/何昶毅, 

李慶志,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林俊賢

編修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32-6 (平裝) NT$196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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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賢編

修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37-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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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042-5 ( 平 裝 ) 

NT$2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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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47-0 (平裝) NT$224 普

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5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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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050-0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手冊. 6 下/林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黃麗玲, 李

慶志, 張麗卿編撰; 吳欣悅編修 .-- 三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53-

1 (平裝) NT$184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1 下/何

昶毅, 李慶志,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林俊賢編修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34-0 (平裝) NT$112 普

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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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俊賢編修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39-5 (平裝) NT$10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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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044-9 (平裝) 

NT$1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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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049-4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5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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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052-4 (平裝) 

NT$136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習作. 6 下/林

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黃麗

玲, 李慶志, 張麗卿編撰; 吳欣悅編

修 .-- 三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55-5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1 下/何

昶毅, 李慶志,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林俊賢編修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33-3 (平裝) NT$240 普

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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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俊賢編修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38-8 (平裝) NT$256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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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043-2 (平裝) 

NT$288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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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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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048-7 ( 平 裝 ) 

NT$264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5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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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051-7 (平裝) 

NT$2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專用課本. 6 下/林

睿傑, 林俊賢, 何昶毅, 簡秀純, 黃麗

玲, 李慶志, 張麗卿編撰; 吳欣悅編

修 .-- 三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54-8 (平裝) NT$2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1 下/何昶毅, 李

慶志, 張麗卿, 鄭恪芬編撰; 林俊賢編

修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31-9 (平裝) NT$34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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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08-4 (平

裝) NT$294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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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賢編

修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36-4 (平裝) NT$37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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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0-910-7 ( 平 裝 ) 

NT$322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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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41-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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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12-1 ( 平 裝 ) 

NT$398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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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46-3 (平裝) NT$244 普

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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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914-5 (平裝) NT$328 普

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1 上/朱

芳琳, 凌惠玲, 張世玪, 許廼基, 劉誠

宗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73-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2 上/李

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啟軒, 林美

秀, 李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 .-- 再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0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774-6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地球科

學篇. 3 上/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江

斐瑜, 李岱螢, 徐意雯, 張進福, 黃振

祐, 蔡宛芸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8 .-- 17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775-3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理化篇. 

3 上/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江斐瑜, 

李岱螢, 徐意雯, 張進福, 黃振祐, 蔡

宛芸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8 .-- 2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776-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健康

篇. 1 上/王琛智, 吳建勳, 李世雷, 林

佑玲, 夏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楊志

豪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2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77-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健康

篇. 2 上/吳建勳, 李世雷, 林佑玲, 夏

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黃則緯, 楊志

豪, 蔡雅詩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0-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健康

篇. 3 上/吳建勳, 李世雷, 林佑玲, 夏

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黃則緯, 楊志

豪, 蔡雅詩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8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2-1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體育

篇. 1 上/王琛智, 吳建勳, 李世雷, 林

佑玲, 夏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楊志

豪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78-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體育

篇. 2 上/吳建勳, 李世雷, 林佑玲, 夏

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黃則緯, 楊志

豪, 蔡雅詩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1-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體育

篇. 3 上/吳建勳, 李世雷, 林佑玲, 夏

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黃則緯, 楊志

豪, 蔡雅詩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8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3-8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1 上(第一

本), 第一課~語文常識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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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45-

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1 上(第二

本), 第四課~語文常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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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46-

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1 上(第三

本), 第七課~第十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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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47-0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1 上(第四

本), 自學選文一~自學選文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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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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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48-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2 上(第一

本), 第一課~語文常識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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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49-4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2 上(第二

本), 第四課~語文常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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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50-0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2 上(第三

本), 第七課~第十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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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751-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2 上(第四

本), 自學選文一~自學選文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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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52-

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3 上(第一

本), 第一課~語文常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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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53-

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3 上(第二

本), 第四課~第六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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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54-8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3 上(第三

本), 第七課~第九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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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55-5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3 上(第四

本), 自學選文一~自學選文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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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56-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 

1/李亞娟, 李明秀, 林彥妗, 張美容, 謝

淑援, 鍾麗芬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08 .-- 168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986-6075-81-0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

備課用書. 1/李亞娟, 李明秀, 林彥妗, 

張美容, 謝淑援, 鍾麗芬編撰 .-- 初

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08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75-82-

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1 上(第一

本), 第 1~3 章/李信仲, 繆友勇, 吳秉

鋒, 黃士哲, 邱繼輝, 陳宏清, 林靖捷, 

林欣穎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4-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1 上(第二

本), 第 4 章/李信仲, 繆友勇, 吳秉鋒, 

黃士哲, 邱繼輝, 陳宏清, 林靖捷, 林

欣穎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8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5-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2 上/李信仲, 

繆友勇, 吳秉鋒, 黃士哲, 邱繼輝, 陳

宏清, 林靖捷, 林欣穎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2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786-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3 上/李信仲, 

繆友勇, 吳秉鋒, 黃士哲, 邱繼輝, 陳

宏清, 林靖捷, 林欣穎編撰 .-- 初版二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7-6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營英文高分題庫/德芬編著 .-- 第

十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299-3 (PDF) 普遍級  

國 考英 文一 級棒 (一 般警察 )/英銘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5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02-4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國 考英 文一 級棒 (國 家考試 )/英銘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5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03-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國貿業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得分

寶典/吳怡萱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23-5 (PDF) 普遍級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申論&測驗題

庫雙效解析/劉秀編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74-4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專技高考: 工業安全技師歷屆考題彙

編/蕭中剛, 余佳迪, 劉鈞傑, 鄭技師, 

陳正光, 徐強, 葉日宏, 黃奕舜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81-4 (PDF) 

NT$490 普遍級  

專題實作 : 餐旅、觀光科= Project 

practice 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陸泳

蓁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14-5 (平裝) 普遍級  

專題閱讀與研究: 旅行文學/陳克明, 

葉家伶, 劉宸芳, 薛樂蓉, 羅家欣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55-3 (平裝) 普遍級  

專題閱讀與研究: 飲食文學/洪淑苓, 

許芳菁, 黃健綸, 澎客來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

757-7 (平裝) 普遍級  

採購學/呂永祥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43-272-7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343-273-4 (下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教育行政/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50-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教育行政學/劉邵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6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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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59-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教育行政學 (教師資格考、教師甄

試)/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51-5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教育行政學: 制度與政策/黃天編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39-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教育哲學(高普考專用)/羅正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8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64-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教 育哲 學 ( 教師 考試 專用 )/羅正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66-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教育統計/吳迪編著 .-- 第六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57-7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教甄: 教育行政學 /劉邵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60-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混合題新兵訓練營: 打造英文核心素

養九塊肌/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9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75-15-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一次過

關/可樂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7-316-7 (PDF) 普遍級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證照 10 日速成/楊

昊軒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72-6 (PDF)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李豪編

著 .-- 3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8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49-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李齊編

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8 .-- 5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95-9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概要). 112 版/宮

井鳴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62-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第 一 次 用 Youtube 行 銷 就 上 手

/KYOKO 著;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299-9 (PDF) NT$450

普遍級  

統研所微積分歷屆試題詳解/劉明昌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27-9 (平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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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75-16-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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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75-17-0 (PDF) 普遍級  

設計與生活美學/馮冠超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8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21-5 (平裝) 普遍級  

這題會考!公民/李東山, 易虹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56-

3 (平裝) NT$630 普遍級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自然/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53-

7 (平裝) NT$120 普遍級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社會/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54-

4 (平裝) NT$120 普遍級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英語/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51-

3 (平裝) NT$120 普遍級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國文/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50-

6 (平裝) NT$120 普遍級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數學/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52-

0 (平裝) NT$80 普遍級  

麻辣歷屆試題. 自然. 100~111/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48-

3 (平裝) NT$180 普遍級  

麻辣歷屆試題. 社會. 100~111/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49-

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麻辣歷屆試題. 英語. 100~111/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46-

9 (平裝) NT$180 普遍級  

麻辣歷屆試題. 國文. 100~111/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45-

2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麻辣歷屆試題. 數學. 100~111/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47-

6 (平裝) NT$130 普遍級  

最新版就業服務乙級檢定完勝攻略: 

完整學術科解析/賴秋琴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4-282-1 (PDF) 

NT$620 普遍級  

創世貓遊戲國. C, 玩麥塊學程式: 使

用微軟 MakeCode 程式= Minecraft: 

education edition/鍾政信作 .-- 一版 .-- 

桃園市 : 龍行文教, 11109 .-- 8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200-8-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 112 版/陸川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5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361-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寒假 HappyDay(教師用書). 1 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25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1-7 (平裝) NT$50

普遍級  

寒假 HappyDay(教師用書). 2 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26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3-1 (平裝) NT$50

普遍級  

寒假 HappyDay(教師用書). 3 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25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5-5 (平裝) NT$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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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 HappyDay(教師用書). 4 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27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7-9 (平裝) NT$50

普遍級  

寒假 HappyDay(教師用書). 5 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25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9-3 (平裝) NT$50

普遍級  

寒假 HappyDay(教師用書). 6 年級/南

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24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91-6 (平裝) NT$50

普遍級  

寒假 HappyDay. 1 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25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0-0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寒假 HappyDay. 2 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26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2-4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寒假 HappyDay. 3 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25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4-8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寒假 HappyDay. 4 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27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6-2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寒假 HappyDay. 5 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25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88-6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寒假 HappyDay. 6 年級/南一國小課程

研發中心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0 .-- 24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986-530-990-9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就業安全制度/黎仁編著 .-- 5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48-5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套書. 2022/珍

妮, 黃皇凱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7-284-9 ( 全 套 : 平 裝 ) 

NT$1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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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17-4 (PDF) 

普遍級  

*普通生物學. 2, 遺傳學/黃彪著 .-- 第

三版  .-- 臺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 

11108 .-- 6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281-5-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探究活動手冊. 

IV/李泱寰, 黃信雄, 楊宗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

735-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習作. IV/李泱

寰, 黃信雄, 楊宗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748-5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學習講義. IV/

韋裕霖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0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07-736-2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

素養閱讀題本. 2/江鑀萍, 蔡秉修, 簡

敏如, 廖經庭, 史曜菖, 蘇奕豪編著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69-2 (平裝) 普遍級  

普通高級中學 108 課綱選修地球科

學透析教學講義: 地質與環境/全華

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9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16-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高級中學地球科學優勢參考書

(全)/李文禮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3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17-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期貨與選擇權理論與創新= Futures 

options theory and innovation/ .-- 初版 .-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1107 .-- 

705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21-1-3 (平裝) NT$790 普遍級  

港口國監督/周明宏編著 .-- 臺北市 : 

倫悅企業, 11108 .-- 6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6249-8-5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無用的神學: 班雅明、海德格與莊子

/夏可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212-3 (PDF)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图形切

割与组合/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8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48-

4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总是意

犹未尽/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

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50-7 (平

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数感小

尖兵/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8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47-7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豆豆圆

舞曲/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8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51-4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堆栈工

程师/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46-0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推理数

独/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8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7-49-1 (平裝) 

普遍級  

超模英文科學測全真模擬題本/黃瓊

如, André Louw, Nick Kembel 編著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240-2 (平裝) 

NT$263 普遍級  

郵政三法與口試/陳茂嘉, 陳龍, 馬華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8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36-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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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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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93-3 (PDF) 普遍級  

債券市場理論與創新= Bond market 

theory and innovation/ .-- 初版 .-- 臺北

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1108 .-- 5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21-0-6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新 一 代科 大四 技英 文統測 題 卜書

(Tips)/許雅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8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15-4 (平裝) 

普遍級  

新儿童思考力学习. D1/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7-5 (平裝) 普遍級  

新儿童思考力学习. D2/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8-2 (平裝) 普遍級  

新儿童思考力学习. D3/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9-9 (平裝) 普遍級  

新儿童思考力学习. E1/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41-0-9 (平裝) 普遍級  

新儿童思考力学习. E2/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41-1-6 (平裝) 普遍級  

新儿童思考力学习. E3/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41-2-3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A1/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271-8-8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A2/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271-9-5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A3/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0-6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B1/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1-3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B2/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2-0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B3/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3-7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C1/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4-4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C2/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5-1 (平裝) 普遍級  

新幼儿思考力学习. C3/卢文才总编

辑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1109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7-6-8 (平裝) 普遍級  

新時代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研

讀範本含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共同

學科題庫/雲有工作室編著 .-- 第 9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8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23-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新時代丙級國貿業務學術科研讀範

本含術科作答本與解析本(收錄 2022

年第一、二梯次試題)/先優工作室, 

謝沄芸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8 .-- 2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14-7 (平裝) 

普遍級  

新時代單一級堆高機操作學術科必

勝寶典 /鄒紹騰 , 游福裕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9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25-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新無敵自修. 數學. 4/林錦榮, 林炎銘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11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79-1 (平裝) 普遍級  

會計師稅務法規. 112 版/萬華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42-

3 (平裝) NT$660 普遍級  

會計師審計學. 112 版/金永勝編著 .-- 

第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8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46-1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會計學/郝強編著 .-- 第二十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47-

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12 版/文呈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8 .-- 9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79-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解題攻略/陳

世華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9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32-3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會計學(參照農會財務處理辦法): 重

點整理 x 精選考題/劉憶娥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48-

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經濟學熱門題庫/蔡經緯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14-

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詩詞曲閱讀測驗/金安國語文推行委

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9 .-- 1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24-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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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62-1 (PDF) NT$500 普遍級  

農產運銷及供運銷實務/齊方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90-8 (PDF) 

NT$520 普遍級  

農會民法概要: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蕭培編著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3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41-7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農會招考. 2022: 貨幣銀行學概要/葉

倫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50-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農會招考 . 2022: 農會國文 /王翔編

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49-

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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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招考農產運銷及供運銷實務/齊

方 編  .-- 七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85-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農會招考豐登.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

合一(共同供運銷)/鼎文名師群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01-

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農會招考豐登.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

合一(信用業務)/鼎文名師群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03-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 2023/李聿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1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51-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71-9 (PDF) 普遍級  

農業推廣學/任瑞書編 .-- 三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84-7 (PDF) NT$460 普遍

級  

電路學. 112 版/鄭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382-9 (平裝) 

NT$540 普遍級  

圖解刑事訴訟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

書/錢世傑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十

力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10-3-4 (PDF) NT$450 普遍

級  

圖解法律記憶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

書/錢世傑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十

力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10-4-1 (PDF) NT$320 普遍

級  

圖解憲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錢

世傑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10-5-8 (PDF) NT$500 普遍級  

圖解機器學習與資料科學的數學基

礎: 使用 Python/松田雄馬, 露木宏志, 

千葉彌平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00-2 (PDF) NT$650

普遍級  

奪魁地球科學 15 週週複習計畫/高清, 

曹子文, 溫世名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1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15-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漁會招考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

(加工製造)/鼎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98-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監獄行刑法逐條釋義重點解要. 112

版/何漢, 黃如璿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8 .-- 58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352-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監獄學綜覽. 112 版/何漢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6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353-9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臺灣手語. 第 2 冊, 放學了/張榮興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 

11107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12-7 (平裝) NT$210 普遍級  

臺灣手語. 第 3 冊, 逛動物園/張榮興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13-4 (平裝) NT$210 普遍級  

臺灣手語. 第 4 冊, 下雨天/張榮興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 

11107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14-1 (平裝) NT$210 普遍級  

*臺灣手語. 第 5 冊, 去公園玩/張榮興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15-8 (平裝) NT$210 普遍級  

*臺灣手語. 第 6 冊, 狗狗朋友/張榮興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16-5 (平裝) NT$210 普遍級  

臺灣原住民族史及臺灣原住民族文

化(含概要、大意)/邱燁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6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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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眞妸著; 李煥然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58-7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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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眞妸著; 李煥然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59-4 

(PDF) NT$350 普遍級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焦點

速成+歷屆試題/薛常湧編著 .-- 第六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00-6 

(PDF) 普遍級  

閩東語分級教材(第一級). 第 1 冊/陳

高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83-

75-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閩東語分級教材(第一級). 第 2 冊/陳

高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83-

76-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閩東語分級教材(第五級). 第 10 冊/陳

高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7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83-78-6 (平裝) 普遍級  

閩東語分級教材(第四級). 第 7 冊/陳

高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7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83-77-9 (平裝) 普遍級  

閩東語分級教材教學指引(第一級). 

第 1 冊/陳高志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79-3 (平裝) 

普遍級  

閩東語分級教材教學指引(第一級). 

第 2 冊/陳高志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80-9 (平裝) 

普遍級  

閩東語分級教材教學指引(第五級). 

第 10 冊/陳高志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82-3 (平裝) 

普遍級  

閩東語分級教材教學指引(第四級). 

第 7 冊/陳高志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7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83-81-6 (平裝) 

普遍級  

領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含世界

史地、 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

人員]/陳書翊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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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77-1 (PDF) 

普遍級  

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完全攻略/李軍

毅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01-3 (PDF) 普遍級  

數感實驗室.數學素養題型. 八上/數

感實驗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5-181-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數學(B)商職(歷年試題+模擬考)/學

寧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02-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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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03-7 (PDF) 普遍級  

數學大師命題趨勢整合: 國三總複習. 

A/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8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7-44-6 (平裝) 

普遍級  

數學大師命題趨勢整合: 國三總複習. 

B/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8 .-- 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7-45-3 (平裝) 

普遍級  

數學這樣教: 國小數學感教育/李源

順 著  .-- 四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267-3 (PDF) NT$750 普遍級  

模組. 1, 基礎理財規劃/吳明政, 梁亦

鴻, 楊子儀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8 .-- 3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40-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樂高機器人創意寶典: 128 種絕妙新

組合/五十川芳仁著; 曾吉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01-9 (PDF) 

NT$720 普遍級  

學測 3800.全國高中模擬試題彙編. 

自然考科/各校名師聯合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8-3 (平

裝) 普遍級  

學測 3800.全國高中模擬試題彙編. 

英文考科/各校名師聯合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66-1 (平

裝) 普遍級  

學測 3800 全國高中模擬試題彙編. 數

學 A 考科/各校名師聯合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58-6 (平

裝) 普遍級  

導遊領隊人員考試導遊領隊實務. 二

/令澤豐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4-96-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導遊領隊實務(一)(華語人員、外語

人員)/吳瑞峰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273-3 (PDF) 

普遍級  

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詳解: 自然

考科/張鎮麟編著 .-- 修訂 1 版 .-- 新

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420-3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詳解: 英文

考科/張勝溢編著 .-- 修訂 1 版 .-- 新

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418-0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詳解: 數學

考科/朱正康編著 .-- 修訂 1 版 .-- 新

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419-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歷屆試題. 100-111 年. 自然/金安自然

科編輯群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9 .-- 20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31-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歷屆試題. 100-111 年. 社會/金安社會

科編輯群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9 .-- 17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32-8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歷屆試題. 100-111 年. 英語科/金安英

語科編輯群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

安, 11109 .-- 20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233-629-8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歷屆試題. 100-111 年. 國文/金安國文

科編輯群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9 .-- 2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28-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歷屆試題. 100-111 年. 數學/金安數學

科編輯群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9 .-- 1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30-4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加工製

造)/鼎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04-4 (PDF) NT$420 普遍級  

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共同供運

銷)/鼎文名師群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05-1 (PDF) NT$450 普遍級  

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信用業

務)/鼎文名師群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06-8 (PDF) NT$450 普遍級  

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會務行

政)/鼎文名師群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02-0 (PDF) NT$420 普遍級  

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財稅

行政)/鼎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4-99-1 (PDF) NT$480 普遍

級  

鋼筋混凝土必做 50 題型/徐毓宏, 許

弘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11108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456-9-9 (平裝) NT$780 普遍級  

環境衛生學/魯葦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83-6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總體經濟學/謝德宗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03-8 (PDF) 普遍級  

講義式評量. 英語. 1 上/林漢忠, 陳宇

勝, 蘇軾閔, 鍾美怡, 陳盈如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1108 .-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

269-6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殯葬禮儀: 理論、實務、証照/陳繼

成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211-6 (PDF) 普遍級  

雙語教學百寶箱: 生活課程 Let's Go!. 

2 年級/甘雅嵐, 許芊惠, 黃晶瑩, 陳錦

芬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631-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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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理學/郭熙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3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4-213-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警特用: 憲法.通試/尹力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5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01-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警專國文/朱武編著 .-- 第五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56-0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警察考試. 112 版: 犯罪學(含再犯預

測)讀本.題庫二合一圖解焦點/張婕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8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392-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警察考試法學緒論 . 112 版/程怡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 10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

323-376-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警察行政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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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8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88-1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警察法規申論這樣寫/程譯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93-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警察法規實用小法典/劉育菘主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8 .-- 

6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19-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警察法學緒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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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85-

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警察法選擇這樣寫/程譯編 .-- 二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08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92-1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警察特考. 2023: 警察學/紀傑原著; 程

譯修訂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91-4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警察專業英文/英銘編 .-- 六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06-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警察情境實務(內容+題庫二合一)/特

烤班編著; 程譯修訂 .-- 二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108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8-88-4 (平裝) NT$720 普遍級  

警察勤務必背神器一本全搞定/程譯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7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00-0 (平裝) 

NT$750 普遍級  

贏 戰 歷 屆 試 題 . 自 然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72-2 (平裝) 普遍級  

贏戰歷屆試題. 自然.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71-

5 (平裝) 普遍級  

贏 戰 歷 屆 試 題 . 社 會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67-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贏戰歷屆試題. 社會.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68-

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贏 戰 歷 屆 試 題 . 國 文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59-3 (平裝) NT$190 普遍級  

贏戰歷屆試題. 國文.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60-

9 (平裝) NT$190 普遍級  

贏 戰 歷 屆 試 題 . 數 學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62-3 (平裝) NT$130 普遍級  

贏戰歷屆試題. 數學.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61-

6 (平裝) NT$130 普遍級  

鐵路法學緒論. 112 版/程怡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8 .-- 10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377-

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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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276-4 (PDF) 普遍級  

兒童讀物 

(小學生的腦科學漫畫)人類探索研

究小隊. 1, 為什麼我們那麼在意外

表?/鄭在恩, 李高恩作; 金現民繪; 林

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83-3 (EPUB) 普遍級  

(小學生的腦科學漫畫)人類探索研

究小隊. 1, 為什麼我們那麼在意外

表?/鄭在恩, 李高恩作; 金現民繪; 林

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84-0 (PDF) 普遍級  

(幼兒數學邏輯遊戲繪本)豆豆偵探= 

콩돌 탐정/朴炫貞文; 吳政澤圖; 林盈

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07-973-

4 (全套:精裝) NT$960 普遍級  

(程式設計遊戲書)阿貝貝大冒險= プ

ログラムすごろく アベベのぼうけ

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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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07-977-2 ( 全 套 : 精 裝 ) 

NT$900 普遍級  

10 歲開始自己讀哲學名言/岩村太郎

作; 伊之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0-86-4 (PDF) 普遍級  

10 歲開始自己讀哲學名言/岩村太郎

作; 伊之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0-87-1 (EPUB) 普遍級  

宝宝好性格故事: 我不怕/龚勋编著 .-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0 .-- 48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

76-4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宝宝好性格故事: 我不哭/龚勋编著 .-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0 .-- 48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

73-3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宝宝好性格故事: 我能行/龚勋编著 .-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0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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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

75-7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宝宝好性格故事 : 嗨 ,你好 /龚勋编

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0 .-

- 48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61-74-0 (平裝) NT$120 普遍級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小心翼翼的膽

小昕/岑澎維文; Tai Pera 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19-1 

(EPUB) NT$320 普遍級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小心翼翼的膽

小昕/岑澎維文; Tai Pera 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20-7 

(PDF) NT$320 普遍級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彤恩戴口罩了

嗎?/岑澎維文; 奇亞子圖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21-4 

(EPUB) NT$320 普遍級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彤恩戴口罩了

嗎?/岑澎維文; 奇亞子圖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22-1 (PDF) 

NT$320 普遍級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趕時間的小樂/

岑澎維文; 念山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23-8 (EPUB) 

NT$320 普遍級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 趕時間的小樂/

岑澎維文; 念山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24-5 (PDF) 

NT$320 普遍級  

BABY100: 交通工具/人類文化編輯

部作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6-3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BABY100: 認知圖鑑/人類文化編輯

部作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7-0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BABY123: 顏色 形狀/人類文化編輯

部作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5-6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Buddy English. vol.18, travel weather= 

美語巴弟. 第十八冊, 旅行天氣/國語

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語週刊文化, 11109 .-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

96530-0-3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Christina's crazy artworks/by Christina 

Chou .-- 屏東縣 : 屏東科大智媒中心, 

11108 .-- 25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5782-7-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Hello Happy 快樂喵日子!: 2023 漫畫

遊戲日曆/小雪作; Mandie Kuo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博海文化, 11109 .-- 

368 面; 14X18 公分 .-- ISBN 978-986-

86877-9-0 (平裝) NT$720 普遍級  

I like. book 10/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10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1-8-7 (平裝) 普遍級  

I like. book 11/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10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1-9-4 (平裝) 普遍級  

I like. book 9/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09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1-7-0 (平裝) 普遍級  

Steam reader: back to school sale/the 

invitation/my story world food safet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8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96-4 (平

裝) NT$335 普遍級  

Steam reader: I love soccer/fruits/toys 

around the world/the zoo/ .-- 高雄市 : 美

樂蒂文教, 11108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97-1 ( 平 裝 ) 

NT$335 普遍級  

T. Robot. level 3: where is the maker 

lab?/written by Tiffany Yu .-- 臺中市 : 

英閱音躍研創, 11109 .-- 32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5445-7-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The ugly duckling/retold by Catherlne 

Eisele, Jack Yang;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敦

煌, 11108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06-989-5 (精裝 ) NT$180 .-- 

ISBN 978-957-606-990-1 (精裝附光碟

片) NT$380 普遍級  

「看」電影/陳維貞, 吳立萍作; 紅月

亮繪畫工作室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

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9-5 (平裝) 普遍

級  

「網」住人心 e 點靈/陳維貞作; 王瑞

嫻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29-4 (平裝) 普遍級  

一半的巢/曾竺湘圖.文 .-- 初版 .-- 新

北市 : 曾竺湘, 11108 .-- 32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76-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一 是 強 尼 / 莫 里 斯 桑 達 克 (Maurice 

Sendak)文.圖; 郝廣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 11111 .-- 48 面; 9 公

分 .-- ISBN 978-626-7180-22-8 (精裝) 

NT$150 普遍級  

一起吃,最好吃/喵伊圖.文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8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40-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十二生肖之歌/洪福田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9-71-4 

(EPUB) 普遍級  

十二生肖之歌/洪福田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9-70-7 (PDF) 

普遍級  

女巫,妳在搞什麼鬼?/梁曉丹作; 漫畫

罐頭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28-7 (平裝) 普遍級  

小儿熊 /黃蕙君文; 崔麗君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11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313-088-

3 (平裝) NT$60 普遍級  

小小傘兵要出征/梁曉丹作; 珈米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27-0 (平裝) 普遍級  

小小猴找朋友/賴曉珍文; 王書曼圖 .-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7-4 (PDF) 普遍級  

小小猴找朋友/賴曉珍文; 王書曼圖 .-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8-1 (EPUB) 普遍級  

小天使的理想世界(中英對照)/吳思

賢, 林哲彥, 陳品璇, 許庭瑜, 游舒婷

故事; 吳思賢, 陳品璇, 許庭瑜, 游舒

婷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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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 .-- 2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21-5-8 (精裝) 普遍級  

小事件.大影響 不只是洗澡/許雅芬

作; 蘇力卡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

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7-1 (平裝) 普遍級  

小事件.大影響 帆船: 開啟海上冒險

新時代/張志遠作; 邱慶元插畫 .-- 新

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8-8 (平

裝) 普遍級  

小兒子. 4, 遲到超人/駱以軍原作; 王

文華改寫; 李小逸插畫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11-3 (EPUB) 

NT$300 普遍級  

小拖拉機情緒繪本 /娜塔莉 .昆塔特

(Natalie Quintart)文 ; 菲利普 .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圖; 謝靜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240-9-6 (全套: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小紅,不一樣/孫晴峰文; swawa.com 黃

怡姿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81-1 (PDF) 普遍級  

小紅,不一樣/孫晴峰文; swawa.com 黃

怡姿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82-8 (EPUB) 普遍級  

小學生的聰明理財教室. 1, 管理零用

錢の 27 個好方法: 生活應用篇/朴貞

炫作; 南炫智繪; 申旻鑫譯 .-- 新北

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25-87-2 (EPUB) 

NT$350 普遍級  

小學生的聰明理財教室. 1, 管理零用

錢の 27 個好方法: 生活應用篇/朴貞

炫作; 南炫智繪; 申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25-89-6 (PDF) 普遍級  

小學生的聰明理財教室. 2, 一看就懂

の 27 個財商小知識: 啟蒙學習篇/朴

貞炫作; 申旻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25-88-9 (EPUB) 普遍

級  

小學生的聰明理財教室. 2, 一看就懂

の 27 個財商小知識: 啟蒙學習篇/朴

貞炫作; 申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

活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25-90-2 (PDF) 普遍級  

小羅賓的紅色背心 /珍 .費恩利 (Jan 

Fearnley)著; 張耘榕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15-4 (PDF) 普遍級  

小寶貝,當你長大時/井本蓉子作; 柯

慧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65-9 (PDF) 普遍級  

小寶貝,當你長大時/井本蓉子著; 柯

慧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66-6 (EPUB) 普遍級  

小寶貝愛唱歌. 1, 我們這一家/微笑

先生文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0-957-2 (EPUB) NT$250 普遍級  

小寶貝愛唱歌. 2, 一起來玩耍/微笑

先生文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1-004-3 (EPUB) NT$250 普遍級  

山路先生/蚊子圖.文 .-- 初版 .-- 臺中

市 : 蚊子, 11108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51-1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工地小幫手/Anne Sofie Sternberg 作; 

Eva Sanz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0 .-- 16 面; 

12X15 公分 .-- ISBN 978-626-7160-59-

6 (精裝) NT$780 普遍級  

不 完 美 的 圓 ( 中 英 對 照 )= The 

imperfect circle/李亞真, 林育辰, 林俞

廷, 張主佩, 許庭棫, 戴振洋故事; 張

主佩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

學, 11109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21-2-7 (精裝) 普遍

級  

不 受 歡迎 的小 白 ( 中英 對照 )= The 

unpopular Milky/林羿汎, 江清楓, 陳柏

維, 陳庭瑞, 陳恩柔創作; 陳恩柔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 , 

11109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21-6-5 (精裝) 普遍級  

不 要 翻 到 下 一 頁 !/ 拉 雪 兒 . 柏 克

(Rachelle Burk) 作 ; 茱 莉 . 唐 寧 (Julie 

Downing)繪;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02-4 (PDF) 普遍級  

不 要 翻 到 下 一 頁 !/ 拉 雪 兒 . 柏 克

(Rachelle Burk) 作 ; 茱 莉 . 唐 寧 (Julie 

Downing)繪;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03-1 (EPUB) 普遍

級  

不要翻到下一頁!= Don't turn the page/

拉雪兒.柏克(Rachelle Burk)作; 茱莉.

唐寧(Julie Downing)繪;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4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87-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不給糖就搗蛋/陶綺彤文; 郭莉蓁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0 .-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556-39-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中小學生必學社交力 /藤野博監修; 

李亞妮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81-9 (EPUB) 普遍級  

中小學生必學社交力 /藤野博監修; 

李亞妮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82-6 (PDF) 普遍級  

今天出太陽: 日常生活中的太陽能/

許喻理文字; 徐慧利繪圖 .-- 初版 .-- 

臺中市 : 力暘能源, 11108 .-- 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06136-1-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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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24-9 (EPUB) 普遍

級  

天寒地凍的國度/張曉嵐作; 陳孝貞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34-8 (平裝) 普遍級  

天然 a 熊好= Being natural is the best/

王尉丞, 洪翌捷, 連育瑨, 張家誌, 劉

庭瑋創作; 劉庭瑋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同大學 , 11109 .-- 28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21-4-

1 (精裝) 普遍級  

手指按按點讀書: 音樂大師世界名曲

有聲書 /幼福編輯部編 ; Hana, 林瀚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 

11110 .-- 2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243-821-3 (精裝) NT$7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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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掌玩創意繪本系列/裕濟理文; 韓

太熙圖;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7051-64-1 (全套:精裝) 普遍級  

手掌叢林/裕濟理作; 簡郁璇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69-6 (EPUB) 普遍

級  

手掌叢林/裕濟理作; 簡郁璇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70-2 (PDF) 普遍級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60: 自然關懷

精選/傑克.倫敦, 赫夫.羅弗庭, 赫爾

曼.梅爾維爾, 艾瑞克.奈特, 肯尼士.葛

拉罕姆原著; 管家琪, 唐琮, 陳秋帆, 

周姚萍, 何碧珠, 陳正馨改寫; 黃一文, 

陳亭亭, 蔡豫寧, 灰塵魚, 黃雅玲, 小

島研究站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 11111 .-- 冊 .-- ISBN 978-986-

338-528-8 (全套:平裝) NT$1400 普遍

級  

世界經典奇幻故事寶盒(綠野仙蹤、

彼得潘、小木偶皮諾丘)/法蘭克.包

姆(L. Frank Baum), 詹姆斯.馬修.貝瑞

(James Matthew Barrie), 卡洛.柯洛帝

(Carlo Collodi)作; 威廉.丹斯洛(W. W. 

Denslow), 昆 汀 . 葛 利 本 (Quentin 

Gréban)繪; 黃筱茵, 葛窈君譯 .-- 臺北

市 : 國語日報, 11109 .-- 冊 .-- ISBN 

978-957-751-911-5 ( 全 套 : 平 裝 ) 

NT$1100 普遍級  

他鄉是故鄉/邱雪霞, 簡麗玉, 阮惠華

文; 章美琳, 陳澤恩, 孔悅, 方詠琳, 陳

泑璉圖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竹林

國小, 11108 .-- 9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57-6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冬暖夏涼的土角厝/林憲正文; BirBir

巧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9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556-42-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奶奶的鬼故事/黃文輝文; 九子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1-71-8 (EPUB) 

NT$190 普遍級  

奶奶的鬼故事/黃文輝文; 九子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1-73-2 (PDF) 

NT$190 普遍級  

生活用品/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新北

市 : 人類, 11110 .-- 24 面; 14X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68-53-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皮皮/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

文.圖; 郝廣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11 .-- 48 面; 9 公分 .-- 

ISBN 978-626-7180-23-5 ( 精 裝 ) 

NT$150 普遍級  

交通工具/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新北

市 : 人類, 11110 .-- 24 面; 14X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68-50-9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再見中興莊/張雀芬總編輯 .-- 第 1

版 .-- 彰化縣 : 彰縣文化局,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

88-4 (精裝) NT$330 普遍級  

印地安人的傳說與文化/江真作; 漫

畫罐頭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21-8 (平裝) 普遍級  

吃飯/黃姿菁文; 黎宇珠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09 .-- 19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8-45-5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回家過年/七色王國作.插畫 .-- 初版 .-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60-56-5 (全套:精裝) 

NT$1400 普遍級  

地心歷險記/許同孝編劇; 劉宗浩漫

畫 .-- 臺北市 :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89-4-4 (EPUB) 普遍級  

好臭好臭的椿象/阿德蝸文; 容蓉圖 .-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09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494-0-

2 (精裝) NT$360 普遍級  

* 好 棒 的 爸 爸 / 橋 瓦 娜 . 曼 特 加 札

(Giovanna Mantegazza)文; 多娜塔 .蒙

特納利(Donata Montanari)圖; 李紫蓉

譯寫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1109 .-- 

24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

212-408-6 (精裝) NT$400 普遍級  

* 好 棒 的 媽 媽 / 橋 瓦 娜 . 曼 特 加 札

(Giovanna Mantegazza)文; 多娜塔 .蒙

特納利(Donata Montanari)圖; 李紫蓉

譯寫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1109 .-- 24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212-409-3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如果沒有「豬」....../黃健琪作; 夢想

國工作室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

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35-5 (平裝) 普遍

級  

安心國小. 5, 時間,等等我/岑澎維文; 

張庭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92-7 (PDF) NT$320 普遍

級  

安心國小. 5, 時間,等等我/岑澎維文; 

張庭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93-4 (EPUB) NT$320 普

遍級  

安心國小. 6, 這樣用錢可以嗎?/岑澎

維文; 張庭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94-1 (EPUB) 

NT$320 普遍級  

安心國小. 6, 這樣用錢可以嗎?/岑澎

維文; 張庭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95-8 (PDF) NT$320

普遍級  

安心環球遊學團/許同孝編劇; 楊雅

琪漫畫 .-- 臺北市 : 好頭腦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89-5-1 (EPUB) 普遍

級  

有犯罪的地方就有他: 名偵探上場/

陳維貞作; 柯廷霖插畫 .-- 新北市 : 泛

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58-326-3 (平裝) 普遍

級  

有故事的郵票: 日本昔話與俳句/王

淑芬作; 阿力金吉兒繪 .-- 臺北市 : 遠

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757-4 (EPUB) 普遍級  

朱利安想唱歌/Charlotte Lin 圖.文 .-- 

桃園市 : 林曉柔, 11110 .-- 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84-9 (精裝) 

NT$490 普遍級  

米亞與艾瑪/陳聖蕾 Mia Chen 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12-2 (PDF) 

普遍級  

老師丟丟臉/蕭逸清文; 吉娜兒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4-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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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丟丟臉/蕭逸清文; 吉娜兒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6-7 (EPUB) 普遍級  

自己動手建果園!/梁曉丹作; 蔡穎文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30-0 (平裝) 普遍級  

你所需要的/陸可鐸(Max Lucado)著; 

克勞巴(Douglas Klauba)繪圖; 郭恩惠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0-

433-1 (精裝) NT$240 普遍級  

你要用壓歲錢買什麼呢?/佐佐木有

里文; 杉山佳奈代圖; 黃惠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10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452-

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你 喜 歡 恐 龍 嗎 = Do you love 

dinosaurs?/ 馬 特 . 羅 伯 森 (Matt 

Robertson)圖.文;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3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07-996-

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你 喜 歡恐 龍嗎 ?/馬特 .羅伯森 (Matt 

Robertson)圖.文;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93-2 (PDF) 

NT$320 普遍級  

你 喜 歡恐 龍嗎 ?/馬特 .羅伯森 (Matt 

Robertson)圖.文;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94-9 (EPUB) 

NT$320 普遍級  

你 喜 歡蟲 蟲嗎 ?/馬特 .羅伯森 (Matt 

Robertson)圖.文;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95-6 (PDF) 

NT$320 普遍級  

你 喜 歡蟲 蟲嗎 ?/馬特 .羅伯森 (Matt 

Robertson)圖.文;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3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07-997-

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你 喜 歡蟲 蟲嗎 ?/馬特 .羅伯森 (Matt 

Robertson)圖.文;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98-7 (EPUB) 

NT$320 普遍級  

冷不防/楊雲萍日文原詩; 葉笛原詩

翻譯; 王春子改寫.繪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1109 .-- 3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623-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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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07-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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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08-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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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05-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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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06-7 (PDF) 

普遍級  

快樂的金小川. 1, 小黑羊去上學/賴

曉珍文; 陳孟瑜圖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83-5 (PDF) 

普遍級  

快樂的金小川. 1, 小黑羊去上學/賴

曉珍文; 陳孟瑜圖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84-2 (EPUB) 

普遍級  

我也是臺灣人/李光福文; 達姆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1-70-1 (EPUB) 

NT$260 普遍級  

我也是臺灣人/李光福文; 達姆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1-72-5 (PDF) 

NT$260 普遍級  

我不再害怕 /妮可 .德寇可(Nicole de 

Cock)作 .-- 新北市 : 人類, 11109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

40-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不是幼稚鬼(中英對照)= I am not a 

childish kid/鄭琮瀚, 陳鴻斌, 蕭襦, 黃

宥喬, 徐英森, 吳嘉恆創作.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 11109 .-- 56

面 ;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5021-3-4 (精裝) 普遍級  

我的怪咖同學/謝俊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431-9-0 (PDF) 

普遍級  

我從哪裡來?/黃健琪作; 黃淑華等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39-3 (平裝) 普遍級  

我愛小發明!/劉冠伶, 張曉嵐作; 郭莉

蓁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41-6 (平裝) 普遍級  

我親愛的小傢伙/喬.韋弗(Jo Weaver)

文.圖; 賴潔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87-4-2 (PDF) 普遍級  

找找馬丁視覺大發現/百變馬丁編寫

組編著; 笨貓, 文魯工作室, 劉霽瑩, 

哈羅繪, 心傳奇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95910-9-1 (全套:平裝) NT$600 普遍級  

找找馬丁視覺大發現. 1, 間諜馬丁/

百變馬丁編寫組編著; 笨貓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910-4-6 (平

裝) NT$120 普遍級  

找找馬丁視覺大發現. 2, 馬拉丁與神

燈/百變馬丁編寫組編著; 文魯工作

室 繪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柏 樂 , 

111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5910-5-3 (平裝) NT$120 普遍級  

找找馬丁視覺大發現. 3, 遊戲之王/

百變馬丁編寫組編著; 劉霽瑩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910-6-0 (平

裝) NT$120 普遍級  

找找馬丁視覺大發現. 4, 攔截慧星/

百變馬丁編寫組編著; 哈羅繪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910-7-7 (平

裝) NT$120 普遍級  

找找馬丁視覺大發現. 5, 時空旅人/

百變馬丁編寫組編著; 心傳奇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910-8-4 (平

裝) NT$1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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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風抗潮的石頭屋/林憲正文; 米各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 

11109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556-44-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兩百年的火車故事/吳立萍作; 郭立

蓁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32-4 (平裝) 普遍級  

咕嘰咕嘰大鯨魚/花格子文; 黃玲馨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11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

313-091-3 (平裝) NT$60 普遍級  

和動物對話的勞倫茲 /許同孝編劇; 

劉宗浩漫畫 .-- 臺北市 : 好頭腦文教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289-6-8 (EPUB) 

普遍級  

奇想聊齋. 1, 狸貓學仙術/劉思源作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18-2 (EPUB) 普遍級  

奇想聊齋. 2, 妖怪現形記/劉思源作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19-9 (EPUB) 普遍級  

奇裝異服的衛斯理/賽謬爾 蘭利.斯

溫(Samuel Langley-Swain)著; 瑞安 松

德雷格(Ryan Sonderegger)繪; 張耘蓉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14-7 

(PDF) 普遍級  

帕可愛音樂有聲繪本套書. 5/瑪嘉莉.

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10 .-

- 冊 .-- ISBN 978-626-7038-50-5 (全套:

精裝) NT$799 普遍級  

果殼圖書館 /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文.圖; 郝廣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80-26-6 ( 全 套 : 精 裝 ) 

NT$599 普遍級  

法律小學堂/李靜芳, 陳盈菁, 謝金色

文; 林沿希, 高郁喬, 翁沛汝, 張淨涵, 

張恩綺, 郭倚翎, 陳琬諭, 陳姵涵, 陳

品儒, 陳品妘, 陳宥齊, 陳怡安, 陳絜

羽, 劉千毓, 黃心渝, 楊欣榆, 鄭宇岑, 

鄭宇棋圖 .-- 彰化縣 : 彰縣大竹國小, 

111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73-83-9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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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42-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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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43-3 (EPUB) 普遍級  

狗狗能做的,不只二三事!/陳維貞作; 

HOLAN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23-2 (平裝) 普遍級  

狐狸的錢袋/賴曉珍文; 楊宛靜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2-9 (PDF) 普遍級  

狐狸的錢袋/賴曉珍文; 楊宛靜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3-6 (EPUB) 普遍級  

* 初 遊 創 客 機 械 課 本 . starter=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 book 

starter/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108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00-9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長生石的守護者/陳郁如作; 劉家安

朗讀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0 .-- 約

3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

80-9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

級  

阿 公 阿 嬤 的 三 合 院 / 林 憲 正 文 ; 

Hoiieng Lai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房文化, 11109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56-41-9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阿吉的魔法紅球/松丘幸文.圖; 詹慕

如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75-8 (PDF) 普遍級  

阿吉的魔法紅球/松丘幸文.圖; 詹慕

如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76-5 (EPUB) 普遍級  

咪咪去哪裡?/劉紀彤, 劉紀汎文; 劉紀

汎圖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竹松

社區大學, 11108 .-- 30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95119-1-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哈囉!媽咪咪/Aileen Wu 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吳志芳, 11110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01-0426-

9 (精裝) NT$299 普遍級  

咱的囡仔歌 山嘛驚寒/林武憲文; 鄭

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0-07-0 (PDF) 普遍級  

咱的囡仔歌 山嘛驚寒/林武憲文; 鄭

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0-08-7 (EPUB) 普遍級  

咱的囡仔歌 月光光 踅夜市/林武憲

文; 鄭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200-09-4 (PDF) 普遍級  

咱的囡仔歌 月光光 踅夜市/林武憲

文; 鄭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200-10-0 (EPUB) 普遍

級  

咱的囡仔歌 菜瓜開花/林武憲文; 鄭

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0-11-7 (PDF) 普遍級  

咱的囡仔歌 菜瓜開花/林武憲文; 鄭

明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0-12-4 (EPUB) 普遍級  

孩子王老虎/王家珍作; 王家珠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0-05-6 (PDF) 普遍級  

孩子王老虎/王家珍作; 王家珠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0-06-3 (EPUB) 普遍級  

孩子交朋友時最需要的一套繪本/賽

謬 爾 . 蘭 利 . 斯 溫 (Samuel Langley-

Swain), 珍.費恩利(Jan Fearnley)著; 瑞

安.松德雷格(Ryan Sonderegger)繪; 張

耘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43-239-

0 (全套:精裝) NT$580 普遍級  

孩子的第一堂 STEM 實驗課: 在家玩

科學/蘇珊.馬蒂諾(Susan Marineau)文; 

維姬.巴克(Vicky Barker)圖; 周怡伶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79-6 

(EPUB) 普遍級  

孩子的第一堂 STEM 實驗課: 在家玩

科學/蘇珊.馬蒂諾(Susan Marineau)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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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姬.巴克(Vicky Barker)圖; 周怡伶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80-2 

(PDF) 普遍級  

孩子愛上自然課了!/鄭元春, 林良恭, 

陳維壽, 蔡章獻, 邱國光, 馮鵬年, 湯

國光, 李壽先, 黃鵬鵬, 王司文, 王世

斌, 韓德行, 王鑫, 黃克仁, 陳慶飛撰

文 .-- 新北市 : 華一, 11110 .-- 冊 .-- 

ISBN 978-957-38-0603-5 (全套:平裝) 

NT$7200 普遍級  

星座大會串......雙魚到雙子/徐毅宏

作; HOLAN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

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36-2 (平裝) 普遍

級  

流星沒有耳朵/林世仁文; 王書曼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9-8 (PDF) 普遍級  

流星沒有耳朵/林世仁文; 王書曼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80-4 (EPUB) 普遍級  

科學小偵探. 1, 神祕島的謎團/趙仁

河作; 趙勝衍繪;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04-8 (PDF) 

普遍級  

科學小偵探. 1, 神祕島的謎團/趙仁

河作; 趙勝衍繪;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05-5 (EPUB) 

普遍級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10, 科學偵探 vs.

神祕列車/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

真, 田中智章著;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78-9 (PDF) 普遍級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10, 科學偵探 vs.

神祕列車/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

真, 田中智章著;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83-3 (EPUB) 普遍

級  

恐龍女士瑪莉․安寧: 第一位古生物

學家,瑪莉․安寧的驚人大發現/琳達

․絲基爾斯(Linda Skeers)文; 瑪塔.阿

瓦雷茲.米昆斯(Marta Álvarez Miguéns)

圖; 張東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069-96-7 (PDF) 普遍級  

恐龍女士瑪莉․安寧: 第一位古生物

學家,瑪莉․安寧的驚人大發現/琳達

․絲基爾斯(Linda Skeers)文; 瑪塔.阿

瓦雷茲.米昆斯(Marta Álvarez Miguéns)

圖; 張東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069-97-4 (EPUB) 普遍

級  

恐龍世界/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新北

市 : 人類, 11109 .-- 24 面; 14X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68-51-6 (精裝) 

NT$250 普遍級  

時光小學 3+4 年級/王文華作; 貓魚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 

11109 .-- 冊 .-- ISBN 978-957-751-909-

2 (全套:平裝) NT$640 普遍級  

朕說怪奇百科. 人類篇/朕說.黃桑編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03-4 (PDF) 普遍級  

朕說怪奇百科. 人類篇/朕說.黃桑編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04-1 (EPUB) 普遍級  

消防總動員/Anne Sofie Sternberg 作; 

Eva Sanz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0 .-- 16 面; 

12X15 公分 .-- ISBN 978-626-7160-58-

9 (精裝) NT$780 普遍級  

海底世界= Under the sea/札維也德諾

(Xavier Deneux)文.圖; 何俊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202 .-- 1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0-

19-8 (精裝) NT$480 普遍級  

海底兩萬哩/潘美慧編劇; 黃正文漫

畫 .-- 臺北市 :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89-7-5 (EPUB) 普遍級  

海洋號,出發!/陳冠羽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7-41-9 (PDF)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 4, 一舉逆轉!IQ200 的

狼人遊戲/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宛

庭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小 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73-4 (PDF)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 4, 一舉逆轉!IQ200 的

狼人遊戲/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宛

庭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小 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74-1 (EPUB) 普遍級  

砰咚咚: 什麼東西掉下來?/知亞圖 .

文 .-- 初版 .-- 彰化縣 : 知亞藝文工作

室, 11110 .-- 1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99-0-7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祖 靈 的 孩 子 = aljak nva sevalitan ti 

kuljiljiljilji kati muakaikai/萬安國民小

學文.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萬安國小,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53-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神偷變色龍.盜隆/苅田澄子文; 伊藤

夏紀圖; 曾湘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67-7 (EPUB) 普遍級  

笑 臉 巧 克 力 / 許 筠 杰 (Alpha Hsu), 

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30-7-5 (PDF) 普遍級  

笑 臉 巧 克 力 / 許 筠 杰 (Alpha Hsu), 

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30-8-2 (EPUB) 普遍級  

草莓園偵探社/小熊老師, 韋瑋文; 圖

倪圖 .-- 臺中市 : 農委會水保局臺中

分局, 111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0-96-7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閃亮的旅程: 小北極熊要回家 /Jane 

Kent 作; Wendy Kendall 插圖; 何妍萱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9 .-- 1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52-7 (精裝) NT$399 普

遍級  

閃亮的旅程: 小老虎要回家/Jane Kent

作; Wendy Kendall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0-55-8 (精裝) NT$399 普遍級  

閃亮的旅程: 小鹿要回家/Jane Kent 作; 

Wendy Kendall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

53-4 (精裝) NT$399 普遍級  

閃亮的旅程: 小鯨魚要回家/Jane Kent

作; Wendy Kendall 插圖; 何妍萱譯 .-- 



141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0-54-1 (精裝) NT$399 普遍級  

動手玩思維/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長頸鹿文化, 111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94-9-4 (第 6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動 手 玩 童 話 /Gwé, Amy Blay, Tiago 

Americo 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60-51-0 (全套:

精裝) NT$1140 普遍級  

動物天地/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新北

市 : 人類, 11109 .-- 24 面; 14X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68-52-3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國王與鄰居/陶綺彤故事; Faye 繪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8 .-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38-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國家鐵道博物館繪本全系列(限量典

藏組)/吳欣芷, 吳培綺, 周見信, 郭乃

文, 詹仕靜, 鄧志忠, 鄭宗弦, 鄭培哲, 

蘇懿禎, 半隻羊立體書實驗室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

備處, 11109 .-- 冊 .-- ISBN 978-986-

532-622-7 (全套:精裝) NT$2549 普遍

級  

培養耐心: 等一下,到底要等多久?/童

夢館編輯部編; 林麗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91-9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密室脫逃 博物館大冒險: 你能解開

謎 團 順 利 脫 逃 嗎 ?/ 葛 瑞 斯 . 摩 爾

(Gareth Moore) 作 ; 貝 翠 絲 . 卡 斯 楚

(Beatriz Castro)繪; 劉維人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1111 .-- 6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974-9-0 (精

裝) NT$460 普遍級  

情商點讀繪本 . II/國語週刊編輯部

作 .-- 新北市 : 國語週刊文化, 11108 .-

- 冊 .-- ISBN 978-986-06995-9-3 (全套:

精裝) NT$1400 普遍級  

情緒管理: 有話好好說,趕走壞脾氣!/

童夢館編輯部編; 沛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93-

3 (精裝)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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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8-525-7 (EPUB) NT$230 普

遍級  

梅子老師這一班 2：我們全班都有

了!/王文華文; Yuan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97-2 (PDF) 

NT$300 普遍級  

梅子老師這一班 2：我們全班都有

了！/王文華文; Yuan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96-5 

(EPUB) NT$300 普遍級  

梅子老師這一班 3：聽說班上有小

偷?/王文華文; Yuan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98-9 

(EPUB) NT$300 普遍級  

梅子老師這一班 3：聽說班上有小

偷?/王文華文; Yuan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99-6 (PDF) 

NT$300 普遍級  

移動島傳奇(全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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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00-79-3 (PDF) 

NT$11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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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0-78-6 (PDF) 普遍級  

莉塔和那個那個去上學/尚-菲利浦.

阿胡-維諾文; 奧立維.塔列克圖; 吳愉

萱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

文化, 11109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7-5 (精裝) NT$260 普

遍級  

處處是鱷魚 /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文.圖; 郝廣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 11111 .-- 32 面; 9 公

分 .-- ISBN 978-626-7180-24-2 (精裝) 

NT$150 普遍級  

蛀牙了 ,怎麼辦?/錵九九文; 陳完玲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37-9 (PDF) 普遍級  

蛀牙了 ,怎麼辦?/錵九九文; 陳完玲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38-6 (EPUB) 普遍級  

這也是書嗎?/柯華依, 黃健琪作; 劉俊

男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37-9 (平裝) 普遍級  

野性的呼喚/傑克.倫敦(Jack London)

原著; 何碧珠改寫; 黃雅玲繪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8-524-0 

(EPUB) NT$220 普遍級  

最特別的禮物: 14 種動物寶寶和媽媽

的對話,喜歡自己與生俱來的特色!/

鄭博真文; 九韭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43-291-8 ( 精 裝 ) 

NT$330 普遍級  

智慧成长故事集: 30 个幸福成长小故

事/人类文化编辑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0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761-71-9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智慧成长故事集: 39 个解决问题小故

事/人类文化编辑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0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761-72-6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森林裡的好朋友/宮野聰子文.圖; 蘇

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88-8 (PDF) 普遍級  

森林裡的好朋友/宮野聰子文.圖; 蘇

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0-89-5 (EPUB) 普遍級  

畫說現代奧運(1956~2004)/陳維貞作; 

江長芳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20-1 (平裝) 普遍級  

短暫時光/陳怡華圖.文 .-- 初版 .-- 臺

南市 : 陳怡華, 11110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69-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窗 裡 有 什 麼 ?/ 卡 特 琳 娜 . 葛 蕾 克

(Katerina Gorelik)文.圖; 上誼編輯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 

11110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62-745-2 (精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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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陪審團. 民法篇: 小美人魚,你的

交易不合法!/法律白話文運動作; A 

hui 漫畫; 小島研究站插畫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20-5 (EPUB) 普遍級  

童話陪審團. 刑法篇: 偷親睡美人的

王子,你有罪!/法律白話文運動作; A 

hui 漫畫; 小島研究站插畫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21-2 (EPUB) 普遍級  

超時空總動員: 連鎖返應/如果兒童

劇團故事; 李勉之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果兒童劇團, 11109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4776-6-6 (精

裝) NT$250 普遍級  

超級長舌比一比/梅菲比作; 小嫻, 陳

和凱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40-9 (平裝) 普遍級  

超級海盜養成班/陳維瑩作; 漫畫罐

頭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38-6 (平裝) 普遍級  

超級神奇的身體: 來勢洶洶的便便/

段張取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10 .-- 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467-7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超級神奇的身體: 憋不住的尿尿/段

張取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10 .-- 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468-4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傳染病與微生物/陳文君作; 劉亞婷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31-7 (平裝) 普遍級  

媽媽,你在哪裡/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8-7 (EPUB) 普遍

級  

想問什麼翻翻書: 關於細菌你想知道

什麼/Jane Chisholm 作; Jodie Smith 插

圖;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

流文創, 11109 .-- 1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57-2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愛,就是放下你的手機!/陳幸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0-01-8 (PDF) 普遍級  

愛,就是放下你的手機!/陳幸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0-02-5 (EPUB) 普遍級  

愛生氣的小器河馬/斯圖爾特.特洛德

(Stuart Trotter)作; 張家葳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0-96-5 (PDF) 

普遍級  

愛問問題的里歐/安東尼斯.帕帕希歐

多羅(Antonis Papatheodoulou)文; 伊莉

絲.薩瑪提斯(Iris Samartzi)圖; 吳愉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

化, 111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8-2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會呼吸的石板屋/林憲正文; 紅小將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 

11109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556-43-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禁書圖書館/艾倫.葛拉茲(Alan Gratz)

著; 陳信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807-8 (EPUB) 

NT$380 普遍級  

禁書圖書館/艾倫.葛拉茲(Alan Gratz)

著; 陳信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10-8 (PDF) NT$380

普遍級  

聖誕襪裡的祕密/陶綺彤文; 橘子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0 .-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556-45-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誠實面對: 怎麼辦?我真的不敢說!/童

夢館編輯部編; 沛吉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94-0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跟小藍卡車說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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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69-7 (PDF) 

普遍級  

跟小藍卡車說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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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70-3 

(EPUB) 普遍級  

鈴木典丈幻想繪本集: 才沒有這回事

呢!睡覺時間到了!沒什麼大不了/鈴

木典丈文.圖; 黃惠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光點,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051-74-0 ( 全 套 : 精 裝 ) 

NT$1140 普遍級  

慢吞吞英雄: 会想办法的球球/王宏

哲文; 侯小妍绘 .-- 初版 .-- 臺北市 : 

健康大腦, 11110 .-- 26 面; 23X27 公

分 .-- ISBN 978-986-96315-5-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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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190-13-5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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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190-14-2 

(EPUB) 普遍級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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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190-15-9 

(EPUB) 普遍級  

漫畫版名人傳: 克服三重苦難的奇蹟

創造者: 海倫.凱勒/關宏之監修; 天神

UMEMARU 漫畫; 林冠汾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8-05-

7 (平裝) 普遍級  

睡覺時間出現的怪獸/艾德.維爾(Ed 

Vere)文.圖;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維京國際, 11110 .-- 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53-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綠色的星星/林木林文; 長谷川義史

圖; 林真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 11110 .-- 40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986-440-451-3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山嘛驚寒/林武憲作.朗

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約 1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0-15-5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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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囡仔歌: 月光光 踅夜市/林武憲

作.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創意, 11109 .-- 約 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14-8 (線上有聲書

(MP3)) NT$60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菜瓜開花/林武憲作.朗

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約 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0-13-1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60 普遍級  

臺語囡仔歌: 菜瓜開花+月光光 踅夜

市+山嘛驚寒/林武憲作.朗讀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 約 2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0-00-1 (線上有聲書(MP3)) NT$60

普遍級  

齊齊慢慢來,老師等你!/林怡彣著; 劉

久維, 阮新蓉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31-4 (PDF) NT$320 普遍級  

噓......祕密!/梁書瑋文; 巫伊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11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313-089-

0 (平裝) NT$60 普遍級  

數學三劍客的心算冒險/約翰.畢伍德

(John Bigwood)繪 ; 強尼 .萊頓 (Jonny 

Leighton)著; 廖珮杏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10-0-9 (精裝) 

NT$360 普遍級  

數學三劍客的乘法之謎/約翰.畢伍德

(John Bigwood)繪 ; 強尼 .萊頓 (Jonny 

Leighton)著; 廖珮杏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10-1-6 (精裝) 

NT$360 普遍級  

數學三劍客套書: 數學三劍客的心算

冒險&數學三劍客的乘法之謎/約翰.

畢伍德(John Bigwood)繪; 強尼.萊頓

(Jonny Leighton)著; 廖珮杏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510-2-3 (全套:

精裝) NT$720 普遍級  

請好好愛我們的珍寶: 雨林/張曉嵐

作; 阿 Lon, 吳昭季插畫 .-- 新北市 : 泛

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58-325-6 (平裝) 普遍

級  

請問,你貴姓?/張雅雲作; 夢想國工作

室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33-1 (平裝) 普遍級  

鄭和下西洋記事簿/張之傑作; 漫畫

罐頭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22-5 (平裝) 普遍級  

閱讀起步走!超前培養孩子的資優閱

讀力: 看圖說故事、對話接龍、用圖

片找線索,有效提升閱讀素養的關鍵

歷程/蔡孟耘(小壁虎老師)著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51-6 (EPUB) 

NT$245 普遍級  

學會獨立: 沒問題,我可以自己來!/童

夢館編輯部編; 李佩珊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92-

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戰爭與文明/楊龢之作; 吳昭季插畫 .-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24-

9 (平裝) 普遍級  

燕兒慢飛/白冰冰口述; 山仔文; 古建

平圖 .-- 臺北市 : 長興影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486-5-8 (全套: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燕兒慢飛. 1, 繪本精靈的誕生/白冰

冰口述; 山仔文; 古建平圖 .-- 臺北市 : 

長興影視, 111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86-0-3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燕兒慢飛. 2, 做不完家事的童年/白

冰冰口述; 山仔文; 古建平圖 .-- 臺北

市 : 長興影視, 11109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486-1-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燕兒慢飛. 3, 變調的異國明星夢/白

冰冰口述; 山仔文; 古建平圖 .-- 臺北

市 : 長興影視, 11109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486-2-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燕兒慢飛. 4, 五光十色的演藝圈/白

冰冰口述; 山仔文; 古建平圖 .-- 臺北

市 : 長興影視, 11107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486-3-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燕兒慢飛. 5, 乘著夢想再出發/白冰

冰口述; 山仔文; 古建平圖 .-- 臺北市 : 

長興影視, 111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86-4-1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選擇: 一名女水手的自白/艾非著; 徐

詩思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7-38-9 (EPUB) 普遍級  

蟲蟲的彩色世界 /艾絲特 .凡登伯格

(Esther van den Berg)文.圖; 賴潔林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95-8 

(PDF) 普遍級  

轉一轉&翻一翻,學乘法遊戲書/英國

DK 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 11111 .-- 18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371-376-0 ( 精 裝 ) 

NT$680 普遍級  

離島星星數一數: 逃出數學的密室/

洪進益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

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3-1-7 (PDF) 普遍級  

雞 湯 拌 飯 / 莫 里 斯 桑 達 克 (Maurice 

Sendak)文.圖; 郝廣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 11111 .-- 32 面; 9 公

分 .-- ISBN 978-626-7180-25-9 (精裝) 

NT$150 普遍級  

寶寶認知黏貼書+寶寶認知塗色本: 

交通工具/小比工作室, 黃子耕作 .-- 

新北市 : 人類, 11108 .-- 10 面; 20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8-39-4 (活頁

裝) NT$280 普遍級  

麵包小偷. 3: 搞破壞的法國棍子麵包

/柴田啓子圖文; 吳怡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80-2 (EPUB) 

普遍級  

麵包小偷. 3: 搞破壞的法國棍子麵包

/柴田啓子圖文; 吳怡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981-9 (PDF) 

普遍級  

麵包小偷. 3: 搞破壞的法國棍子麵包

= パンどろぼうとなぞのフランス

パン/柴田啓子圖.文; 吳怡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0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985-

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魔法師的神奇壺/陳佳秀文; 劉麗月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11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

313-090-6 (平裝) NT$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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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這個家/瑞秋.葛琳納文字; 

克萊兒.歐文繪圖; 林奕萱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32-9712-3 (精

裝) NT$420 普遍級  

昆蟲老師 x 法布爾的快樂昆蟲記. 1: 

糞金龜的大便球/法布爾原著; 吳沁

婕改寫.插畫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28-7 (EPUB) NT$196 普遍級  

昆蟲老師 x 法布爾的快樂昆蟲記. 2: 

帶刺的泥蜂與蠍子/法布爾原著; 吳

沁婕改寫.插畫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29-4 (EPUB) 普遍級  

是誰偷了我的城堡. 下集, 阿甲出任

務/陳玲芬作; 李昀諭繪圖 .-- 1 版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1-15-6 (PDF) 普遍級  

是誰偷了我的城堡. 上集, 阿甲出任

務/陳玲芬作; 楊立傑繪圖 .-- 1 版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1-16-3 (PDF) 普遍級  

寫作教練在你家/郝廣才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0-20-4 

(EPUB) 普遍級  

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貧乳的女友和美人男

友/neco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02-5 (EPUB) 

NT$20 限制級  

15 歲. 3/麻木龍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56-4 (EPUB) 

NT$80 限制級  

15 歲. 3/麻木龍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57-1 (PDF) NT$80

限制級  

2073 年的電子玩具/日安焦慮(丁柏晏)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 

11110 .-- 26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6493-2-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2 年性愛空窗期的敏感人妻...「陰道

高潮的快感...就用按摩來填滿吧?」

/Hirosan, めたる☆ハニィ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32-2 (EPUB) NT$40 限制級  

3 月的獅子/羽海野千花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483-5 (第

1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菊地正太作; 吊

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29-5 (第 8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BEAST COMPLEX 動物世界/板垣巴

留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47-015-6 (第 3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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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502-3 (第 4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2/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25-5 (PDF)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2/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26-2 (EPUB) 普遍級  

BLUE LOCK 藍色監獄/金城宗幸原

作; ノ村優介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208-2 (第 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Blue!Blue!Blue!/アマミヤ作; 田心宇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494-1 (平裝) NT$140 普遍級  

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鳥山明

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40-8 (第 19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159-

7 (第 2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FAKE: 警視聽極秘搜查班/愁堂れな

原作; 葉芝真己漫畫; 都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23-9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faker 欺瞞之愛/千代崎作; 陳家恩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17-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GACHI AKUTA/裏那圭漫畫;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95-5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347-196-2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

347-197-9 (第 3 冊:平裝) NT$100 普遍

級  

GANTZ:G 殺戮都市. 3/奧浩哉原作; 

大崎知仁作畫; 洪子喬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23-1 (PDF) 普遍級  

GANTZ:G 殺戮都市. 3/奧浩哉原作; 

大崎知仁作畫; 洪子喬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24-8 (EPUB) 普遍

級  

GIVEN 被贈與的未來. 7/キヅナツキ

作; H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77-4 (EPUB) 普遍級  

GIVEN 被贈與的未來. 7/キヅナツキ

作; H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78-1 (PDF) 普遍級  

GRANDBLUE 碧藍之海/井上堅二原

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043-9 (第 19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MAO 摩緒. 8/高橋留美子作;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22-4 

(EPUB) 普遍級  

MAO 摩緒. 8/高橋留美子作;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31-6 

(PDF) 普遍級  

MAO 摩緒. 9/高橋留美子作;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32-3 

(EPUB) 普遍級  

MAO 摩緒. 9/高橋留美子作;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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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33-0 

(PDF) 普遍級  

Mr. 校 草 別 想 看 我 哭 / オ カ カ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046-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No.1Ω 不相信命運/末原さかえ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0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77-9 (平裝) NT$160 限制級  

Parasitic Soul 幻夢之魂. 2/木原音瀨作; 

カズアキ插畫;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42-0 (EPUB) 限制級  

Re:birth 重生/麻生ミツ晃作; 曾怡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13-9 (EPUB) 

NT$88 限制級  

RIVER'S 543+. 2, 勇闖異世界 之卷

/RIVE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9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423-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Rosen Blood: 悖德冥館. 3/石据花散作;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79-8 

(EPUB) NT$55 普遍級  

SANDA 變身聖誕老人. 1/板垣巴留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62-0 

(EPUB) NT$55 普遍級  

Sputnik's make your own comic book/ .-

- 臺北市 : Occental TenTen Publishing 

and Resources, 11108 .-- 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758-1-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STEP WISE STEP 一步一步接近你/会

川フゥ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092-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Sweet Home,Sweet/コザキヨネ作; 灰

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6-85-

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

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

天河信彦原作; 蒼木雅彥作; 吊木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0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69-7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

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 

4/天河信彦原作; 蒼木雅彥作; 吊木

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47-2 (EPUB) 普遍級  

TIGERxDRAGON!/竹宮ゆゆこ原作; 

絶叫漫畫;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1-856-7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857-4 (第 10 冊:平

裝) 普遍級  

TIGERxDRAGON!. 10/竹宮ゆゆこ原

作; 絶叫漫畫;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48-9 (EPUB) 普遍

級  

TIGERxDRAGON!. 9/竹宮ゆゆこ原

作; 絶叫漫畫;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49-6 (EPUB) 普遍

級  

*Tranquilizer 鎮靜劑/あじゃ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33-0 (PDF) NT$160

限制級  

*Tranquilizer 鎮靜劑/あじゃ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34-7 (EPUB) 

NT$160 限制級  

TV 動畫咒術迴戰 1st season 全記錄/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0 .-- 1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86-94-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 我 和 你 女 朋 友 , 你 喜 歡 和 誰 做

愛?」: 誘惑滿滿的 NTR 三角關係/フ

ジツナ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89-5 

(EPUB) 限制級  

「看得懂」氣氛的新人和臭臉前輩/

鳥原習作; 廖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101-6 (EPUB) NT$69 普遍級  

『 終 末 的 後 宮 』 公 式 導 讀 手 冊

world's end report/LINK 原作; 宵野小

太郎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3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20-7 (平裝) NT$160 限制級  

一条花憐誘惑中(全一冊)/藤谷陽子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83-3 (EPUB) 

普遍級  

一覺醒來就有了最強裝備跟太空船 

決定以自家獨棟建築為目標當傭兵

自由過活. 2/ソュート原作; 松井俊

壱漫畫; 賴詠新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47-5 (EPUB) 普遍級  

一覺醒來就有了最強裝備跟太空船

決定以自家獨棟建築為目標當傭兵

自由過活/ソュート原作; 松井俊壱

漫畫;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36-9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一覽無遺!逆魔鏡卡車房/故珍子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49-1 (平裝) 

NT$220 限制級  

七大罪外傳集: 罪實/鈴木央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52-1 (EPUB) 

NT$55 普遍級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

後宮. 5, 濕濡大姊姊家家酒篇/赤月

みゅう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05-7 (PDF) NT$208 限制級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

後宮. 5, 濕濡大姊姊家家酒篇/赤月

みゅう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06-4 (EPUB) NT$208 限制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ミ

ナモトカズキ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338-506-1 (第 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38-507-8 (第 2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5/西修作;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76-7 (EPUB) 

NT$55 普遍級  

三上與里仍然問心無愧/鶴亀まよ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25-7 (平裝) NT$15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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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窗外是黑夜/ヤマシタトモコ作; 

賴思宇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014-9 (第 10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三森先生的好色嘴巴/rasu 作; 青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322-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三森先生的好色嘴巴. 1/rasu 作; 青文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74-1 (EPUB) 

限制級  

凡事都會聽從我的辣妹青梅竹馬/な

こ汁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344-6 (平裝) NT$220 限制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7/ヒロユキ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09-2 

(EPUB) NT$55 普遍級  

女神咖啡廳. 1/瀬尾公治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93-4 (EPUB) 

NT$55 限制級  

女神降臨/Yaongyi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1-896-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897-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小希望和大夢想. 2/浜弓場双作; 方

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08-5 

(EPUB) NT$55 普遍級  

小林前輩想以女生身分來做/うり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18-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小流浪的搖尾巴日記/KEIKO CHIDA

作; 游若琪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899-4 (平裝) 普遍

級  

小混混小華與他的無條件溺愛系男

友/鮭田ね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12-4 

(EPUB) NT$40 限制級  

*已經有伴侶的我卻成天被強制要求

性關係。/雨野しぐれ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09-5 (PDF) NT$168 限制

級  

*已經有伴侶的我卻成天被強制要求

性關係。/雨野しぐれ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10-1 (EPUB) NT$168 限

制級  

不要剝削我,女商人!!/くつがえる作; 

逝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0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24-6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不要剝削我,女商人!!. 1/くつがえる

作; 逝人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46-8 

(EPUB) 普遍級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12/NANASHI

作 ; 江 昱 霖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56-9 (EPUB) NT$55 普遍級  

不要聞、不要摸、不要親我/ヒサオ

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9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017-5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不要聞、不要摸、不要親我/ヒサオ

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050-2 (PDF) NT$90 限制級  

不要聞、不要摸、不要親我/ヒサオ

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051-9 (EPUB) NT$90 限制級  

不能說出口的祕密關係: 一起打破禁

忌的兩人/岡田コウ, ヒット出版社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30-8 (EPUB) 

NT$40 限制級  

不得不穿女裝的男孩子/コバシコ作; 

此木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47-5 

(EPUB) 普遍級  

不喜歡色色的我嗎?. 1/鳩屋タマ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11-5 

(EPUB) NT$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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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35-2 (第 18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不談戀愛就無法工作/黒岩チハヤ作;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09-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不談戀愛就無法工作(全一冊)/黒岩

チハヤ作; MO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45-1 (EPUB) 限制級  

今天來我家?/みーち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38-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今日我要與你結合!!/たかみや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48-4 (平裝) 

NT$250 限制級  

今後仍與你同在/佐久本あゆ作; 馮

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88-8 (平裝) 普遍級  

今後仍與你同在/佐久本あゆ作; 馮

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11-3 (EPUB) 限制級  

今晚在床上等著你/斉川冬作; 都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417-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今晚有貓伴身邊/咕嚕 Z 作; 林慧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711-6 (第 3 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18/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77-4 

(EPUB) NT$55 普遍級  

元氣 !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74-8 (第 19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化物語/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60-3 (第 18

冊 :平裝 ) NT$130 .-- ISBN 978-626-

347-247-1 (第 18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90 普遍級  

反派千金的最終魔王試養攻略/永瀬

さらさ原作; 柚アンコ漫畫; 羅尉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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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1-890-

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

891-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1-892-5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反派千金的最終魔王試養攻略. 1/永

瀬さらさ原作; 柚アンコ漫畫; 羅尉

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20-5 (EPUB) 普遍級  

反派千金的最終魔王試養攻略. 2/永

瀬さらさ原作; 柚アンコ漫畫; 羅尉

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21-2 (EPUB) 普遍級  

反派千金的最終魔王試養攻略. 3/永

瀬さらさ原作; 柚アンコ漫畫; 羅尉

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22-9 (EPUB) 普遍級  

反派大小姐的劇情到底該怎麼演才

對?/相良なほ, s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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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20-9 (EPUB) NT$40 限制級  

反派之間的寵愛羅曼史 各懷鬼胎的

偽裝結婚照樣幸福美滿!/安里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04-9 (EPUB) NT$40 限制

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秘傳捕香魚篇. 

II. 11/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06-1 (EPUB) NT$150 普遍級  

天才麻將少女/小林立作; 黃士則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6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98-6 (第 21

冊:平裝) NT$110 普遍級  

夫婦以上,戀人未滿/金丸祐基作; 九

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71-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夫婦以上,戀人未滿. 1/金丸祐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23-6 (EPUB) 普遍級  

少年的深淵 /峰浪りょう作 ;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21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

334-5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少年的深淵. 4/峰浪りょう作; MO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44-4 (EPUB) 

普遍級  

巴夫洛夫癖性之犬/うにもし作; ch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308-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巴夫洛夫癖性之犬(全一冊)/うにも

し 作 ; chun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43-7 (EPUB) 限制級  

日ノ原巡插畫集 DARLING!/日ノ原

巡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14-6 (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NT$600 普遍級  

止不住的戀慕: 土方歲三/Shiba Hiyor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80-2 (EPUB) 

限制級  

比前世還愛你/森キヨウ作; 花子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018-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比前世還愛你/森キヨウ作; 花子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28-1 (PDF) 

NT$90 限制級  

比前世還愛你/森キヨウ作; 花子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29-8 

(EPUB) NT$90 限制級  

火辣莉莉絲/玉之けだま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10 .-- 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337-8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犬鷲百桃絕不動搖 /小嶋ララ子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6-

86-2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王之獸/藤間麗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201-3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出入禁止的鼴鼠/江口夏実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86-91-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626-7186-92-3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626-

7186-93-0 (第 3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626-347-039-2 (第 1 冊:平裝

首刷限定版) NT$150 普遍級  

出生成第七王子,該做什麼好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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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87-1 (EPUB) 限制級  

出租女友 . 25/宮島禮吏作 ;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59-0 (EPUB) 

NT$55 普遍級  

加油!中村同學!!/春泥作; 蔡夢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48-4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21/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72-9 

(EPUB) NT$150 普遍級  

北港香爐人人插/柳廣成作; 李昂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110 .-- 

22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266-2-5 (平裝) NT$500 限制級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官方設定集

/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21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315-4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只要親吻就夠了。/ぴい作; 曾薏珊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76-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只想交歡的年紀/桂あいり作; Sap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95933-9-2 (第 1 冊:平裝) NT$350 .-

- ISBN 978-626-96531-2-6 (第 2 冊:平

裝) NT$420 限制級  

只 想 交 歡 的 年 紀 . 1/ 桂 あ い り 作 ; 

Sap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531-0-2 (EPUB) 普

遍級  

只 想 交 歡 的 年 紀 . 2/ 桂 あ い り 作 ; 

Sap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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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96531-1-9 (EPUB) 普

遍級  

只當砲友但可別愛上我: 絕對自戀鄰

居的超完美溫柔Ｈ/真田ハイジ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15-5 (EPUB) NT$40 限制

級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異世界後宮生

活/月夜淚原作; 月見隆士漫畫;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337-6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異世界後宮生

活 . 3/月見隆士漫畫; 月夜涙原作; 某

Y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41-3 (EPUB) 

普遍級  

四十歲的春天/masaki ryo, miyako 作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82-6 (EPUB) 普遍

級  

巧克力吸血鬼/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冊 .-- ISBN 978-626-00-7070-0 (第 6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626-00-

7071-7 (第 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本大爺轉生當女主角但是死黨當勇

者 /みずのもと作; 黎維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21-5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本大爺轉生當女主角但是死黨當勇

者. 1/みずのもと作; 黎維津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40-6 (EPUB) 普遍級  

本命男友/水名瀬雅良作; 矢部そう

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21-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本命男友/水名瀬雅良作; 矢部そう

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44-1 (PDF) NT$90 限制級  

本命男友/水名瀬雅良作; 矢部そう

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45-8 (EPUB) NT$90 限制級  

本命是驚人相似純屬巧合一致 強勢

上司與我有共同祕密!/乃斗ナツオ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06-3 (EPUB) 

NT$40 限制級  

正孽緣. 上/蝶羽攸作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59-3 (EPUB) 普遍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情慾篇: 把前輩生

吃也可以吧/すめし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27-9 (PDF) NT$160 限制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情慾篇: 把前輩生

吃也可以吧/すめし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28-6 (EPUB) NT$160 限制級  

白 鯨 記 / 克 里 斯 多 福 . 夏 布 特

(Christophe Chabouté)作 . 繪 ; 周昭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71-8 (PDF) NT$385 普遍級  

白 鯨 記 / 克 里 斯 多 福 . 夏 布 特

(Christophe Chabouté)作 . 繪 ; 周昭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73-2 (EPUB) NT$385 普遍級  

交情再好也要有禮貌/内田カヲル漫

畫;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22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435-6 (上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交響情人夢(新裝版)/二ノ宮知子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86-74-9 (第 1 冊:

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7186-

75-6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7186-76-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626-7186-77-0 (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

7186-78-7 (第 5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7186-79-4 (第 6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7186-80-0 (第

7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

7186-81-7 (第 8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7186-82-4 (第 9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7186-83-1 (第

10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

347-029-3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80 .-- ISBN 978-626-347-030-9 (第

2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 NT$280 .-- 

ISBN 978-626-347-031-6 (第 3 冊:平裝

首刷限定版 ) NT$280 .-- ISBN 978-

626-347-032-3 (第 4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80 .-- ISBN 978-626-347-033-

0 (第 5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80 .-

- ISBN 978-626-347-034-7 (第 6 冊: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280 .-- ISBN 978-

626-347-035-4 (第 7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80 .-- ISBN 978-626-347-036-

1 (第 8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80 .-

- ISBN 978-626-347-037-8 (第 9 冊: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280 .-- ISBN 978-

626-347-038-5 (第 10 冊:平裝首刷限

定版) NT$280 普遍級  

*全部都是你的錯。. II/玉之けだま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01-9 (PDF) 

NT$160 限制級  

*全部都是你的錯。. II/玉之けだま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02-6 (EPUB) 

NT$160 限制級  

再加油!中村同學!!/春泥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049-1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向陽之戀/李崇萍[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

139-9 (第 2 冊:精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140-5 (第 2 冊:精裝首刷

附錄版) NT$140 普遍級  

名偵探柯南電影劇場版: 緋色的彈丸

/青山剛昌原作 ; 和靜清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0-421-2 (上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0-422-9 (下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地下忍者. 6/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34-7 

(EPUB) 普遍級  

地下忍者. 6/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35-4 

(PDF) 普遍級  

地下城中的人/双見酔作; 志野忍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20-

8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地下城中的人. 1/双見酔作; 志野忍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49-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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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和金錢都比不上愛/桐式トキコ

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82-8 

(EPUB) NT$69 限制級  

在你的腳下知道愛 /後之マシリ作; 

鍾明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09-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在我遇到老公之前(漫畫版)/七崎良

輔原作; つきづきよし作畫; 林琬清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

509-2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在那盡頭之處/Haribo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1-894-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895-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在最差勁的男人懷抱中 /北野仁作 ;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03-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在最差勁的男人懷抱中(全一冊)/北

野仁作; ALATA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48-2 (EPUB) 限制級  

在愛裡融化墮落/山森ぽてと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16-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在愛裡融化墮落/山森ぽてと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42-7 (EPUB) NT$90 限制級  

在愛裡融化墮落/山森ぽてと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43-4 (PDF) NT$90 限制級  

在壁櫥裡和辣妹緊密糾纏...咦,插進

去了!?: 都怪學長的那個太大,人家要

高潮了啦!/かると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76-5 (EPUB) 限制級  

好想好想吃香香又甜甜的可愛小女

友: 很重要說三遍我是告白不是恐嚇

/奈倉とき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17-9 

(EPUB) NT$40 限制級  

如花綻放的戀情從天而降/タダノヤ

ス作; 趙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32-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宇宙兄弟 . 35/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36-1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35/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37-8 

(PDF) 普遍級  

宇崎學妹想要玩!. 6/丈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107-8 (EPUB) 

NT$69 普遍級  

守娘/小峱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110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696-9 (下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6/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67-9 (EPUB) 

限制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6/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68-6 (PDF) 

限制級  

年下小笨狗 !/とりよし作 ;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87-1 (平裝) 普遍級  

年下小笨狗 !/とりよし作 ;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12-0 (EPUB) 限制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10/真木蛍

五作;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98-9 (EPUB) NT$55 普遍級  

死役所/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472-9 (第

8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百姓貴族. 7/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71-2 (EPUB) 

NT$55 普遍級  

*老師不是便器。. 4/ホン.トク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29-3 (PDF) NT$192

限制級  

*老師不是便器。. 4/ホン.トク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30-9 (EPUB) 

NT$192 限制級  

肉食組曲/ダヨオ作; 芝伃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38-495-8 (第 1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りゅらせんひ

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40-404-5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626-340-405-2 (第

17 冊:平裝特別版) NT$340 普遍級  

色情場面的女王、初次感受到真正

的高潮: 在休息室裡展露的純情面貌

/makkoreader 作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79-6 (EPUB) 限制級  

你的那個進不來啦!/彩枚サトル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14-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你的那個進不來啦!/彩枚サトル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40-3 (EPUB) NT$90 限制級  

你的那個進不來啦!/彩枚サトル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41-0 (PDF) NT$90 限制級  

你的撫摸方法和調教方法/かさいち

あき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026-2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你的撫摸方法和調教方法. 2/かさい

ちあき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67-5 (EPUB) NT$69 限制級  

你是我的小宇宙/能登山圭子作; 蘇

涵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0-7000-

7 (第 7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00-7001-4 (第 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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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小宇宙. 7/能登山圭子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52-6 (EPUB) NT$70 普遍級  

你是我的小宇宙. 7/能登山圭子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53-3 (PDF) NT$70 普遍級  

你是我的小宇宙. 8/能登山圭子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54-0 (EPUB) NT$70 普遍級  

你是我的小宇宙. 8/能登山圭子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55-7 (PDF) NT$70 普遍級  

吸吸吸吸吸血鬼/奧嶋寬雅作; 杜信

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047-

7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妙廟美少女/吉岡公威作; 陳瑞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58-0 (第 7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完美桃色戀人/二須りい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416-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彷彿一家人/麻生海漫畫;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31-8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快來喔!淫靡的精靈之森/一ノ瀬ラ

ンド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19-4 

(PDF) NT$192 限制級  

*快來喔!淫靡的精靈之森/一ノ瀬ラ

ンド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20-0 

(EPUB) NT$192 限制級  

快為北條麗寫出戀愛小說!/ナカノ.

ザワ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9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1-862-8 (第 2 冊:平

裝) 普遍級  

快為北條麗寫出戀愛小說!. 2/ナカノ.

ザワ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26-7 (EPUB) 普遍級  

我一點也不好吃!/山田 2 丁目作; 夜

原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80-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我一點也不好吃!. 3/山田 2 丁目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13-7 (EPUB) 限制級  

*我今天也被那個男人吃掉了 /さん

ろく丸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17-0 

(PDF) NT$216 限制級  

*我今天也被那個男人吃掉了 /さん

ろく丸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18-7 

(EPUB) NT$216 限制級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3/桜井紀雄作; 

蔡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63-7 

(EPUB) NT$55 普遍級  

我的房屋成了魔宮休息所這檔事/東

国不動原作; たこやよし漫畫; 李昆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28-8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我的室友帥哥學長/餅乾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898-7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我的英雄學院. 32/堀越耕平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75-0 (EPUB) 

NT$55 普遍級  

我的第二次性徵/浜有師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14-8 (EPUB) NT$40 限制級  

我家的天才寶貝(愛藏版). 1/羅川真

里茂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68-2 (EPUB) NT$170 普遍級  

我這個 AV 男神怎麼可能被成人玩

具搞到高潮!!!/小宮山こまち作; 平

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38-5 (EPUB) 限制級  

我這個 AV 男神怎麼可能被成人玩

具搞到高潮!!!/小宮山こまち作; 平

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39-2 (PDF) 限制級  

我與你的秘密花園. 下/ちふゆ作; 澤

野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81-1 

(EPUB) NT$69 限制級  

我與你的秘密花園. 上/ちふゆ作; 澤

野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80-4 

(EPUB) NT$69 限制級  

我轉生成劍之後發生的事. 2/棚架ユ

ウ原作; 丸山朝ヲ作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78-1 (EPUB) 

NT$69 普遍級  

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

まめちょろ原作; 米田和佐漫畫; 此

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889-5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 

3/まめちょろ原作; 米田和佐漫畫;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27-4 (EPUB) 普遍級  

*把我當成性伴侶不好嗎?/あこ助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25-5 (PDF) 

NT$160 限制級  

*把我當成性伴侶不好嗎?/あこ助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26-2 (EPUB) 

NT$160 限制級  

杜鵑仍在鳥籠中/amam:作; 魚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009-

0 (平裝) NT$150 限制級  

私密 .欲求 /相葉キョウコ作 ;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03-0 (EPUB) 

NT$69 限制級  

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女兒

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

不辛苦@COMIC/大小判原作; 緋賀

ゆかり漫畫; 譚志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0 .-- 176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40-333-8 (第 2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女兒

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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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辛苦@COMIC. 2/緋賀ゆかり漫畫; 

大小判原作; 譚志瑋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50-5 (EPUB) 普遍級  

身體好想被你支配。: 年下 α 窒息

的愛侵犯我並使我落淚/冴木ぽてり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29-2 (EPUB) 

NT$40 限制級  

邪惡英雄/光永康則原作; 入鹿良光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18-

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626-347-119-1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那那木悠志郎的怪異譚蒐集/鈴田ぎ

ん漫畫; 阿泉来堂原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846-8 (EPUB) 

普遍級  

那個瞬間的心跳、妳也想聽嗎?: 醫

生不可貌相怪癖無法想像 聽診器的

前途無可限量/貴一みや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38-4 (EPUB) NT$40 限制級  

那雙眼睛能看見愛情嗎?/安滋かづ

作;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01-7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里亞德錄大地/Ceez 原作; 月見だし

お作;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32-1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里亞德錄大地. 4/月見だしお作; 何

立心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51-2 

(EPUB) 普遍級  

來自深淵/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冊 .-

- ISBN 978-626-340-400-7 (第 11 冊:平

裝) NT$160 .-- ISBN 978-626-340-401-

4 (第 11 冊:平裝特別版) NT$220 普遍

級  

佩可與老師/akabeko 作; 貝貝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493-4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星森雪最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0-7002-

1 (第 10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00-7003-8 (第 1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10/星森雪最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048-9 (PDF) NT$70 普遍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10/星森雪最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049-6 (EPUB) NT$70 普遍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11/星森雪最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046-5 (PDF) NT$70 普遍級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11/星森雪最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047-2 (EPUB) NT$70 普遍級  

咖啡店老闆初嘗情愫/あまきいお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010-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和死黨舒服過頭的身體接觸/晴屋う

まこ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08-3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和雨 .和你 . 1/二階堂幸作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83-5 (EPUB) 

NT$99 普遍級  

和眼鏡俗女的青梅竹馬進行妄想性

愛「請你仔細看著...我高潮時的模

樣...」/りっか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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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26-1 (EPUB) NT$40 限制級  

夜畫帳 . 第二部 . 第五卷 /Byeonduck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4-505-4 (平裝) NT$320 限制級  

*妻子提升了愛愛技巧: 妻子與表妹

之姊妹丼/鳳まひろ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23-1 (PDF) NT$216 限制級  

*妻子提升了愛愛技巧: 妻子與表妹

之姊妹丼/鳳まひろ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24-8 (EPUB) NT$216 限制級  

始終都是一場夢/由元千子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415-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尚未成熟的獸人孩子們/都みめこ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91-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帕秋莉 .諾蕾姬快感紀錄 . II/てち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13-2 (PDF) 

NT$168 限制級  

*帕秋莉 .諾蕾姬快感紀錄 . II/てち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14-9 (EPUB) 

NT$168 限制級  

彼岸島 48 天後.../松本光司作; 林武

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30-1 (第 18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怕生女友. 1/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57-6 (EPUB) 

NT$55 普遍級  

怕生女友. 2/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58-3 (EPUB) 

NT$55 普遍級  

性欲野獸的濃密衝刺: 精力無窮的冤

家同事說要戰到天亮!/岡野ユキ作 .-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35-3 (EPUB) NT$40 限制

級  

房租就用妳的身體來支付吧: 和同梯

翻雲覆雨直到天亮.../寿ミコ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736-0 (EPUB) NT$40 限制級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博作; 陳秀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31-

4 (第 10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10/博作; 陳秀玫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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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40-352-9 (EPUB) 

普遍級  

明澈、尋覓、燦爛奪目/青梅あお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14-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東京卍復仇者. 13/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60-6 (EPUB) 

NT$55 普遍級  

波 !波 !波 !那是什麼聲音 /Ｍs.David

作  .-- 初 版  .-- 臺 中 市  : 陳 珮 甄 ,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4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爸爸、我和房東先生/ぴい作; 布丁

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094-1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095-8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爸爸與甜點師的焦糖蜜戀/楔ケリ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64-4 

(EPUB) NT$69 限制級  

狗和猴子都無法等待/黒田くろた作; 

HAR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73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10-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狗和猴子都無法等待(全一冊)/黒田

くろた作; HARU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53-6 (EPUB) 限制級  

狗臉的歲月: 記 1629 梯. 4/李鴻欽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9-60-9 

(EPUB) 普遍級  

社畜上司的愛情與快感學習!?: 我和

工作,哪個比較讓你開心?/團藤さや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39-1 (EPUB) 

NT$40 限制級  

空母伊吹. 8/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44-6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8/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45-3 

(PDF) 普遍級  

臥底威龍/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32-

5 (第 59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初次見面你好,請跟我離婚/七里ベテ

ィ, あさぎ千夜春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25-4 

(EPUB) NT$40 限制級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30th/天樹征丸

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193-1 (第 1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金牌得主/つるまいかだ作;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05-1 (第

3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青春三角. vol.1/TaaRO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24-5 (EPUB) NT$55 限制級  

青梅竹馬的胸肌既溫柔又狡猾: 韓流

美男一對一私人健身課程未免太刺

激/藤倉レモ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33-9 

(EPUB) NT$40 限制級  

青梅竹馬的復仇性愛: 在辦公室裡被

弄濕後直接插入/上杉響士郎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719-3 (EPUB) NT$40 限制級  

保坂與三好 /スカーレット .ベリ子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011-

8 (上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

626-347-012-5 (下冊:平裝) NT$160 限

制級  

保坂與三好(上+下)(首刷限定版)/ス

カーレット.ベリ子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94-8 ( 全 套 : 平 裝 ) 

NT$420 限制級  

前往天國的過站列車/せがわ奈央作;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091-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勇者(略). 12/BIGUN 著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125-2 (EPUB) NT$55 普遍級  

勇者系列. 第三集, 墮落狂魔與炎魔/

黃色書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0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824-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勇者系列. 第三集, 墮落狂魔與炎魔/

黃色書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855-3 (PDF) 普遍級  

勇者系列. 第三集, 墮落狂魔與炎魔/

黃色書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8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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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330-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05 普遍級  

勇者鬥惡龍: 達伊的大冒險: 勇者阿

邦與獄炎魔王. 3/三条陸原作; 芝田

優作漫畫; 蘇奕軒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54-3 (EPUB) 普遍級  

匍匐於地之人不需要翅膀/鳶田瀬ケ

ビン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012-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型男大野狼. 2/上川きち作; 曾怡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02-3 (EPUB) 

NT$69 限制級  

後宮軟綿綿!/YUUKI HB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90-1 (EPUB) 限制級  

後輩君的 xx 是非禮勿視非禮勿動!/

さんずい尺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40-7 

(EPUB) NT$40 限制級  

映 照 的 虹 彩 / 緋 汰 し っ ぷ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86-89-

3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7186-90-9 (下冊:平裝) NT$140 限

制級  

映照的虹彩(上+下)(首刷限定版)/緋

汰しっぷ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153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347-161-0 (全套:平裝) NT$420 限制級  

是你讓我無法呼吸 /澄谷ゼニコ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881-9 (平裝) 普遍級  

是你讓我無法呼吸 /澄谷ゼニコ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30-4 (EPUB) 普遍級  

星期一的豐滿/比村奇石作; 謝子庭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041-5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星期一的豐滿(青版)/比村奇石作; 謝

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7-042-

2 (第 5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流麻溝十五號/蠢羊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59-0 (EPUB) 普遍級  

流麻溝十五號/蠢羊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60-6 (PDF) 普遍級  

派對咖孔明. 8/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

亮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61-3 (EPUB) NT$55 普遍級  

為我刻出愛的形狀/レロ作; 魚塔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015-

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為我刻出愛的形狀/レロ作; 魚塔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32-8 (PDF) 

NT$90 限制級  

為我刻出愛的形狀/レロ作; 魚塔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33-5 

(EPUB) NT$90 限制級  

狩獵 /萱草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0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46-0 (平裝) NT$180 限制級  

相談役島耕作/弘兼憲史著; 耘希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473-

6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看著我說這不是戀愛/櫻井ナナコ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136-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盼春之鶯/那梧なゆた作; H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510-8 (平

裝) NT$150 限制級  

紅豆與戀心都要用心熬煮/あたる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07-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紅豆與戀心都要用心熬煮(全一冊)/

あたる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55-0 (EPUB) 限制級  

紅頭巾的狼徒弟. 1/茂木清香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51-4 

(EPUB) NT$55 普遍級  

約定之夜/神楽優人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10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45-3 (平裝) NT$180 限

制級  

*若我和其他男人結婚的話你仍然會

和我愛愛嗎?/江戸川浪漫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07-1 (PDF) NT$224 限制

級  

*若我和其他男人結婚的話你仍然會

和我愛愛嗎?/江戸川浪漫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08-8 (EPUB) NT$224 限

制級  

要「休息」一下嗎?鄰居/芥作; 黃怡

菁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1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13-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限制級甜蜜蜜/七瀬原作; 黃盈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

434-9 (第 2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 vol.4/天野ど

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40-

8 (平裝) NT$260 限制級  

風 間 先生 就連 深夜 教育也 毫 不懈

怠 。 : 嚴 肅 指 導 員 與 悶 騷 大 小 姐

/Musubi Onigir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77-2 (EPUB) 限制級  

倒數心動殺機. 3/ニャンニャ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723-0 (EPUB) NT$40 限制級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12/CLAMP 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70-5 

(EPUB) NT$55 普遍級  

恭 賀 新婚 。 /秋葉東子 作 ;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19-9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時間停止勇者/光永康則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023-1 (第

5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真的還是假的/トビワシオ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13-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真的還是假的/トビワシオ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30-4 (PDF) NT$90 限制級  

真的還是假的/トビワシオ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31-1 (EPUB) NT$90 限制級  

砲友關係/甘詰留太作;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29-

1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砲友關係. 3/甘詰留太作; 蘇聖翔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56-7 (EPUB) 限制

級  

神咒之蜜乳. 6/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

健悦漫畫;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97-2 (EPUB) NT$69 限制級  

神奇寶貝特別篇/山本智漫畫; 霖之

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28-4 (第 58 冊:平裝) NT$120

普遍級  

神明便利商店/謝東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9 .-- 17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054-85-7 (第 1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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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便利商店. 1/謝東霖作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88-8 (PDF) 普遍級  

神獸與我的造子著床日記: 野獸大人

為了報答恩情臨幸我給他生孩子/立

花ビス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18-6 (EPUB) 

NT$40 限制級  

站不起來的上億處男/子葉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084-7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笑面鬼必有福上門 /山本小鐵子作; 

Angel Yu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97-2 (第 3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純攻的我怎麼可能被渣男上班族開

發/源和貴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9 .-- 16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00-7011-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純攻的我怎麼可能被渣男上班族開

發/源和貴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38-0 (EPUB) NT$90 限制

級  

純攻的我怎麼可能被渣男上班族開

發/源和貴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39-7 (PDF) NT$90 限制

級  

純愛墮落者/三坂ニウム作; 熊次郎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490-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8/神毛物由宇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03-3 (PDF) 

NT$192 限制級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8/神毛物由宇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04-0 (EPUB) 

NT$192 限制級  

釘 井 淨 好 像 看 得 見 部 長 的 ××× 。

/Zozo Hoshikur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78-9 (EPUB) 限制級  

高良同學與天城同學/はなげのまい

作;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893-2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高良同學與天城同學. 1/はなげのま

い作;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33-5 (EPUB) 普遍級  

高富帥萬人迷下任社長何以對我(書

蟲)如此執著!?/Ry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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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27-8 (EPUB) NT$40 限制級  

假婚真愛,從現在開始: 身陷愛的陷

阱中!/北別府ニカ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91-8 (EPUB) 限制級  

做得非常好喔,我的不良少爺/青梅な

なせ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707-0 (EPUB) 

NT$40 限制級  

偶像之王. 1/若木民喜作; 平川遊佐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48-4 (EPUB) 普遍級  

偶像之王. 1/若木民喜作; 平川遊佐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49-1 (PDF) 普遍級  

偶像之王. 2/若木民喜作; 平川遊佐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50-7 (EPUB) 普遍級  

偶像之王. 2/若木民喜作; 平川遊佐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51-4 (PDF) 普遍級  

動畫『鬼滅之刃』插畫記錄集. 壹/

吾峠呼世晴原作; ufotable 插畫;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6-88-

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婚禮狠愛活/西城綾乃作; 曲冰熙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998-

8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婚禮狠愛活/西城綾乃作; 曲冰熙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36-6 (PDF) 

NT$70 普遍級  

婚禮狠愛活/西城綾乃作; 曲冰熙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37-3 

(EPUB) NT$70 普遍級  

寂 寞 安 慰 劑 Placebo/ 筆 頭 Penpoint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41-4 (EPUB) 

NT$50 限制級  

宿舍黑貓不識夜晚(上+下)(首刷限定

版)/鯛野ニッケ作; 澤野凌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347-185-6 (全套:平裝) NT$460 限

制級  

將殺/TA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

心出版, 11110 .-- 冊 .-- ISBN 978-986-

494-506-1 (第 1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494-507-8 (第 2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494-508-5 (第

3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彩香最愛弘子前輩/Sal Jiang 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121-

4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接下來,我將被後輩擁入懷中/佳門サ

エコ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9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1-879-6 (第 2 冊:平

裝) 普遍級  

接下來,我將被後輩擁入懷中. 2/佳門

サエコ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14-4 (EPUB) 限制級  

接下來是非公開談話 /早寢電灯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81-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敝社社長的速配對象正是在下本人

我: 發自內心以結婚為前提的溺愛/

織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13-1 (EPUB) 

NT$40 限制級  

啟示錄四騎士. 4/鈴木央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53-8 (EPUB) 

NT$5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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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 はじまる/Salah-D(張立翰)原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颯真工作坊, 

11109 .-- 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561-0-3 (平裝) NT$160 普遍級  

梅谷的春天/幾田むぎ作; 曾怡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37-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489-7 (第

1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1/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52-1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1/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53-8 

(PDF) 普遍級  

淡河實永忍得很難過(全一冊)/藤谷

陽子[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84-0 

(EPUB) 普遍級  

淫蕩的貓會為喘氣而心神蕩漾/嶋二

作; 流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26-4 ( 平 裝 ) 

NT$150 限制級  

深夜、成為你的所有物/心步由美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6999-5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深夜、成為你的所有物. 1/心步由美

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060-1 (EPUB) NT$70 普遍級  

深夜、成為你的所有物. 1/心步由美

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061-8 (PDF) NT$70 普遍級  

*深夜時分的侵略者/関谷あさみ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321-7 (PDF) 

NT$184 限制級  

*深夜時分的侵略者/関谷あさみ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322-4 (EPUB) 

NT$184 限制級  

猜不透妹妹的朋友在想什麼/玲。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027-9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現在除了 SEX 以外什麼都不想/藤峰

式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482-8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甜美果實/並榎雫作; 李其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16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129-0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異世界來的企業進軍!?: 前社畜轉職

到異世界 !打造勇者難以征服的迷

宮!/七士七海原作; 鵜山はじめ漫畫;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024-8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異世界默示錄麥諾格拉: 從毀滅文明

開始征服世界/鹿角フェフ原作; 緑

華野菜子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870-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異世界默示錄麥諾格拉: 從毀滅文明

開始征服世界. 2/鹿角フェフ原作; 

緑華野菜子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36-6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魔王絕對不會讓腐女逃走/池

山田剛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004-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異世界魔王絕對不會讓腐女逃走. 1/

池山田剛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78-6 (EPUB) NT$70 普遍

級  

異世界魔王絕對不會讓腐女逃走. 1/

池山田剛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079-3 (PDF) NT$70 普遍

級  

異世界戀愛饗食/嵐星人[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347-085-9 (第 3 冊:平裝) NT$140 .-

- ISBN 978-626-347-086-6 (第 3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140 限制級  

異端狩獵者/ot 漫畫; アサウラ原作; 

鍾佳錦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845-1 (EPUB) 普遍級  

眷戀半月/直野儚羅作; 趙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28-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第一次把到神/蝶野飛沫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37-7 (EPUB) NT$40 限制級  

第二輪戀愛/えのき五浪作; 李其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131-3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細細品嘗戀愛的甜美/ヒナチなお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

202-0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終末的後宮. 13/LINK 原作; 宵野小太

郎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99-6 (EPUB) NT$55 限制級  

被毒殺的反派千金卻似乎在不知不

覺間進入了溺愛路線!/瑞城夷真漫畫; 

糸四季原作; 戴嘉芬譯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49-9 (EPUB) 普遍級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山田恵庸原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33-2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30 限制級  

這是愛、不是戀/梅澤麻里奈作; 優

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00-7066-

3 (第 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00-7067-0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這個金髮太黏人: 全身的痣都被疼愛

/サトウチセ作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92-5 (EPUB) 限制級  

這個美好的腐敗世界/Mayu Taumi 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10-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這樣一點也不淑女、大小姐/うた乃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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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03-2 (EPUB) 

NT$40 限制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18/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73-6 

(EPUB) NT$120 普遍級  

連續上班到最後的獎賞是/池ソウタ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02-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連續上班到最後的獎賞是(全一冊)/

池ソウタ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75-8 (EPUB) 限制級  

野人轉生/野人原作; 小林嵩人漫畫; 

倪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16-1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野人轉生. 1/小林嵩人漫畫; 倪湘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57-4 (EPUB) 普遍

級  

野犬之犬/coco 作; 陳家恩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090-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野性風暴: Touch me baby!/黒井モリ

ー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050-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野獸信號(全一冊)/上川きち作; 鍾明

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58-1 (EPUB) 

限制級  

野獸訊號/上川きち作; 鍾明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71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14-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野獸都該死/LEE Hyeon-sook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05-293-5 (第 5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505-294-2 (第

6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陷入蜜中的尖牙/東条さかな作; 曾

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143-

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最喜歡老師的大雞●了/ちると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335-4 (PDF) 

NT$192 限制級  

*最喜歡老師的大雞●了/ちると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336-1 (EPUB) 

NT$192 限制級  

最遊記(紀念版)/峰倉かずや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000-2 (第 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001-9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

347-002-6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003-3 (第 4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004-0 (第

5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

347-005-7 (第 6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006-4 (第 7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007-1 (第

8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

347-008-8 (第 9 冊:平裝) NT$200 普遍

級  

最遊記外傳(紀念版)/峰倉かずや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86-96-1 (第 1 冊:

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7186-

97-8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7186-98-5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626-7186-99-2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最遊記紀念版(1~9)(25 週年書盒版 I)/

峰倉かずや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347-126-9 (全套:平裝) NT$1800 普遍

級  

最遊記紀念版(25 週年書盒版 II)/峰

倉かずや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

127-6 (全套:平裝) NT$1000 普遍級  

最遊記異聞(紀念版)/峰倉かずや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7-

009-5 (第 1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喜歡的偶像粉絲服務太色情了!/春路

ON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71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13-0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喜歡的偶像粉絲服務太色情了!(全

一冊)/春路 ON 作; midori 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59-8 (EPUB) 限制級  

單親 Ω 的兩個他/ヤマヲミ作; 布丁

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044-6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045-3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寒冰怪物/あさじまルイ作; 曾薏珊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82-3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富士山同學正值思春期. 6/オジロマ

コト原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96-5 

(EPUB) NT$55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新裝版)/水上悟

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冊 .-- ISBN 978-626-00-

7072-4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00-7073-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惡役令孃的中之人: 為無辜的轉生者

挺身而出,向滿口謊言的女主角復仇/

まきぶろ原作; 白梅 Nazuna 漫畫;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157-

3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援助交配. 總集篇/たくのみ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1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38-5 (第 2 冊:

平裝) NT$580 限制級  

朝姊/よしだもろへ作; 志野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

868-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朝姊. 4/よしだもろへ作; 志野忍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15-1 

(EPUB) 限制級  

棒球人生賽 7th/蠢羊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840-9 (平

裝) NT$340 普遍級  

棒球人生賽 7th/蠢羊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43-0 (PDF) 

普遍級  

棒球人生賽 7th/蠢羊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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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35-844-7 (EPUB) 

普遍級  

渴愛&索求/カキネ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5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22-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無法喘息的甜美熾熱/蜂巣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135-

1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無理婚。 /いつきまこと作 ;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71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312-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無意間變成狗,被喜歡的女生撿回家。

/古川五勢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06-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限制級  

猩猩老師: 在恐怖故事裡第一個死掉

的體育老師/酒井大輔作; 杜信彰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7186-84-8 (第 1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結緣甘神神社/内藤マーシー作; 加

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025-

5 (第 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給不滅的你. 17/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54-5 (EPUB) 

NT$55 普遍級  

給鮫族的貢品新娘/さとみち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728-5 (EPUB) NT$40 限制級  

菁英上司的心理創傷要用身體來撫

慰/きら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31-5 (EPUB) 

NT$40 限制級  

菌和鐵/片山あやか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07-5 (第 2 冊:

平裝) NT$105 普遍級  

菌和鐵. 1/片山あやか作; 吳勵誠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74-3 (EPUB) 

NT$55 普遍級  

超好康修學旅行: 我男扮女裝開後

宮!!/奥森ボウイ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24-7 

(EPUB) NT$40 限制級  

超級無比弱氣之吻/腰乃作; 貝貝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492-

7 (平裝) NT$150 限制級  

集合!RENDEZVOUS. 1, 打了三百年

/Rendezvous Studio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澄波藝術文化, 111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228-1-5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黃金神威/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500-

9 (第 27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黑色五葉草. 30/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00-9 (EPUB) 

NT$55 普遍級  

黑婚: Black Marriage/藍川沙季作; 蘇

涵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00-7068-

7 (第 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00-7069-4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黑絲襪風情 EXTRA/GOT 作; 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0-402-

1 (平裝) NT$699 .-- ISBN 978-626-340-

403-8 (平裝特別版) NT$899 普遍級  

黑暗集會/近藤憲一作; yuzur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327-

7 (第 6 冊:平裝) NT$99 普遍級  

黑暗集會. 6/近藤憲一作; yuzuru 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60-4 (EPUB) 普遍

級  

傲嬌狐狸輕咬花朵/あやみね稜緒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12-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嫉妒染上狐狸的色彩 /末広マチ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89-7 

(EPUB) NT$69 限制級  

意想不到的甜蜜婚姻生活/佐倉リコ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95-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想用溼了的身體感覺你: 岡田以藏

/Tatada Yoshio, Mesh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81-9 (EPUB) 限制級  

想更進一步的兩人. 1/日下亞希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58-8 (EPUB) NT$70 普遍級  

想更進一步的兩人. 1/日下亞希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59-5 (PDF) NT$70 普遍級  

想 和 你 苦 樂 與 共 / 夏 江 夢 子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16-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想尋求慰藉的黛冬憂子/Noe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43-9 (平裝) 

NT$180 限制級  

想當冒險者前往都市的女兒成為 S

級: 黑髮的女武神/門司柿家, toi8 原

作; 漆原玖漫畫; 譚志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19-2 (第 1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想當冒險者前往都市的女兒成為 S

級: 黑髮的女武神. 1/門司柿家, toi8

原作; 漆原玖漫畫; 譚志瑋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61-1 (EPUB) 普遍級  

想讓混獸鳴叫到最深處/南国ばなな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81-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愛上被附身的你/日乃チハヤ作; 流

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27-1 (平裝) NT$150 限制級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1-

858-1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1-859-8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10/鳴見なる

作;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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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39-7 (EPUB) 普遍級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9/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40-3 (EPUB) 普遍級  

愛作夢的吸血鬼/鹿島こたる作; 趙

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123-

8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

248-8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60 限制

級  

愛的痛覺成癮/明菜作; 矢部そうす

け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0 .-- 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83-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愛情.寄生/雨村澪作; 曲冰熙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005-2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愛情.寄生. 1/雨村澪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34-2 (PDF) 

NT$70 普遍級  

愛情.寄生. 1/雨村澪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35-9 (EPUB) 

NT$70 普遍級  

愛欲調教/上川きち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09-4 (EPUB) NT$40 限制級  

惹人憐愛的長毛/赤いシラフ作; 李

亞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11-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新人大叔冒險者,被最強隊伍操到死

成無敵/岸馬きらく原作; 荻野ケン

漫畫;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18-5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新人大叔冒險者,被最強隊伍操到死

成無敵. 1/岸馬きらく原作; 荻野ケ

ン 漫 畫 ; 伶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62-8 (EPUB) 普遍級  

新世紀福音戰士(完全版)/khara 原作; 

貞本義行漫畫; 艾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1-872-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873-4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1-874-1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新世紀福音戰士(完全版)/khara 原作; 

貞本義行漫畫; 艾澀, 章澤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875-

8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新世紀福音戰士(完全版)/khara 原作; 

貞本義行漫畫; 章澤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1-877-2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1-876-5 (第 5 冊:

平裝) 普遍級  

新世紀福音戰士(完全版)/khara 原作; 

貞本義行漫畫; 章澤儀, 小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878-

9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新世紀福爾摩斯. 5, 貝爾格拉維亞醜

聞. 下/Jay.漫畫;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860-4 (平

裝) 普遍級  

新世紀福爾摩斯. 5, 貝爾格拉維亞醜

聞. 下/Jay.漫畫;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42-7 (EPUB) 

普遍級  

會長,別再裝乖孩子了/栗原カナ作; 

李亞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06-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會長,別再裝乖孩子了(全一冊)/栗原

カナ作; 李亞妮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63-5 (EPUB) 限制級  

獅子和明星/湯裸作; 星野兔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022-9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經典杯子蛋糕 with 卡布奇諾/佐岸左

岸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65-1 (EPUB) NT$69 限制級  

聖塔瑪莉亞.心之國/鳥生莉世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10-8 

(EPUB) NT$69 限制級  

落第賢者的學院無雙 /白石新原作; 

けんたろう漫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26-0 (第 3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運之掌上/マルコ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47-7 (平裝) NT$220 限

制級  

過於透明的戀情/yoshi 原作; 阿賀直

己漫畫; 布丁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013-2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夢與現實都忘不了的你/一等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21-6 (EPUB) NT$40 限制

級  

對比的我和你/itz 作; 李其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105-4 (EPUB) NT$69 普遍

級  

幕間休息 !/みよしあやと作 ;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04-7 (EPUB) 

NT$69 限制級  

彆扭先生只想好好當個洨粉絲/アキ

ミツ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716-2 (EPUB) 

NT$40 限制級  

摺紙戰士 A/周顯宗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9 .-- 16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388-8 (第 9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漫畫版名人傳: 克服三重苦難的奇蹟

創造者: 海倫.凱勒/關宏之監修; 天神

UMEMARU 漫畫; 林冠汾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8-06-4 

(EPUB) 普遍級  

監獄漫畫家/謬齡大叔[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347-021-7 (第 4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022-4 (第 4 冊:平裝

首刷附錄版) NT$140 普遍級  

精靈巫女的性愛工作/すえゆう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42-2 (平裝) 

NT$32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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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狸貓和狐狸的鄉村生活/くみちょ

う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30-6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與魅魔姐姐的榨精性活/綾枷ちよこ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41-5 (平

裝) NT$260 限制級  

與 貓 戀 愛 的 方 法 / 鳩 屋 タ マ 作 ; 

AKIRA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96-5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與離家少女的甜蜜恩愛同居生活/シ

ツジ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339-2 (第 1 冊:平裝) NT$270 限制級  

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

險/津留崎優原作; 池澤真漫畫; 弁天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25-3 (第

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

險. 5/池澤真漫畫; 津留崎優原作; 弁

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64-2 (EPUB) 

普遍級  

遠距離.戀愛/日月ニチカ[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93-2 (EPUB) 限制級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紺青

之拳/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次

郎作畫; 何硯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40-419-9 (第 1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626-340-420-5 (第 2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墜落 JK 與廢人老師/sora 作; 吳美嬅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203-7 (第 7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347-204-4 (第

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墮落性沉淪派對/武将武作; 熊次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69-3 

(PDF) 限制級  

墮落性沉淪派對/武将武作; 熊次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70-9 

(EPUB) 限制級  

憂傷迴旋/SILVA 作; 吳美嬅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115-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撒嬌野獸/ゆいつ作; 何硯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0-423-6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0-424-3 (下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播種歐吉桑與人妻 NTR 性連結/木

鈴カケ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11-8 (PDF) NT$160 限制級  

*播種歐吉桑與人妻 NTR 性連結/木

鈴カケ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12-5 (EPUB) NT$160 限制級  

請不要稱讚我/yanyan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94-9 (EPUB) 限制級  

請在我的背上留下爪痕/西本ろう原

作; 朔小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56-1 ( 平 裝 ) 

NT$150 限制級  

請快點監禁我吧主人?/にこ山 P 蔵作; 

曾薏珊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20-5 (平裝) NT$150 限制級  

請教教我,我的神啊/瀧本羊子作; 風

花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0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305-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請教教我,我的神啊(全一冊)/瀧本羊

子 作 ; 風 花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70-3 (EPUB) 限制級  

誰怕誰/謝東霖作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4-89-5 (PDF) 普遍級  

醉意 X 順勢/高城竜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冊 .-- 

ISBN 978-626-00-7085-4 (上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00-7086-1 (下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墨必斯精選集(逝世十週年紀念典藏

版)/墨必斯(Moebius)作; 張穎琦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66-3-2 (EPUB) 

普遍級  

學園奶爸. 20/時計野はり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69-9 (EPUB) 

NT$55 普遍級  

擁有超廢技能「沒存在感」的公會

職員其實是傳奇刺客/ケンノジ原作; 

荒木風羽漫畫;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9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39-0 (第 2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擁有超廢技能「沒存在感」的公會

職員其實是傳奇刺客. 2/荒木風羽漫

畫 ; 賴 詠 新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71-0 (EPUB) 普遍級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 afterward/新田祐

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33-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機動戰士 MOON 鋼彈/虎哉孝征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0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861-1 (第 7 冊:平裝) 普遍

級  

親吻自尊心 /タダノヤス作 ;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71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311-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親吻自尊心(全一冊)/タダノヤス作; 

MO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72-7 

(EPUB) 限制級  

諷刺的童年玩伴/二須りぃ作; 吳美

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088-

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閻羅/諏訪童角作; 此木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848-2 (EPUB) 普遍級  

糟糕、濕到無法無天忍到快要升天!: 

愛意就像滔滔江水般一發不可收拾/

綾野た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10-0 (EPUB) 

NT$40 限制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畑健二郎作; 柯冠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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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501-6 (第 18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6/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58-3 (EPUB)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6/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59-0 (PDF)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7/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0-6 (EPUB)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7/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1-3 (PDF) 普遍級  

藉口全都是謊言/仔縞楽々作; 潘琳

芸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80-9 (平裝) NT$150 限制級  

轉生成勇者的青梅竹馬這職業的敗

北女角決定轉職成調劑師了哦/日峰

原作; 加々見 絵里漫畫;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17-

8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轉生成勇者青梅竹馬的必敗職業女

配角,決定轉職當藥師. 1/日峰原作; 

加々見 絵里漫畫; CHIKA 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73-4 (EPUB) 普遍級  

轉生伯爵千金想從王子身旁逃之夭

夭/椎名秋乃, 月神サキ, 林マ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22-3 (EPUB) NT$40 限制

級  

轉生為第七王子,隨心所欲的魔法學

習之路. 1/謙虚なサークル原作; 石

沢庸介作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112-2 (EPUB) NT$55 普遍級  

轉瞬即逝的時光 /波真田かもめ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84-2 

(EPUB) NT$69 限制級  

鎮上的不良與烘焙師 極/飴乃吉吉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75-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離婚從天而降。再婚緊追不放。: 面

具侯爵的初戀/深なずな, 東万里央, 

すずくらは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05-6 

(EPUB) NT$40 限制級  

離開教室,你就是我的所有物/しえろ

作; 陳家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10-6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壞小孩/吉田ゆうこ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2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304-

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壞心眼繼承人就是不肯跟我結婚怎

麼辦!: 傲慢未婚夫不宣於口的愛/半

田 96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708-7 (EPUB) 

NT$40 限制級  

瀨戶內就愛自作聰明 /大庭アキル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11-7 (EPUB) 

NT$40 限制級  

羅城戀月夜/朔ヒロ作;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06-

9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0-

407-6 (平裝限定版) NT$180 限制級  

羅馬浴場. I/ヤマザキマり作; 涂愫芸

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03-8 

(EPUB) 普遍級  

羅馬浴場. II/ヤマザキマり作; 涂愫

芸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04-5 

(EPUB) 普遍級  

羅馬浴場. III/ヤマザキマり作; 涂愫

芸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05-2 

(EPUB) 普遍級  

羅馬浴場. IV/ヤマザキマり作; 涂愫

芸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06-9 

(EPUB) 普遍級  

羅馬浴場. V/ヤマザキマり作; 涂愫

芸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07-6 

(EPUB) 普遍級  

羅馬浴場. VI/ヤマザキマり作; 涂愫

芸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08-3 

(EPUB) 普遍級  

難以直視你的眼眸/大和名瀬作; 曾

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134-

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麗池的異想世界/麗池克萊姆文.圖; 

王彥筑譯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0-11-2 (EPUB) NT$350 普遍級  

櫻花紅茶王子/山田南平作;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0-7006-9 (第 8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626-00-

7007-6 (第 9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櫻花紅茶王子. 8/山田南平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62-5 (EPUB) NT$70 普遍級  

櫻花紅茶王子. 8/山田南平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63-2 (PDF) NT$70 普遍級  

櫻花紅茶王子. 9/山田南平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64-9 (EPUB) NT$70 普遍級  

櫻花紅茶王子. 9/山田南平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65-6 (PDF) NT$70 普遍級  

魔女撿到愛/あさひ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34-6 (EPUB) NT$40 限制級  

魔王難為/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86-3 (第 1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雷句誠作; 李

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45-0 (第 11

冊 :平裝 ) NT$320 .-- ISBN 978-626-

347-146-7 (第 12 冊:平裝) NT$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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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47-147-4 (第 13 冊:平

裝) NT$320 .-- ISBN 978-626-347-148-

1 (第 14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626-347-149-8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626-347-150-4 (第

16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626-

347-151-1 (第 1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20 .-- ISBN 978-626-347-152-8 (第

1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20 .-- 

ISBN 978-626-347-153-5 (第 13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20 .-- ISBN 978-

626-347-154-2 (第 14 冊:平裝首刷附

錄版) NT$320 .-- ISBN 978-626-347-

155-9 (第 15 冊 :平裝首刷附錄版 ) 

NT$320 .-- ISBN 978-626-347-156-6 (第

16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20 普遍

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6/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55-2 

(EPUB) NT$190 普遍級  

魔法使的約定/都志見文太, coly 原作; 

シノノメウタ漫畫; 加奈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00-6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歡迎光臨自助洗衣店. 1/椿ゆず作; 

缶爪さわ漫畫;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066-8 (EPUB) NT$69 限制級  

聽說你們要結婚!?. 1/若木民喜作; 御

門幻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9-9 (EPUB) 普遍級  

聽說你們要結婚!?. 1/若木民喜作; 御

門幻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70-5 (PDF) 普遍級  

聽說你們要結婚!?. 2/若木民喜作; 御

門幻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8-2 (EPUB) 普遍級  

聽說你們要結婚!?. 2/若木民喜作; 御

門幻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71-2 (PDF) 普遍級  

戀人日常/神田猫作; 趙聖媛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16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144-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戀以類聚/季田ビスコ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087-3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戀愛怪談小夜子/関崎俊三作; 蘇黎

衡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24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08-3 (第 8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戀愛怪談小夜子. 8/関崎俊三作; 蘇

黎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26-7 (PDF) NT$100 普遍級  

戀愛怪談小夜子. 8/関崎俊三作; 蘇

黎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27-4 (EPUB) NT$100 普遍級  

戀愛禁區. 3/DANBI 著; 蔡宛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98-9 

(PDF) 普遍級  

戀愛禁區. 4/DANBI 著; 蔡宛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99-6 

(PDF) 普遍級  

戀愛廢話/福山遼子作; Niva 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168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347-199-3 (第 2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戀戀午茶時光. 1/天音佑湖作; 賴芯

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2-0 (EPUB) 普遍級  

戀戀午茶時光. 1/天音佑湖作; 賴芯

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3-7 (PDF) 普遍級  

戀戀午茶時光. 2/天音佑湖作; 賴芯

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4-4 (EPUB) 普遍級  

戀戀午茶時光. 2/天音佑湖作; 賴芯

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5-1 (PDF) 普遍級  

戀戀午茶時光. 3/天音佑湖作; 賴芯

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6-8 (EPUB) 普遍級  

戀戀午茶時光. 3/天音佑湖作; 賴芯

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467-5 (PDF) 普遍級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漫畫版)/

黑暗之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05-284-

3 (第 2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

986-505-285-0 (第 3 冊:平裝) NT$70 普

遍級  

靈魂的約定(漫畫版)/緒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09 .-- 冊 .-- 

ISBN 978-986-505-286-7 (第 2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05-287-4 (第

3 冊:平裝) NT$70 普遍級  

とらきち短篇集: 我們的秘密遊戲/

とらきち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9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6-71-8 (平裝 ) NT$250 .-- 

ISBN 978-626-7186-72-5 (平裝首刷附

錄版) NT$250 限制級  

*啥啊,這位 Vtuber!?: 我是大手直播

主的性玩物 Peko-!/MASAKI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15-6 (PDF) NT$160

限制級  

*啥啊,這位 Vtuber!?: 我是大手直播

主的性玩物 Peko-!/MASAKI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16-3 (EPUB) 

NT$160 限制級  

*贄殿下. 總集篇/池咲ミサ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31-6 (PDF) NT$320 限制

級  

*贄殿下. 總集篇/池咲ミサ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32-3 (EPUB) NT$320 限

制級  

小說及雜文 

<<破咒師>>+<<制咒師>>合輯/夏莉.

荷柏格(Charlie N. Holmberg)著; 清揚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4-98-3 (EPUB) 普遍級  

24-32/史蒂芬寧郭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史蒂芬寧郭, 11108 .-- 60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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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01-0468-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梶井基次郎的憂鬱炸彈/梶井基次郎

作; 蕭淳介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

學習, 11108 .-- 約 27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31-8 (線上有聲書

(MP3)) NT$320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三部曲, 致命的抉择/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6-0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四部曲, 圣皇争夺战/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00-5 (EPUB) NT$240 普遍級  

Dear love/佐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1-5-5 (PDF) 普遍級  

Declaration of War/by Constance Hong .-

- 新竹市 : 洪佳伶, 11109 .-- 29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486-3 (精裝) 

NT$809 普遍級  

Earnest games/by Mark Will .-- 臺北市 : 

Cadmus & Harmony Media, 11110 .-- 

15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6962-5-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Invert 城塚翡翠倒敘集/相澤沙呼著; 

李彥樺譯者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479-0-3 (EPUB) 普遍級  

Love and survival/John Bon-Tien Wu .-- 

臺北市 : 唐山, 11110 .-- 1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07-225-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Prophetess of capsonland/Shervin 

Marsh .-- 宜 蘭 縣  : Shervin Marsh, 

11108 .-- 1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03-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VENOM 求愛性少女症候群. 2/城崎

作 ; かいりきベア原作 ;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16-8 (EPUB) 普遍級  

一七四: 超常事件小組/吐維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47-175-7 (第 2 冊:平

裝) NT$200 限制級  

一月的一萬道門 /亞莉克絲 .E.哈洛

(Alix E. Harrow)著;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97-6 

(EPUB) 普遍級  

一片海灘: 唐寅九中短篇小說集/唐

寅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723-6 (EPUB) NT$280 普遍級  

一夜鍾情/花綾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83-3 (EPUB) 限制級  

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89-8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19-2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一個作家的午後: 村上春樹親選 費

滋傑羅後期作品集/史考特.費滋傑羅

作; 賴明珠, 羅士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1-36-7 (EPUB) 

NT$380 普遍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96-6 (第 4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97-

3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25-998-0 ( 第 4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25-999-7 (第

4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18-8 (第 45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19-

5 (第 4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020-1 ( 第 4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21-8 (第

48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上古守則的魔法騎士. II/羊太郎作; 

遠坂あさぎ插畫; 劉仁倩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17-0 (EPUB) 普遍級  

上岸/阿祉(林祉均)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燈籠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1-9-0 (EPUB) 

NT$200 普遍級  

口癖/童庭貓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10 .-- 5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37-4-6 (精裝) NT$659 普

遍級  

*夕顏/黃旐濤著 .-- 第一版 .-- 苗栗縣 : 

原晟企業, 11108 .-- 151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6442-6-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大文豪的異次元劇場: 恐怖、靈異、

幻想、怪談......夏目漱石、谷崎潤一

郞、芥川龍之介、太宰治等 14 位日

本教科書、讀書會必收必讀、討論

度最高的短篇小說集/夏目漱石, 谷

崎潤一郞, 芥川龍之介, 太宰治等 14

位著; 茂呂美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05-4 (EPUB) 普遍級  

大明小學生/隨輕風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6-032-4 (第

29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33-1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88-1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18-5 (第 16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大喊一聲「好想摸女生胸部」後,我

和妹妹的朋友開始交往了。/凪木エ

コ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80-

1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626-347-181-8 (第 3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20 普遍級  

大齊仙差/海岸邊的船隻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55-3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56-

0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057-7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58-4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59-1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60-7 (第 2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61-

4 (第 22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賢者的愛徒: 防禦魔法推廣記. 2/

ナカノムラアヤスケ作; 許國煌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65-9 (EPUB) 普遍

級  

大魏聖主/七月未時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81-2 ( 第 3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82-9 (第

3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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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83-6 (第 3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84-3 (第 3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85-

0 (第 3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086-7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87-4 (第

37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9/三嶋与夢作; 孟達插畫; 王啟華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66-6 (EPUB)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1/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2-8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2/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3-5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3/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4-2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4/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5-9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5/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6-6 

(EPUB) NT$125 普遍級  

小说 十字架の女. 1, 神秘编/大川隆

法作; 幸福科学经典翻译小组翻译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35-9-4 (EPUB) 普遍級  

小说 十字架の女. 2, 复活编/大川隆

法作; 幸福科学经典翻译小组翻译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14-0-5 (EPUB) 普遍級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18-2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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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35-8-7 (EPUB) NT$380 普遍級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 9/羊

太郎作 ; 三嶋くろね插畫 ; 林意凱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6-63-3 (EPUB) 

普遍級  

不夜之侯/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12-2 (EPUB) NT$375 普

遍級  

不時輕聲地以俄語遮羞的鄰座艾莉

同學. 3/燦燦 SUN 作;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19-9 

(EPUB) 普遍級  

中醫許陽/唐甲甲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8-030-8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31-5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32-2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33-9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34-

6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今貝世界/丁予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95-7 (EPUB) NT$250 普

遍級  

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 4, 與冰炎千金

在暑假拯救王國/七野りく作; 偽善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016-3 (EPUB) 

普遍級  

分手師 /史蒂芬妮 .史考特 (Stephanie 

Scott)著; 劉曉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27-0 (EPUB) 普遍級  

分手師 /史蒂芬妮 .史考特 (Stephanie 

Scott)著; 劉曉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28-7 (PDF) 普遍級  

反派千金等級 99: 我是隱藏頭目但不

是魔王. 2/七夕さとり作; TEA 插畫; 

王啟華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67-3 

(EPUB) 普遍級  

天下第九/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35-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36-2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37-9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38-6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天堂門外的女人: 葉威廉之事件簿

(1983~1996)/葉桑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50-3 (EPUB) 普遍級  

太郎/陳彥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45-724-3 (EPUB) NT$224 普遍級  

太莽劍魁/關關公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62-1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63-8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64-5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65-2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66-

9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少 女 布 莉 達 的 恩 賜 / 保 羅 . 科 爾 賀

(Paulo Coelho)著; 陳佳琳譯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31-7 (EPUB) 普遍級  

少 女 布 莉 達 的 恩 賜 / 保 羅 . 科 爾 賀

(Paulo Coelho)著; 陳佳琳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47-8 (PDF) 

普遍級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

建造奴隸後宮. 10/柑橘ゆすら作; 鋼

音插畫; 曾柏穎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64-0 (EPUB) 普遍級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

建造奴隸後宮. 11/柑橘ゆすら作; 曾

柏穎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92-4 

(EPUB) 普遍級  

水 舞 者 / 塔 納 哈 希 . 科 茨 (Ta-Nehisi 

Coates)著; 楊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82-3-8 (PDF) NT$392

普遍級  

水 舞 者 / 塔 納 哈 希 . 科 茨 (Ta-Nehisi 

Coates)著; 楊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82-4-5 (EPUB) 

NT$392 普遍級  



164 

 

世界唯一的魔物使: 轉職後被誤認成

魔王/筧千里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173-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10 普遍級  

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朱宥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03-4 

(EPUB) NT$380 普遍級  

仙域科技霸主/試劍天涯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90-4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91-

1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092-8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93-5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94-2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仙道方程式/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8-012-4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013-1 (第

2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014-8 (第 23 冊:平裝) NT$190 普

遍級  

仙藥大亨/寂寞我獨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90-4 (第 5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91-

1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25-992-8 ( 第 5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25-993-5 (第

5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94-2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加速世界. 26, 裂天征服者/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24-3 (EPUB) 普遍級  

卡繆經典套書: 異鄉人×瘟疫= Classic 

works of Albert Camus/ 卡 繆 (Albert 

Camus)著; 吳欣怡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好讀, 11111 .-- 冊 .-- ISBN 978-

986-178-625-4 (全套:平裝) NT$499 普

遍級  

另 類 植 物 鑒 賞 = Special plants 

apprication/易修羅作 .-- 初版 .-- 新竹

市 : 田文文創, 11109 .-- 20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06142-2-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只 是 看 一 眼 / 琳 賽 . 卡 麥 隆 (Lindsay 

Cameron)著; 林師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37-3 (PDF) NT$294 普遍

級  

台北愛之船/邢立美(Abigail Hing Wen)

作; 李建興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18-8 (PDF) 普遍級  

台北愛之船/邢立美(Abigail Hing Wen)

作; 李建興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25-6 (EPUB) 普遍級  

失物之書(博客來獨家限量書衣.經典

增修版)/約翰.康納利(John Connolly)

作; 謝靜雯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08-5 (EPUB) NT$400 普遍級  

未见天明/给我一粒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11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37-9-1 (平裝) 

NT$480 限制級  

汀南絲雨/狄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12-6 (PDF) 普遍級  

汀南絲雨. 下/狄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10-2 (PDF) 普遍級  

汀南絲雨. 上/狄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09-6 (PDF) 普遍級  

玄龍傳說/百分之七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27-0 ( 第 3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28-7 (第

3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29-4 (第 3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30-0 (第 3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31-

7 (第 3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玉依姬/阿部智里著;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9-3-4 (PDF) 

普遍級  

危言盛世: 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歷史敘

事(2000-2015)/賴佩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44-7 (PDF) 

NT$650 普遍級  

在沒有太多明天的日子/曹愛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3-9-9 

(EPUB) 普遍級  

在超商搶案中救下的不起眼店員,竟

是同班的純情可愛辣妹/あボーン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87-0 (第 1 冊:

平裝) NT$220 .-- ISBN 978-626-347-

188-7 ( 第 1 冊 :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NT$270 普遍級  

如果朋友的姊姊和邊緣人談戀愛的

話?/おかゆまさき作; 何宜叡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47-172-6 (第 1 冊:平

裝) NT$190 普遍級  

成為傳說/鳳嘲凰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11-987-1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88-8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89-5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90-1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91-

8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992-5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93-2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94-9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95-6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96-

3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成為綠土/みやしろちうこ作; 黃薇

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376-7-

6 (全套:平裝) 限制級  

有一隻鳥不見了/悍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悍兔, 11109 .-- 1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498-8-0 (平裝) 

NT$350 限制級  

百鬼夜行. 卷 9, 報喪女妖/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94-5 

(EPUB) 普遍級  

百鬼夜行卷. 9, 報喪女妖/笭菁著 .-- 

新北市 : 笭菁工作室,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8-19-1 (PDF) 

普遍級  

自末日為你而來/語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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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058-52-7 (EPUB) 

NT$203 普遍級  

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 4/長岡マ

キ子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25-0 (EPUB) 普遍

級  

你以為區區轉生就逃得了嗎,哥哥?/

紙城境介作; 吳天立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

165-8 (第 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166-5 (第 1 冊:平裝首刷

附錄版) NT$220 普遍級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4/猿渡

風見作; Atiki 插畫; 林意凱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189-4 (EPUB) 普遍級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5/猿渡

風見作; Atiki 插畫; 林意凱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190-0 (EPUB) 普遍級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6.5/猿

渡風見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41-2 (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142-9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40 普遍級  

忘晴市悲歌/陳碩斌著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30-5-1 (EPUB) 普遍級  

忘晴市悲歌/陳碩斌著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30-6-8 (PDF) 普遍級  

我在大乾修長生/蕭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6-003-4 (第 3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04-

1 (第 3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005-8 ( 第 3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06-5 (第

3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我在大乾修長生/蕭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22-5 (第 3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23-

2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024-9 ( 第 3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25-6 (第

4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26-3 (第 41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我那無法終結的生命/戴斯蒙作 .-- 初

版 .-- 彰化縣 : 無雙多媒體, 11109 .-- 

288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51-8-2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 3/海空り

く作; 吳天立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65-7 (EPUB) 普遍級  

我和班上最討厭的女生結婚了。/天

乃聖樹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63-

4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626-347-164-1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20 普遍級  

我的老攻是隻鬼?/一個精神病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7-176-4 (第 1 冊:

平裝) NT$200 限制級  

我的網婆是超人氣偶像: 冰山美人的

她在現實世界也想當我老婆/あボー

ン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78-

8 (第 3 冊:平裝) NT$220 .-- ISBN 978-

626-347-179-5 (第 3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80 普遍級  

我們的美味愛情/烏瞳貓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58-53-4 (EPUB) 

NT$217 普遍級  

我喜歡的角色是壞人大小姐. 3/いの

り作; ：賴詠新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385-7 (EPUB) 普遍級  

扭曲者/T.金費雪著; 吳妍儀譯 .-- 臺

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85-8 (EPUB) 普遍

級  

李屏瑤異卵雙生: 向光植物+死亡是

一個小會客室/李屏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32-4 (EPUB) 

普遍級  

汪汪物語: 我說要當富家犬,沒說要

當魔狼王啦!/犬魔人作;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28-1 

(EPUB) 普遍級  

汪曾祺早期逸文/蘇北選編 .-- 初版 .-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82-2 

(EPUB) NT$320 普遍級  

沒有魔力的我與精靈公主的命定契

約. 1/無胥作; 白河子插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66-4 (EPUB) 普遍級  

沒有魔力的我與精靈公主的命定契

約. 2/無胥作; 白河子插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6-67-1 (EPUB) 普遍級  

狂仙/陳風笑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346-008-9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09-6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10-

2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011-9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12-6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男女之間存在純友情嗎?(不 ,不存

在!). Flag 3, 不然你就一直看著我好

了?/七菜なな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29-8 (EPUB)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12/棺材裡的笑聲著 .-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00-0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塵/綠緒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88-8 (EPUB) 限制級  

那一天 ,你做了什麼 /まさきとしか

作; HAN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40-8 (EPUB) 普遍級  

那一天 ,你做了什麼 /まさきとしか

作; HAN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41-5 (PDF) 普遍級  

來自天堂的雨(紀念版). 下/晨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3-6-8 

(EPUB) 普遍級  

來自天堂的雨(紀念版). 上/晨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3-5-1 

(EPUB) 普遍級  

怪 誕 故 事 集 / 奧 爾 嘉 . 朵 卡 萩 (Olga 

Tokarczuk)著; 鄭凱庭譯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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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04-1 (EPUB) 

NT$380 普遍級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7/三河ごーす

と作; トマリ插畫; 呂郁青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018-7 (EPUB) 普遍級  

河上春/妲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墨

扉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96039-9-2 ( 上 卷 : 平 裝 ) NT$325 .-- 

ISBN 978-626-96548-0-2 (下卷:平裝) 

NT$325 .-- ISBN 978-626-96548-1-9 (全

套:平裝) NT$6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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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30-0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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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41-6 (PDF) 普遍級  

法師三定律. 13, 魔道聖諭/笑獅拔劍

著.繪 .-- 1 版 .-- 臺北市 : 笑獅拔劍,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95-5 (EPUB) 普遍級  

法庭劇: 我不知道我殺了人/蔡逸璇, 

吳宗恩作; 顏良珮改編; 何裕天, 吳宗

恩, 張芳瑜, 顏千惠, 劉冠林朗讀 .-- 臺

北市 : 遍路文化傳媒,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5528-9-4 (第 1 冊:線上

有聲書(MP3)) NT$199 .-- ISBN 978-

626-96547-0-3 (第 2 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250 .-- ISBN 978-626-

96547-1-0 (第 3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空棺之烏/阿部智里著;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9-4-1 

(PDF) 普遍級  

花束般的戀愛: 電影小說/坂元裕二

原著.劇本; 黑住光著; 詹慕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光生出版,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924-5-2 

(EPUB) 普遍級  

花束般的戀愛: 劇本/坂元裕二作; 詹

慕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生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924-4-5 (EPUB) NT$263 普遍級  

初心村的偵探事務所: 那天,他失去

了心/會拍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識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43-9-4 (EPUB) 普遍級  

金屋藏夫/季塵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81-9 (EPUB) 普遍級  

附件!結案報告/功夫包子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174-0 (第 2 冊:平裝) 

NT$200 限制級  

前世情人強制愛/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14-5 (EPUB) 

普遍級  

前世情人強制愛/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15-2 (PDF) 

普遍級  

南方有嘉木/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13-9 (EPUB) NT$375 普

遍級  

宣戰/洪佳伶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19-1 (PDF) 普遍級  

故土戀人/俞小明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俞小明,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436-8 (EPUB) 普遍級  

春夏秋冬代行者 春之舞/暁佳奈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67-2 (下冊:

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47-

168-9 ( 下 冊 :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NT$380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40-9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41-6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42-3 (第 5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43-0 (第 5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44-

7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紅樓夢小人物探微/郭惠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69-9 

(EPUB) NT$380 普遍級  

*紅樓夢金陵十五叉: 鬼節說鬼故事= 

The fifteen ghosts of the ghost town in 

the fall of the red empire/中國著作 .-- 

臺北市 : 九逵商行, 111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95-43-4 (平

裝) NT$2000 普遍級  

約定好的未來邂逅/秋茶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58-54-1 (EPUB) 

NT$196 普遍級  

美女雕像/應澤民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83-9 (EPUB) 

NT$300 普遍級  

美男堂事件手冊(NETFLIX 韓劇<<美

男堂>>原著小說)/鄭在漢作; 黃千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46-0 

(EPUB) 普遍級  

美男堂事件手冊(NETFLIX 韓劇<<美

男堂>>原著小說)/鄭在漢作; 黃千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47-7 

(PDF) 普遍級  

郎總裁的羊祕書/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12-1 (EPUB) 

普遍級  

郎總裁的羊祕書/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13-8 (PDF)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1/三年又三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097-3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2/三年又三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01-7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3/三年又三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02-4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4/三年又三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03-1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5/三年又三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04-8 

(EPUB) NT$31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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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 2. 下, 死後報

復委託程式/ナフセ作;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31-1 

(EPUB) 普遍級  

飛玄刺. 伍, 十大靈獸/宴平樂著; 硝子

繪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66-9 (EPUB) NT$150 普遍級  

飛玄刺. 柒, 精靈王/宴平樂著; 硝子

繪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67-6 (EPUB) NT$150 普遍級  

飛玄刺. 捌, 聖域靈技/宴平樂著; 硝子

繪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68-3 (EPUB) NT$150 普遍級  

飛玄刺. 參, 花月平原/宴平樂著; 硝子

繪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69-0 (EPUB) NT$150 普遍級  

飛玄刺. 陸, 革命軍/宴平樂著; 硝子

繪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70-6 (EPUB) NT$150 普遍級  

飛玄刺. 壹, 精靈王城/宴平樂著; 硝子

繪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71-3 (EPUB) NT$150 普遍級  

飛玄刺. 貳, 判官深淵/宴平樂著; 硝子

繪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73-7 (EPUB) 普遍級  

飛玄刺. 肆, 恩怨情仇/宴平樂著; 硝子

繪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72-0 (EPUB) NT$150 普遍級  

原來我早就不需要修煉了. 第一卷, 

浮雲谷/紫色竹子著 .-- 第一版 .-- 桃

園市 : 紫色竹子,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433-7 (EPUB) 

NT$120 普遍級  

原來我是修仙大佬/木下雉水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100-0 (第 1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

101-7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02-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03-1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家父漢高祖/歷史系之狼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34-8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67-6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68-3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69-0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70-6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71-3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6-117-8 (第 3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烏鴉不擇主/阿部智里著; 王蘊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9-6-5 

(PDF) 普遍級  

神術鍊金士. 11/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8-0 (EPUB) NT$125 普

遍級  

神術鍊金士. 12/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9-7 (EPUB) NT$125 普

遍級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346-039-3 ( 第 8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73-7 (第

8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站起來跳舞/葉天祥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25-0 (EPUB) 

NT$196 普遍級  

荊棘= Jing ji/凌公子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旭儒,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96337-6-0 (第 1 冊:平裝) NT$316 .-

- ISBN 978-626-96337-7-7 (第 2 冊:平

裝) NT$369 .-- ISBN 978-626-96337-8-

4 (全套:平裝) NT$685 普遍級  

茶人三部曲: 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

築草為城/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310-306-1 (全套 :平裝 ) NT$1650

普遍級  

逆天成神/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8-015-5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16-2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17-9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18-6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19-

3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35-3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36-0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37-7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38-4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39-

1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迴圈(迴圈三部曲之 1)/班.奧利佛(Ben 

Oliver)著; 周沛郁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58-917-1 (EPUB) NT$252 普遍級  

除了我之外,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

喜劇. 4/羽場楽人作; K.K.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32-8 (EPUB) 

普遍級  

高冷老婆失憶後太可愛/羅川作 .-- 初

版 .-- 高雄郵 : 製肉本屋,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4-0-0 

(EPUB) NT$200 普遍級  

問心仙緣/蒙面怪客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6-080-5 (第 37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國中理化課. 12/小平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0-4 (EPUB) NT$125 普

遍級  

從同居開始的御宅族女友交往方法. 

3/村上凛作; 陳士晉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68-8 (EPUB) 普遍級  

從妳的全世界消失/羅絲.華許(Rosie 

Walsh); 林曉欽譯 .-- 一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6-25-4 (EPUB) 

NT$266 普遍級  

從路人角色開始的探索英雄譚/海翔

作 ; 黃 于 倫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170-

2 (第 1 冊:平裝) NT$220 .-- ISBN 978-

626-347-171-9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60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45-4 ( 第 43 冊 : 平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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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80 .-- ISBN 978-626-346-079-9 (第

4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15-4 (第 4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16-1 (第 46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情婦交易/向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10-7 (EPUB) 普遍級  

情婦交易/向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11-4 (PDF) 普遍級  

掉了手機,撿到妖♂精!?.3 , 春夢同時

是預知夢沒有衝突啊!/子陽作; 黑色

豆腐插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6-70-1 

(EPUB) 普遍級  

救了想一躍而下的女高中生會發生

什麼事?. 3/岸馬きらく作 ; 林孟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34-2 (EPUB) 普遍級  

晚清遺事/楊家駱主編 .-- 初版再刷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54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00-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望江南/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11-5 (EPUB) 普遍級  

望雲窗詩稿/馬顯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51-7 (PDF) NT$320

普遍級  

棄宇宙/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8-025-4 ( 第 5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026-1 (第

5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027-8 (第 5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028-5 (第 59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029-

2 (第 60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梅菲斯特/克勞斯.曼(Klaus Mann)著; 

姬健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07-7 (EPUB) 普遍級  

梅蒂亞轉生物語. 5, 門扉彼端的魔法

師. 下/友麻碧著; 林于楟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35-9 (EPUB) 

普遍級  

殺戮靈魂. 1/草子信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29-4 (EPUB) 

普遍級  

第 31 次離家出走/小蒹葭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春光,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8-1-5 (EPUB) 普遍

級  

逍遙小散仙. 26/迷男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091-1 (EPUB) NT$125 普

遍級  

都市無雙醫神/九頭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11-982-6 (第 4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983-

3 (第 4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984-0 ( 第 4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985-7 (第

4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986-4 (第 5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野蠻人之神: 太平天國/施益堅著; 林

敏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12-7 (EPUB) 普遍級  

野蠻人之神: 太平天國/施益堅著; 林

敏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13-4 (PDF) 普遍級  

陰陽師. 19, 女蛇卷/夢枕獏作; 茂呂美

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72-5 (PDF) 普遍級  

就範/亞克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9-6 (EPUB) 普遍級  

惡情人/丁瑤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84-0 (EPUB) 普遍級  

散場筆記/suzie 作 .-- 新北市 : 散場與

遺忘之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18-0-1 (EPUB) 普遍級  

港都洋裁師: 藏在日治庶民生活與裁

縫故事裡的微光/莊仲平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45-4 (EPUB) 

普遍級  

渣/唐寅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726-7 (EPUB) NT$364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74-4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75-1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76-8 (第 5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77-5 (第 5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78-

2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絕世家族/傲無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50-8 ( 第 3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51-5 (第

3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52-2 (第 3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53-9 (第 3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54-

6 (第 3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8-020-9 ( 第 6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21-6 (第

6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22-3 (第 6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23-0 (第 6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24-

7 (第 6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菊殘猶有傲霜枝/夏爾菈著 .-- 臺北

市 : 湖底歌劇院,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503-0-9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菜鳥鍊金術師開店營業中. 1, 得到一

間店!/いつきみずほ作;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37-3 

(EPUB) 普遍級  

虛位王權. 1, Corpse Reviver/三雲岳斗

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38-0 (EPUB) 普遍級  

費茲傑羅作品精選套書/史考特.費茲

傑羅(F. Scott Fitzgera)原著; 林捷逸, 

王聖棻翻譯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11 .-- 冊 .-- ISBN 978-986-178-624-

7 (全套:平裝) NT$850 普遍級  

超能星武/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13-3 (第 1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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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80 .-- ISBN 978-626-346-014-0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15-7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16-4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開掛詩仙蘿莉與我的轉生修羅場. 3/

逸清作; Capura.L 插畫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6-69-5 (EPUB) 普遍級  

隋唐風雲. 壹/驕子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82-6 (EPUB) 普遍級  

隋唐風雲. 貳/驕子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89-5 (EPUB)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5-995-9 (第 48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6-114-7 (第 49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黃金烏/阿部智里著;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9-7-2 (PDF) 

普遍級  

黃 金 鳥 籠 / 卡 蜜 拉 . 拉 貝 格 (Camilla 

Läckberg)作; 王娟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96-4 (EPUB) NT$301 普

遍級  

新世紀福音戰士 ANIMA. 4/khara 原

作; 山下いくと作; 薛智恆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41-0 

(EPUB)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346-017-1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046-1 (第

3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47-8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48-5 (第 3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49-

2 (第 4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5-985-0 (第 1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86-

7 (第 1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87-4 (第 1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25-988-1 (第

1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25-989-8 (第 12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104-8 (第 12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05-

5 (第 1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06-2 (第 1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07-9 (第

12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08-6 (第 12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09-3 (第 12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10-

9 (第 1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11-6 (第 1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12-3 (第

12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13-0 (第 13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經典的時代意義/吳元豐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高立, 11108 .-- 30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57-2 (平裝) 

普遍級  

綁架空少/阿辛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80-2 (EPUB) 普遍級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8/橘由華作; 李

靜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44-1 (EPUB) 普遍級  

試驗品/柯海晴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90-1 (EPUB) 普遍級  

遊魂/縵華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91-8 (EPUB) 普遍級  

飼育情人/玥華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85-7 (EPUB) 普遍級  

寧願不幸福/Beck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Beck,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441-2 (EPUB) 普遍級  

對我緊追不捨的前女友/白薔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三絲文創,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37-4-5 

(EPUB) NT$159 普遍級  

慢慢喜歡妳/藍斯作 .-- 宜蘭縣 : 北極

之光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22-1-2 (EPUB) 普遍級  

熊熊勇闖異世界. 17/くまなの作; 王

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51-9 (EPUB) 普遍級  

瘋子/小妖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

儒, 11110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37-5-3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蒙妮卡日記/平路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14-1 (EPUB) 普遍級  

蒙妮卡日記/平路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15-8 (PDF) 普遍級  

模仿犯/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15-189-5 (全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箱庭圖書館/乙一著; 王華懋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3-86-5 

(EPUB) 普遍級  

諸天人皇/最白的烏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6-072-0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95-9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96-6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97-3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098-0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099-7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鄭清文全集. 1-12: 短篇小說卷. 一-十

二/鄭清文作; 鄭谷苑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43-2 (EPUB) 

NT$2400 普遍級  

醉舟/朱嘉漢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608-3 (EPUB) 普遍

級  

靠魔眼跟子彈闖蕩異世界!/かたなか

じ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169-6 (第 3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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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神訣. 卷一/蘇愚著 .-- 臺北市 : 華

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61-4 (PDF) 

普遍級  

戰神訣. 卷二/蘇愚著 .-- 臺北市 : 華

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62-1 (EPUB) 

普遍級  

戰神訣. 卷三/蘇愚著 .-- 臺北市 : 華

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63-8 (EPUB) 

普遍級  

戰神訣. 卷五/蘇愚著 .-- 臺北市 : 華

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64-5 (EPUB) 

普遍級  

戰神訣. 卷四/蘇愚著 .-- 臺北市 : 華

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65-2 (EPUB) 

普遍級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11, 壽喜燒 x 戰鬥的定理/江口連作; 

雅插畫;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191-7 (EPUB) 普遍級  

築草為城/王旭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14-6 (EPUB) NT$375 普

遍級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12/岬著; 簡

捷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35-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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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2-77-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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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2-78-1 (EPUB) 普遍級  

孺子帝. 卷四, 奪帝位的賭注/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80-4 (EPUB) 普遍級  

孺子帝. 卷四, 奪帝位的賭注/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81-1 (PDF) 普遍級  

彌榮之烏/阿部智里著;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9-8-9 

(PDF) 普遍級  

謊言遊戲. 4, 騙子轉學生被天才中二

少女耍得團團轉。/久追遥希作; 呂

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162-

7 (平裝) NT$210 普遍級  

還四惡少/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78-9 (EPUB) 普遍級  

雖然稍微比我年長一點,但可以當我

女友嗎?. 4, 喜歡的反義詞是超喜歡/

望公太作; 黃雅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019-4 (EPUB) 普遍級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20/春日み

かげ作; みやま零插畫; shaunten 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368-0 (EPUB) 普遍

級  

轉生少女首先想從第一步開始!: 沒

聽說有魔物啊 !. 2/カヤ作 ; 許國煌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369-7 (EPUB) 

普遍級  

雙重犯罪: 血紅之塔/貝爾夫人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8-55-8 

(EPUB) NT$252 普遍級  

壞情人/丁瑤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92-5 (EPUB) 普遍級  

藥師的處方/辰政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86-4 (EPUB) 普遍級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8, 該讓

我見識你的全力了/紙城境介作; 可

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46-5 (EPUB) 普遍級  

警察執勤中: 宣戰角頭/顏瑜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8-56-5 (EPUB) 

NT$224 普遍級  

屬於你的青春信箋/蒔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57-2 (EPUB) 

NT$252 普遍級  

櫻/張英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0-489-3 (PDF) 普遍級  

櫻/張英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0-490-9 (EPUB) 普遍級  

霸情人/丁瑤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87-1 (EPUB) 普遍級  

魔王學園的背叛者: 人類最初的魔王

候補,和少女眷屬一同向王座發起衝

擊/久慈マサムネ作; 偽善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177-1 (第 4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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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2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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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42-3 (PDF) 

普遍級  

魔球(初心珍藏版)/東野圭吾著; 王蘊

潔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33-5 (PDF) 普遍級  

籠中翎/小箐嵐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0-

7023-6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626-00-7024-3 ( 下 冊 : 平 裝 ) 

NT$270 限制級  

籠花貴妃傳. 1/Cha Ye Seo 著; 戴嘉緹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497-2 (PDF) 普遍級  

聽見鐘樓的心跳/敘娜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25-0 (平裝) 

NT$290 普遍級  

饕餮記. 第一部. 下/殷羽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506-5 (EPUB) 

普遍級  

饕餮記. 第一部. 上/殷羽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505-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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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媒警探. 2, 肉體與靈魂/蕎丹.卡斯

蒂略.普萊斯作; 螭夢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96-5 (PDF)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五部曲, 永生之境的契

机/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436-4-6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天道行. 四部曲, 皇天的封印/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5-3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七部曲, 龙族之行/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03-6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九部曲, 神谕风云/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05-0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部曲, 龙驭乾坤/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8-4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八部曲, 皇子传说/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04-3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部曲, 真爱的决心/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9-1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部曲, 真宇宙浩劫/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06-7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部曲, 圣皇大业/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07-4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五部曲, 御神剑/弥勒皇

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01-2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六部曲, 虚无秘境/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02-9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首部曲, 神圣的初始/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36-7-7 (EPUB) NT$240 普遍級  

烏鴉不宜穿單衣/阿部智里著; 王蘊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9-5-8 (PDF) 普遍級  

種族滅絕/高野和明著;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81-0 

(EPUB) 普遍級  

其他 

<<元元>>吳婕安寫真書(數位精華

版)/吳婕安(元元), 黃天仁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429-3 (PDF) 

普遍級  

<<元元>>吳婕安寫真書(數位精華

版)/吳婕安(元元), 黃天仁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430-9 (EPUB) 

普遍級  

<<從心開創新人生>>有聲書. 第 1 輯

/許添盛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

文化, 11109 .-- 約 52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75-5 (線上有聲書

(MP3)) 普遍級  

<<從心開創新人生>>有聲書. 第 2 輯

/許添盛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

文化, 11110 .-- 約 39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76-2 (線上有聲書

(MP3)) 普遍級  

(文科社會組)也會的程式設計: 免費

提供程式碼,自學輕鬆交出亮麗的學

習歷程檔案 ,申請熱門科系更有把

握!/周樂正, 施百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24-3 (PDF) NT$450 普遍

級  

( 永 久 保 存 版 ) 布 手 作 基 礎 & 應 用

BOOK: 從布料挑選、縫線針法到實

作練習,一生受用的縫紉技巧大全/主

婦與生活社編著; 許倩珮譯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36-3 (EPUB) 

NT$336 普遍級  

(限量親簽+親寫印刷信箋)少女的祈

禱/陳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43-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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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27-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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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28-6 

(EPUB) 普遍級  

100 個改變世界的名人大事: 世界的

統治者與帶領我們走過困難的領袖/

胡川安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約 1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95-9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 ISBN 978-626-335-896-6 (線

上有聲書(WAV)) NT$320 普遍級  

100 個改變世界的名人大事: 發現世

界的定理與改變社會的人/胡川安作.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約 1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01-7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320 .-- ISBN 978-626-335-902-4 (線

上有聲書(WAV)) NT$320 普遍級  

100 個改變世界的名人大事: 夢想成

真: 豐富我們文化與生活的人/胡川

安作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9 .-- 約 1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99-7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 ISBN 978-626-335-900-0 (線

上有聲書(WAV)) NT$320 普遍級  

100 個改變世界的名人大事: 讓我們

在天堂與現在都過得更好的人/胡川

安作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9 .-- 約 1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97-3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 ISBN 978-626-335-898-0 (線

上有聲書(WAV)) NT$320 普遍級  

119 則冷知識加腦筋急轉彎: 嘻嘻哈

哈長知識/馮國濤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9-03-9 (PDF) 普遍級  

120 則腦筋急轉彎還有冷知識: 什麼

問題都不奇怪/馮國濤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9-02-2 (PDF) 普遍級  

12 星座 vs9 型人格: 交叉分析總整理

/曾新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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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17-6 (PDF) 普遍級  

1917 列寧在火車上: 世界陷入紅色風

暴 的 前 八 天 / 梅 里 杜 爾 (Catherine 

Merridale)著; 梁永安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貓頭鷹,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76-7 (EPUB) 

NT$406 普遍級  

1953: 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

變 / 埃 凡 德 . 亞 伯 拉 罕 米 恩 (Ervand 

Abrahamian)作; 何修瑜譯 .-- 1 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44-3 (EPUB) 

NT$33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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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田充弘著;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916-4 (EPUB) 

NT$294 普遍級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姜芝妍, 江淑

玲, 程文宏, 高麗真, 李鐘林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

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5-23-5 (PDF) 普遍級  

2023 芳香曆/許怡蘭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11 .-- 38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466-3-0 (平

裝) NT$890 普遍級  

2023 芳香曆/許怡蘭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下生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66-4-7 (PDF) 普遍級  

2023 開運大預言&喜兔年開運農民

曆/雨揚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05-5 (PDF) 普遍級  

2023 開運大預言&喜兔年開運農民

曆/雨揚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06-2 (EPUB) 普遍級  

24 小時外匯煉金術/歐陽聖司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78-2 (PDF) 

普遍級  

45 岁退休,你准备好了?(十周年全新

增订版)/田临斌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61-68-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6G 通訊技術發展與佈局趨勢/林倞

作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19-330-9 (PDF) 普遍級  

7000 英文單字帶著走: 一字多義+常

見考題&解析+隨行音檔 高效三大關

鍵/曾婷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

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38-0 (PDF) NT$349 普遍

級  

7000 英文單字帶著走: 一字多義+常

見考題&解析+隨行音檔 高效三大關

鍵/曾婷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

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46-5 (EPUB) NT$349 普

遍級  

<<NU: Carnival>>게임 

설정집/PINKCORE, Infinity Alpha 作; 

PINKCORE 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00-7 (EPUB) 限制級  

当代圣灵工作/斯托得(John Stott)着; 

刘良淑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85-3 (EPUB) NT$105 普遍級  

Aesop's fables(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Aesop 原著; Scott Fisher 改寫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108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53-4 (25K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APCS 完全攻略: 從新手到高手,C 語

言解題必備/胡昭民, 吳燦銘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26-3 (PDF) 

NT$690 普遍級  

APCS 完全攻略: 從新手到高手,C 語

言解題必備/胡昭民, 吳燦銘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27-0 

(EPUB) NT$690 普遍級  

Artists in Korea: 韓國插畫.漫畫家藝

術精選/Pixiv 監修; L.A.翻譯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94-5 (EPUB) 普遍

級  

Artists in Taiwan. 2022: 臺灣插畫.漫畫

家藝術精選/pixiv 監修; 吳塵罡, 洪文

茜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695-2 (EPUB) 普遍級  

Beowulf: the deepest place on Earth/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95-7 (平

裝) NT$335 普遍級  

Broadened horizons: on psychotic 

onsets/by Yaowen Chang .-- 臺北市 : 張

耀文, 11108 .-- 21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87-0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Business writing in English/Hsiao-fang 

Che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1109 .-- 1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25-4 (平裝) 普遍級  

Chữa bệnh sức suối= 療癒泉力/Tác 

giả: Ted Sun .--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1108 .-- 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96018-3-7 (平裝) 普遍級  

CLA 3.0: thirty years of transformative 

research/edited by Sohail Inayatullah, 

Ivana Milojevic, John Sweeney, Ralph 

Mercer .-- 新北市  : 淡大出版中心 , 

11108 .-- 5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32-30-5 (平裝) 普遍級  

*Conference Handbook: 2022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Economics and 

Finance/editor-in-chief College of 

Management,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臺中市 : 悅翔數位印刷,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896-3-9 (PDF) 普遍級  

Creadoras del sueño amoroso: Corín 

Tellado y Chiung Yao/劉碧交(Liu Pi-

Chiao)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

國際圖書, 11108 .-- 15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079-2-1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Deictic verbs and directional verbs in 

Chinese= 漢語裡的指位動詞與方向

動詞/by Wen-Liuh Lin 林文律 .-- 初

版 .-- 臺北市 : 林文律, 11109 .-- 17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477-

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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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42-9 (EPUB) 

NT$50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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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ogchen: the nine stages of the Great 

Perfection/discourses by H.H.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Sheng-Yen Lu; 

translated by Janny Chow .-- 臺北市 : 一

福文化, 11108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21-4-6 (第 1 冊: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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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00-152-7 (第 2 冊:

平裝) NT$480 普遍級  

ESSENTIAL FORMULAS FOR 

SUCCESSFUL TRADING/ERICK 

JOSE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64-9-2 (PDF) NT$320 普遍級  

Excel 自学圣经: 从完整入门到职场

活用的技巧与实例大全/文渊阁工作

室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0 .-- 60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0761-69-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Excel 函數與分析工具: 應用解析 x 實

務範例(適用 Excel 2021/2019/2016)/楊

世瑩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05-7 (PDF) NT$560 普遍級  

FAKE NEWS: 鋪 天 蓋 地 的 假 訊 息

/Doan Bui 作; Leslie Plee 繪; 陳郁雯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8-

508-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Falun Gong= 法 輪 功 /Hongzhi Li .-- 

third edition .-- 臺北市 : 益群, 11111 .-

- 20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

8632-93-6 ( 平 裝 ) .-- ISBN 978-957-

8632-94-3 (精裝) 普遍級  

Figma UI/UX 設計技巧實戰: 打造擬

真介面原型/彭其捷, 曹伊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28-7 (PDF) 

NT$600 普遍級  

Figma UI/UX 設計技巧實戰: 打造擬

真介面原型/彭其捷, 曹伊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29-4 

(EPUB) NT$600 普遍級  

Green warrior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10 .-- 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4-98-8 (平裝) NT$65 普遍

級  

Hermeneutic philosophy and 

reading/Paul Tzeng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9 .-- 2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20-9 (平裝) 

普遍級  

*IFRSs 合併財報暨個體/個別財報行

業財務比率. 111 年版(110 年度)/張國

銘總編輯 .-- 臺北市 : 金融聯合徵信, 

11108 .-- 3400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6478-73-4 (光碟片) NT$600 普遍

級  

KDJ 指標形態分析: 168 張圖教你最

強趨勢判斷法,3 條線抓準超買超賣

訊號,選股輕鬆賺!/股市風雲著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17-4 (PDF) 普遍級  

Language files: materials for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editors Hope C. Dawson, 

Antonio Hernandez, Cory Shain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書林, 11109 .-- 7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5-999-5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Les clés de la diction du français/Eliane 

Desfosses, François de Sulauze, Sonia 

Lhommet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1109 .-- 2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26-1 (平裝) 普遍級  

Love Sky 戀愛天空. 下/Mame 著; 舒予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60-8 

(EPUB) NT$245 普遍級  

Love Sky 戀愛天空. 上/Mame 著; 舒予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59-2 

(EPUB) NT$245 普遍級  

Macbeth: fabric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94-0 (平裝) NT$335 普

遍級  

Mindful coloring book series: calm 

lotus/iSparkling Studio 作 .-- 桃園市 : 

陳曉萍, 11108 .-- 8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01-0481-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MySQL 新 手 入 門 超 級 手 冊 ( 適 用

MySQL 8.x 與 MariaDB 10.x)/張益裕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277-7 (PDF) NT$540 普遍級  

Navigator 瀏覽器/Son Ni[作] .-- 臺北

市 : 挪石社, 11109 .-- 52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986-97269-5-5 ( 活 頁 裝 ) 

NT$400 普遍級  

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聽

力&口說模擬試題+解答/張文娟著 .-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3-3-5 (PDF) 

普遍級  

NEW TAXA & NEW NAMES, Volume 

Four/應紹舜著 .-- 臺北市 : 應紹舜,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88-7 (PDF) 普遍級  

NEW TAXA & NEW NAMES, volume 

three/應紹舜著 .-- 臺北市 : 應紹舜,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82-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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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30-0 (PDF) 

NT$6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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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31-7 

(EPUB) NT$690 普遍級  

ON YOUR 瑋  HOME,BABY IS ON 

THE 瑋/ .-- 初版 .-- 臺北市 : 王家瑋生

殖醫學中心, 11109 .-- 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520-0-6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Online、面對面皆適用!: NHK 主播親

授,讓人情不自禁和你聊下去的 130

條溝通心法/阿隅和美著; 高詹燦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37-0 

(EPUB) NT$266 普遍級  

Ono' Amis a pinengneng t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役的阿美族觀點 /蔡

中涵編著 .-- 臺北市 : 臺灣原住民基

金會, 11108 .-- 1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0288-5-7 (平裝) NT$540 普

遍級  

PARTS 談判思維: 百大企業指定名師

教你拆解談判結構,幫你在談判攻防

中搶佔先機、創造雙贏/林宜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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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18-418-3 (EPUB) 

普遍級  

Python: 股票 XETF 量化交易回測 102

個活用技巧/劉承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36-2 (PDF) NT$600

普遍級  

Python: 股票 XETF 量化交易回測 102

個活用技巧/劉承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37-9 (EPUB)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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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51-4 (PDF) 

NT$1080 普遍級  

Reading corner/author Casey 

Malarcher .-- 臺 北 市  : 師 德 文 教 , 

11108 .-- 冊 .-- ISBN 978-626-7114-19-

3 (第 1 冊:平裝) NT$399 .-- ISBN 978-

626-7114-20-9 (第 2 冊:平裝) NT$399 .-

- ISBN 978-626-7114-21-6 (第 3 冊:平

裝) NT$399 普遍級  

Ready for work/Shu-Ying Chang, Tzu-

Hsuan Liu, Michael McColliser, 

Matthew Read, Hui-Chia Shih, Chi-An 

Tung, Shu-Chen W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8 .-- 1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21-6 (平

裝) 普遍級  

Running planner 2023/黃昱毓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1109 .-- 5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33-2 (平裝) NT$299 普遍級  

Solidity 實戰全書/KryptoCamp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48-5 

(PDF) NT$650 普遍級  

Solidity 實戰全書/KryptoCamp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49-2 

(EPUB) NT$650 普遍級  

SolidWorks 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2, 

進階零件與模組設計/曹文昌, 吳邦

彥, 鍾延勝, 鍾昌睿, 邱莠茹, 羅開迪, 

林奕宸, 吳郁婷, 武大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38-6 (EPUB) 

NT$880 普遍級  

SolidWorks 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2, 

進階零件與模組設計/曹文昌, 吳邦

彥, 鍾延勝, 鍾昌睿, 邱莠茹, 羅開迪, 

林奕宸, 吳郁婷, 武大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39-3 (EPUB) 

NT$880 普遍級  

SpaceX 升空記: 馬斯克移民火星.回

收火箭.太空運輸.星鏈計畫的起點/

艾瑞克.伯格(Eric Berger)著; 李建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9-8-4 

(EPUB) NT$450 普遍級  

SpaceX 升空記: 馬斯克移民火星.回

收火箭.太空運輸.星鏈計畫的起點/

艾瑞克.伯格(Eric Berger)著; 李建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39-9-1 

(PDF) NT$450 普遍級  

Sugar Blues. 01/少年季節(Boyseason)

作; 鮭魚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

月書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6-9-0 (EPUB) 普遍級  

Tailwind CSS 3.0 從零開始: 入門到實

戰/許智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50-7 (PDF) NT$800 普遍級  

Texts, contexts, and networks in romantic 

and Victorian literature/eduted by Shu 

chuan Yan .-- 臺北市 : 書林, 111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3-

03-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The 12th English Teaching/Business 

English Forum(ETBEF 2022): 

understanding the "new normal" in the 

post-COVID-19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workplace: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and practice/田安克 , 

潘佳幸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阜盛

文教, 11108 .-- 1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73-0-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The Art of NU: Carnival/PINKCORE, 

Infinity Alpha 作; PINKCORE 譯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02-1 (EPUB) 限制

級  

The Diamond Sutra explained/Nan Huai-

Chin; translated by Pia Giammasi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南 懷 瑾 文 化 , 

11110 .-- 6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130-7-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The metamorphosis: Bloo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7 .-- 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94-93-3 ( 平 裝 ) 

NT$335 普遍級  

*Thousands of dharma vessels/by H.H.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Sheng-Yen 

Lu; translated by True Buddha 

Translation Teams .-- 臺北市 : 一福文

化, 11108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21-5-3 (平裝) 普遍級  

TOGA AWARDS 個 體 審 查 紀 錄 . 

2020-2021/鄭耘明主編 .-- 臺南市 : 臺

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090-8-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UNITY 程式設計敎戰手冊/盛介中, 

邱筱雅作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32-8 (PDF) 普遍級  

Venture of anagram: from Sidney to 

Shakespeare/Tien Jeng Ming, Tang Yu 

Hua, Tien Yung Lih .-- 臺北市 : 田振明,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96-2 (PDF) 普遍級  

Watercolor sketching a vital cherry 

brandy rose/by Chang Yu-Ch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張瑜珍, 11108 .-- 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11-

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Your turn to read/Wei-ting Lin, Chia-

ching Lee, Tzu- yin Lin .-- first edition .-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9 .-- 1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23-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Your turn to speak. 2/Tzu-ying Liu, 

Chun-ching Hsieh, Hui-hsiang Ch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 

11109 .-- 1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30-24-7 (平裝) 普遍級  

「肥壯肌」退散!肌肉排毒美體法/小

野晴康作;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64-5 (EPUB) 

NT$320 普遍級  

「肥壯肌」退散!肌肉排毒美體法/小

野晴康作;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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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370-465-2 (PDF)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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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87-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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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88-4 (EPUB) 普遍級  

「最美五套」質感人生穿搭: 流行預

測師的低管理高時尚法則,小衣櫥就

能讓你美翻了/Emily Liu 作; 王怡臻

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8 .-- 約

3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

84-0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NU: カーニバル』ゲーム資料設

定 集 /PINKCORE, Infinity Alpha 作 ; 

PINKCORE 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01-4 (EPUB) 限制級  

一九四 0 在臺南: 老字號「阿霞飯店」

的手路菜,重拾美味求真的圓桌印象/

吳健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71-6 (EPUB) NT$480 普遍級  

一日一樹: 大自然與人的故事/艾米-

珍 -必爾 (Amy-Jane Beer)著 ; 周沛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4-23-7 

(EPUB) NT$336 普遍級  

一 本 書 讀 懂經 濟 學 /艾德 .康威 (Ed 

Conway)著; 林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80-3 (EPUB) 

普遍級  

一 本 書 讀 懂經 濟 學 /艾德 .康威 (Ed 

Conway)著; 林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81-0 (PDF) 

普遍級  

一生必知的世界文化(英語導覽): 名

人故事 X 經濟策略 X 文學名著 X 法

律思潮,一本書帶你從八個層面全方

位掌握英語/莊琦春, 陸香, 丁碩瑞編

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33-7 (EPUB) 普遍級  

一生的承諾: 醫生牧師謝緯的故事/

江淑文文; 蔡兆倫圖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08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21-40-9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一條線有多長?: 生活中意想不到的

116 個數學謎題 /羅勃 .伊斯威 (Rob 

Eastaway), 傑 瑞 米 . 溫 德 漢 (Jeremy 

Wyndham)著; 蔡承志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臉譜,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94-9 (EPUB) 普遍級  

一 開 口 就 會 說 泰 語 /Stuart Robson, 

Prateep Changchit 著; 張錦惠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10-9 (PDF) 

普遍級  

九州鬆餅的在地創生論/村岡浩司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98-3 (PDF) 普遍級  

九州鬆餅的在地創生論/村岡浩司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99-0 (EPUB) 普遍級  

九型人格速配分析指南/湯凱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18-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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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45-2-1 (EPUB) NT$299 普遍級  

人才發展的課題/李隆盛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51-2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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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695-8 

(EPUB) 普遍級  

人生很長,你得學會與「時間」打好

關係/二間瀨敏史, 吉武麻子作; 趙鴻

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7-810-3 (EPUB) NT$350 普遍級  

人生很長,你得學會與「時間」打好

關係/二間瀨敏史, 吉武麻子作; 趙鴻

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7-811-0 (PDF) NT$350 普遍級  

人生總是苦難來得早,幸福來得遲(彩

色版)/鄭宇晴編著 .-- 新北市 : 大拓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11-172-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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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04-7 (PDF) 普遍級  

人的行為: 經濟學專論. 上/路德維希.

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謝宗

林 譯  .-- 四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80-5 (PDF) NT$620 普遍級  

人脈就在六度間: 集中資源找對人,

貴人其實並不遠/李維文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9-15-2 (PDF) 普遍級  

人從哪裡來/賴瑞和作; 李英立朗讀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約 3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89-1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 ISBN 

978-626-335-790-7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80 普遍級  

人類圖,你與世界和解的開始: 從九

大能量中心、四大類型互動,找回你

的人生主導權/Repeat 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9-1-0 (PDF) 普遍級  

入出國及移民法逐條釋義 /李震山 , 

蔡庭榕, 李錫棟, 許義寶, 陳正根, 李

寧修, 蔡政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07-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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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93-4 (EPUB) 普遍級  

八萬四千問 /宗薩蔣揚欽哲諾布作 ; 

顧紘恩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 

11108 .-- 約 4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86-4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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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王之亂/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26-0 (EPUB) 

普遍級  

*十年計畫賺一億 /羅守智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羅守智,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393-4 (PDF) 

普遍級  

三台山 ê 風/周定邦創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7076-66-8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800 普遍級  

三命通通會: 三元論命探討 納音五

行研究/呂全山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呂立成,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392-7 (PDF) 普遍級  

三國大時代: 三國演義/朱嘉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81-2 (PDF) 

NT$360 普遍級  

三國周郎赤壁/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24-6 

(EPUB) 普遍級  

三部六病臨證發微/武德卿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6-393-1 (EPUB) 

NT$280 普遍級  

三 壇 大 戒 傳 戒 正 範 = Mahāyāna 

triple platform ordination/(清)讀體見月

大師撰; C. Y. J. W. Stark[翻譯] .-- 臺

北市 : C. Y. J. W. Stark,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1-0504-4 (全套: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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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81-1 (EPUB) 普遍

級  

丈量人類世: 從宇宙大霹靂到人類文

明的科學世界觀/陳竹亭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12-1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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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56-9 (EPUB) 普遍級  

土壤: 作物與林木生長的基礎/蔡呈

奇, 許正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276-5 (PDF) 普遍級  

大 V 的正向教養實驗: 融合蒙特梭利、

薩提爾,不打罵、不利誘,養出孩子的

好習慣/大 V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

神,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45-3 (EPUB) 普遍級  

大人的宇宙學教室: 透過微中子與重

力波解密宇宙起源/郡和範著; 陳朕

疆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40-0 

(EPUB) NT$322 普遍級  

大人的說話課: 條理清晰地說出觀點、

發揮影響力/姚詩豪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識博管理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31-4-2 (PDF) 

普遍級  

大師運鏡. 2, 觸動人心的 100 種電影

拍攝技巧: 拍出高張力 X 創意感的好

電影/Christopher Kenworthy 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9-19-5 

(EPUB) 普遍級  

大陸台商 1000 大. 2022 年: 告別封城 

台商奮起/呂清郎, 李書良, 吳筱雯, 林

淑惠, 孫彬訓, 袁延壽, 涂志豪, 康彰

榮, 陳欣文, 彭暄貽, 黃欣, 黃惠聆, 楊

日興, 楊晴安, 賴瑩綺, 魏喬怡, 蘇崇

愷 , 蘇嘉維採訪撰稿 ; 梁寶華總編

輯 .-- 臺北市 : 工商財經數位, 11109 .-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6844-29-4 (平裝) NT$220 普遍級  

大碗另加: 小說家的飲食滋味/張國

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57-2 (PDF) 普遍級  

大碗另加: 小說家的飲食滋味/張國

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58-9 (EPUB) 普遍級  

大寮印記/鄭富春總編輯 .-- 高雄市 : 

輔英科大, 11108 .-- 125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992-1-9 (平裝) 普遍

級  

大學地方學的形塑與發展: 從發展史

到認識論: 2021 年第二屆屏東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李錦旭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78-744-9 (PDF) 

NT$800 普遍級  

大觀紅樓. 正金釵卷. 上. 下/歐麗娟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38-6 (PDF) NT$1300 普遍級  

女巫的水晶魔法/愛麗莎.馬貝爾作; 

張笑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80-2 (EPUB) NT$420 普遍級  

女巫的水晶魔法/愛麗莎.馬貝爾作; 

張笑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81-9 (PDF) NT$420 普遍級  

女巫瑜伽 /莎拉 .羅賓森作 ; 謝孟庭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82-6 (EPUB) NT$420 普遍級  

女巫瑜伽 /莎拉 .羅賓森作 ; 謝孟庭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83-3 (PDF) NT$420 普遍級  

小流浪的搖尾巴日記/KEIKO CHIDA

作; 游若琪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17-5 (EPUB) 普遍級  

小樹林傳說/我說你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燈籠出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31-8-3 (EPUB) 

NT$200 普遍級  

山野詩集一百二十首/池錦祥作 .-- 初

版 .-- 彰化縣 : 項全機械科技, 11109 .-

- 1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6526-3-7 (平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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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824-8-8 (PDF) 普遍級  

不用數字的數學: 讓我們談談數學的

概念 ,一些你從沒想過的事 ......激發

無 窮 的 想 像 力 !/米羅 .貝 克 曼 (Milo 

Beckman)著; 甘錫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5-02-4 (EPUB) 

普遍級  

不朽/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作; 

胡宗香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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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羅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6-29-2 (EPUB) 普遍級  

*不沉的航空母艦: 從大航海時代到

美中爭霸/陳俊昇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致良, 11109 .-- 3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4-59-9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不沉的航空母艦: 從大航海時代到美

中爭霸/陳俊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60-5 (PDF) NT$320 普遍級  

不便利的便利店/金浩然著; 陳品芳

譯 .-- 臺北市 : 寂寞,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38-5-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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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57-6 (EPUB) 普遍級  

中峯三時繫念法事全集/ .-- 一版 .-- 

臺中市 : 瑞成, 11108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5-911-2 (平裝) 

NT$120 普遍級  

中國行政全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著作 .-- 第三版 .-- 新北市 : 金時

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 ISBN 978-986-5736-78-1 (單張全開) 

NT$180 普遍級  

中國妝容之美: 一本讀懂中國女性妝

容史,還原中國歷代妝容之美/李芽, 

陳詩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94-7-2 (EPUB) NT$888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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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58-3 (EPUB) 普遍級  

中華民國地圖(秋海棠地圖)/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第三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

79-8 (單張全開) NT$180 普遍級  

中醫不科學?: 1920-1930 年代的社會

輿論. 下/皮國立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45-9 (PDF) 

普遍級  

中醫不科學?: 1920-1930 年代的社會

輿論. 下/皮國立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7-46-6 

(EPUB) 普遍級  

中醫不科學?: 1920-1930 年代的社會

輿論. 上/皮國立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7-43-5 

(EPUB) 普遍級  

中醫不科學?: 1920-1930 年代的社會

輿論. 上/皮國立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44-2 (PDF) 

普遍級  

中醫到底講什麼: 我的<<四聖心源

>>習悟記/陳喜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01-6 (EPUB) 

NT$336 普遍級  

中醫到底講什麼: 我的<<四聖心源

>>習悟記/陳喜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00-9 (PDF) NT$336

普遍級  

中醫診斷學/季紹良, 余明哲, 陳國樹, 

詹寬仁編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37-9 (EPUB) 普遍級  

中觀理聚五論疏普照理路/絨敦釋迦

獅子著; 堪布洛桑滇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洛桑滇增,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55-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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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59-0 (EPUB) 普遍級  

五月潮 . 2022: 藝術家聯展作品集= 

Marée de mai/石忘塵, 鄭瓊銘, 黃步青, 

李錦繡, 李進發, 莊彩琴, 郭民調, 林

英玉, 曾嬿圩[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步青,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430-6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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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52-5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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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53-2 (PDF) 

NT$300 普遍級  

元元: 吳婕安寫真書/吳婕安作; 黃天

仁攝影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8-475-0 (平裝) NT$7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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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89-6 (EPUB) 

普遍級  

內在療癒原力: 13 個自我療癒創傷的

技巧,擺脫情緒動盪,實現內心自由/

維克斯.金(Vex King)著; 鍾莉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12-2-3 

(EPUB) NT$380 普遍級  

內臟脂肪消除術: 不用餓肚子、外食

喝酒都 OK!「凸凸的肚子」一下子

就消除/栗原毅著; 盧宛瑜譯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31-3 (EPUB) 

NT$245 普遍級  

六格格的宴席/金澤宜, 黃震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3-19-4 

(EPUB) 普遍級  

六區塊黃金比例時間分配法: 三步驟

「視覺化」時間價值,正事不荒廢更

有小確幸,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鄭智

荷著; Lo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言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19-0 (EPUB) 普遍級  

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 二/郭大維, 陳

連順, 洪秀芬, 陳建佑, 賴文智, 劉承

愚, 林麗琦, 周翰萱, 陳志愷, 謝一震, 

鄭婷嫻, 陳正和, 陳塘偉, 倪子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23-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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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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84-1 (EPUB) 普遍級  

反侵略詩: 永不的休止符: 人間魚詩

生活誌特刊/[人間魚詩社 FB 社團詩

選編輯團隊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人間魚詩社文創協會, 11108 .-- 

328 面 ; 24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85-0-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反叛詩雄拜倫: 愛恨交織的生活以詩

祭奠,義勇無雙的人格以亡身鑄就/潘

于真, 胡元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11-5 (EPUB) 普遍

級  

天主教輔仁大學 109 學年度傑出校

友專刊/鄭靜宜總編輯 .-- 新北市 : 輔

大出版社,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29-44-3 (PDF) 普遍級  

天使數字: 來自天使的背後訊息與涵

義/凱爾.葛雷作; 謝孟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84-0 (EPUB) 

NT$380 普遍級  

天使數字: 來自天使的背後訊息與涵

義/凱爾.葛雷作; 謝孟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85-7 (PDF) NT$380

普遍級  

天長地久/龍應台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約 45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48-5 (線上有

聲書(MP3)) NT$480 .-- ISBN 978-626-

335-849-2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480 普遍級  

天然化妝品調製與實作/張效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84-0 (PDF) 

普遍級  

天與人的對話,科學源自哲學: 金字

塔、占星術、二十四節氣.....天文學

與哲學的交織,構建出令人嘆為觀止

的古代高科技/姚建明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700-9 (EPUB) 

普遍級  

太極拳 ,你練對了嗎 /尹立新 (老六 )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391-7 

(EPUB) NT$380 普遍級  

少年新眼光讀經: 讓愛在場,見證神

蹟= Youth shall see visions: to love, and 

be seen/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教會公報, 11110 .-- 19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3-02-3 (平裝) 

普遍級  

巴西: 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以狂

歡掩飾創傷的森巴王國/莉莉亞.蘇瓦

茲(Lilia Moritz Schwarcz), 海洛伊莎.

史塔寧(Heloisa Murgel Starling)著; 許

邏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18-9 (EPUB) 普遍級  

巴西: 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以狂

歡掩飾創傷的森巴王國/莉莉亞.蘇瓦

茲(Lilia Moritz Schwarcz), 海洛伊莎.

史塔寧(Heloisa Murgel Starling)著; 許

邏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19-6 (PDF) 普遍級  

幻化/林蘭唐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13-9 (PDF) 普遍級  

引導反思的第一本書/吳兆田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52-9 (PDF) 

普遍級  

心/夏目漱石作; 林皎碧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03-3 (PDF) 普遍級  

心/夏目漱石作; 林皎碧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04-0 (EPUB) 普遍

級  

心的十四堂課: 奧修最切合現代人需

求的靜心指導/奧修著; 蔡孟璇譯 .-- 

三版  .-- 新北市  : 自由之丘文創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83-0-6 (EPUB) 普遍級  

心的十四堂課: 奧修最切合現代人需

求的靜心指導/奧修著; 蔡孟璇譯 .-- 

三版  .-- 新北市  : 自由之丘文創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83-1-3 (PDF) 普遍級  

心理學大師講座(限量套書)/米哈里.

契 克 森 米 哈 伊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芭芭拉 .特沃斯基

(Barbara Tversky)著; 張瓊懿, 朱怡康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517-1-9 (全套: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心意更新的教会/斯托得(John Stott)

著; 谭达峰译 .-- 初版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84-6 (EPUB) 普遍級  

心轉,病自癒: 五維一心的健康逆齡

奇蹟/蔡松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水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8-3-5 (EPUB) NT$385 普

遍級  

心靈探險. 三, 創造夢/Nancy Ashley 著; 

曾志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07-74-8 (PDF) 普遍級  

文明的腳印(50 週年經典紀念版)/肯

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作; 馮奕

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84-7 (PDF) 普遍級  

文藝復興之神米開朗基羅: 跨足繪畫、

建築、詩歌,造就無數經典的傳奇天

才,卻鑿不出理想的人生/鄧韻如, 華

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12-2 (EPUB) 普遍級  

日日靜好系列雙套書/中村恒子, 奧

田弘美著; 賴詩韻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星出版,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5969-6-6 ( 全 套 : 平 裝 ) 

NT$710 普遍級  

日本史/林明德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56-0 (EPUB) 普遍級  

*日本語教育の視点から見る ポラ

イ ト ネ ス と ヤ リ モ ラ イ 表 現 = A 

study of politeness and the expression of 

"Yari-Morai" from the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erspective/郭碧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尚昂文化,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03-4-

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木頭人/毛立新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81-5 (EPUB) 

NT$320 普遍級  

比較政府與政治/胡祖慶著 .-- 9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67-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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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木華: 清華的故事/陳力俊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83-6 

(PDF) 普遍級  

水清木華: 清華的故事/陳力俊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84-3 

(EPUB) 普遍級  

牙科醫療過失刑事判決解析/徐偉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92-8 

(PDF) 普遍級  

牙齒好,遠離 99%健康未爆彈: 萬病源

於口!Q&A 掌握保健關鍵,預防牙周

病、失智、中風、心肌梗塞、糖尿

病、肺炎/魚田真弘作;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55-3 (EPUB) 

NT$280 普遍級  

王爷爷忙起来了 /Jessy Tu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39-1 

(EPUB) 普遍級  

王新章書畫世紀作品集/鄭枝南總編

輯 .-- 臺南市 : 王新章美術館, 11108 .-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89178-1-1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世界地形地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著作 .-- 第三版 .-- 新北市 : 金時

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 ISBN 978-986-5736-80-4 (單張全開) 

NT$180 普遍級  

世界在等待的门徒/斯托得(John Stott)

著; 黃淑惠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80-8 (EPUB) 普遍級  

世界和平之大道 鬼谷文化古智今用/

黃春枝, 吳清基, 黃啟方等合著 .-- 臺

中市 : 唯心宗南天文化院, 11110 .-- 

冊 .-- ISBN 978-986-6088-52-0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世 界是什 麼顏 色 ?/詹姆斯 .福克斯

(James Fox)著; 鄭煥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03-9 (EPUB) NT$420 普

遍級  

世界華文文學新學科論文選/古遠清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30-2 (PDF) NT$1200 普遍級  

主權神話論: 秩序和衝突/李宇森作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41-1 

(EPUB) NT$343 普遍級  

以自由之名/謎卡 Mika Lin 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約 15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13-3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 ISBN 

978-626-335-814-0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80 普遍級  

以疫牟利: 民進黨防疫的亂象與悲劇

/侯漢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強,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02-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仙人掌女孩. 2: 青春期又怎樣?/達斯

蒂.寶林(Dusti Bowling)文; 楊佳蓉譯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16-8 (EPUB) 普遍級  

出走的先知: 約拿與上帝慈愛的奧秘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作; 林欣

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95-6-4 (EPUB) NT$19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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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734-5 (EPUB) 普遍級  

半導體地緣政治學/太田泰彥作; 卓

惠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77-9 (PDF) 普遍級  

半導體地緣政治學/太田泰彥作; 卓

惠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78-6 (EPUB) 普遍級  

可避免的戰爭: 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

與美國/陸克文(Kevin Rudd)著; 江威

儀, 黃富琪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05-4 (EPUB) 普遍

級  

可避免的戰爭: 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

與美國/陸克文(Kevin Rudd)著; 江威

儀, 黃富琪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06-1 (PDF) 普遍級  

古山子: <<大東輿地圖>> 的奇蹟復

活/朴範信著; 李淑娟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606-9 (EPUB) 

普遍級  

古代韓中外交史: 遣唐使研究/權悳

永著; 樓正豪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7-12-8 (EPUB) 普遍

級  

*古魍港水域之嘉義安溪寮莊人文 /

陳元義, 陳昱妙, 陳昭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元義, 11108 .-- 2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05-4 (平裝) 

普遍級  

叮咚!藝術在家嗎?/張美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62-8 (PDF) 

NT$400 普遍級  

只靠靈感,永遠寫不出好文案!: 日本

廣告天才教你用科學方法一小時寫

出完美勸敗的絕妙文案/佐佐木圭一

著; 陳光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54-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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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813-7 (EPUB) 普遍級  

史學家的望遠鏡/王大智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78-743-2 (PDF) 

NT$320 普遍級  

*台日異文化交流能力育成研究. 8/

賴錦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57-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台北.萬安/蔣萬安口述; 方沛晶, 朱致

宜採訪整理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

下雜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12-0 (EPUB) 普遍級  

台北衛理堂電腦版查經首頁設計圖/

林泰鐘(Jonathan Lin)作 .-- 臺北市 : 華

冠拼音書籍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6610-8-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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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29-4-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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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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29-5-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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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429-2-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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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429-3-9 (PDF) 普遍級  

台灣自行車產業進化史: 過去、現在

與未來/陳柏如(Daphne Chen)作 .-- 彰

化縣 : 輪彥國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82510-9-0 (PDF) NT$250

普遍級  

台灣當代一年展. 2022/王宥云, 吳宜

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視覺

藝術協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4336-6-2 (PDF) 普遍級  

失控的匿名正義: 抹黑中傷,獵巫肉

搜,你敲下的每個字都是傷人的利器/

每日新聞採訪團隊著;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44-0 

(EPUB) NT$360 普遍級  

失控的匿名正義: 抹黑中傷,獵巫肉

搜,你敲下的每個字都是傷人的利器/

每日新聞採訪團隊著;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45-7 

(PDF) NT$360 普遍級  

失控的熱情: 為何在工作裡找尋成就

感 ,反而助長了不平等 /艾琳.A.賽克

(Erin A. Cech)著; 黃文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94-1 (EPUB) 

NT$280 普遍級  

失落的食物魔法祕典: 揭開全世界吃

的神祕學,魔法師都大感驚奇的食物

魔 力 !/ 史 考 特 . 康 寧 罕 (Scott 

Cunningham)著; 謝汝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8-00-1 (EPUB) 

普遍級  

尼羅河: 孕育人類文明的偉大河流,

承載豐沛地理、歷史、水政治的生

命線/塔利耶.泰維德(Terje Tvedt)著; 

劉名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4-70-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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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次翻轉/哲學新媒體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田,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02-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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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685-9 (EPUB) 

普遍級  

必選!Excel 2019 即學即會一本通. 商

務應用篇/全華研究室, 郭欣怡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299-5 

(PDF) 普遍級  

打造動畫王國的女王們: 從迪士尼到

皮克斯,<<木偶奇遇記>>到<<冰雪奇

緣>>,影響世界動畫產業發展幕後的

關鍵女力/娜塔莉亞.霍爾特(Nathalia 

Holt)著; 林玉菁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5-18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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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32-1 (EPUB) 普遍

級  

民法債編總論: 案例式/林洲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30-7 (PDF) 

普遍級  

民法總則/陳猷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63-5 (PDF) 普遍級  

民國的痛苦: 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

七/李建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03-5 (EPUB) 普遍級  

民國的痛苦: 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

七/李建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04-2 (PDF) 普遍級  

民國高僧翰墨/摩訶精舍編著 .-- 新北

市 : 台灣美術出版社, 11110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643-1-2 (線

裝) 普遍級  

永 隆 工 程 創 立 一 甲 子 輝 煌 紀 事 = 

Sixty-year splendid records of Yung 

Loong Engineering Corp./傅弘民編著; 

賴宛靖採訪撰文 .-- 臺北市 : 永隆工

程, 11108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24-0-2 (精裝) 普遍級  

永續觀光與地方創生/丁福致, 李維

貞, 張金印, 陳瑜如, 趙丹平, 謝理仰, 

羅旭壯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97-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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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80-4 (EPUB) 普遍級  

生命即表達: <<健康之道>>讀書會. 

3/許添盛主講; 陳世文文字整理 .-- 新

北市 : 賽斯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77-9 (PDF) 普遍級  

生活美語帶著走: 實境模擬+精準短

句+學習關鍵細節,練出自然流暢英

語力/Tong Weng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33-5 (PDF) 

NT$349 普遍級  

生活美語帶著走: 實境模擬+精準短

句+學習關鍵細節,練出自然流暢英

語力/Tong Weng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34-2 (EPUB) 

NT$349 普遍級  

生活無法逃避 ,但你可以選擇 /半山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6-19-9 (EPUB) NT$360 普遍級  

用心機化解危機的人性厚黑兵法/公

孫龍策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

天出版,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39-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用青春換一場相逢/郭強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02-3 

(EPUB) NT$380 普遍級  

用青春換一場相逢/郭強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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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03-0 

(PDF) NT$380 普遍級  

用數據讓客人買不停: Google 策略長

教你解讀數據,善用對話打造長久顧

客關係/尼爾.霍恩(Neil Hoyne)作; 蕭

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91-1 (PDF) 普遍級  

用數據讓客人買不停: Google 策略長

教你解讀數據,善用對話打造長久顧

客關係/尼爾.霍恩(Neil Hoyne)作; 蕭

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92-8 (EPUB) 普遍級  

由口進食照護技巧實用套書/野原幹

司著; 小山珠美編; 陳光棻, 蔣君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045-49-

7 (全套:平裝) NT$1530 普遍級  

白 色 的 明天 . A, 新 浪潮 篇= Whita 

future. A, newave/qanda, 劉倩帆, Chita 

Rum, 一匹魚, catman, 中村一般, 李明

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1109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973-9-1 (平裝) NT$440 普遍級  

白 色 的 明 天 . B, 新 世 界 篇= Whita 

future. B, neworld/建築大叔, 日安焦慮, 

偵探 H.Z 小姐, 林建才, 葉汪, Byun 

Young Geun, 黃崇凱 , 臥斧 , 李明璁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 

111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493-0-3 (平裝) NT$440 普遍級  

白色的明天= Whita future/qanda, 劉倩

帆, Chita Rum, 一匹魚, catman, 中村一

般, 李明璁, 建築大叔, 日安焦慮, 偵

探 H.Z 小姐 , 林建才 , 葉汪 , Byun 

Young Geun, 黃崇凱 , 臥斧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493-1-0 (全套:

平裝) NT$880 普遍級  

白雲深處/白雲老禪師作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605-9-2 (PDF) NT$130

普遍級  

目 的 與 獲 利 / 喬 治 . 塞 拉 分 (George 

Serafeim); 廖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55-2 (EPUB) 

NT$300 普遍級  

目 的 與 獲 利 / 喬 治 . 塞 拉 分 (George 

Serafeim); 廖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56-9 (PDF) 

NT$300 普遍級  

石人考古學: 突厥遺緒與歐亞草原的

世界/林俊雄著; 朱振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79-1 (EPUB) 

普遍級  

石人考古學: 突厥遺緒與歐亞草原的

世界/林俊雄著; 朱振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80-7 (PDF) 

普遍級  

石光乍現/石知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05-9 (PDF) 普遍級  

石光乍現/石知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20-2 (EPUB) 普遍級  

立凱繪畫奇幻之旅: 劉幸福的一些小

小事/林淑華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台灣畫圈圈藝術關懷協會, 11108 .-- 

12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509-2-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伊朗的靈魂: 革命、反美、神權政

府,1979 年後伊朗知識分子的掙扎與

奮鬥/勞拉.席科爾(Laura Secor)著; 黃

煜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77-4 (EPUB) NT$525 普遍級  

任意案件研究室精選集 2021-2022/張

庭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花椒設計

工作室,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84-0-5 (PDF) 普遍級  

先 知 ( 圖 文 版 )/ 卡 里 . 紀 伯 倫 著 ; 

Luckylulu 繪; 何雅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愛米粒,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4-1-2 (PDF) NT$209

普遍級  

先 知 ( 圖 文 版 )/ 卡 里 . 紀 伯 倫 著 ; 

Luckylulu 繪; 何雅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愛米粒,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4-2-9 (EPUB) 

NT$209 普遍級  

先知之後: 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

/萊思麗.海澤爾頓(Lesley Hazleton)作; 

夏莫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77-7 (EPUB) 普遍級  

先知之後: 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

/萊思麗.海澤爾頓(Lesley Hazleton)作; 

夏莫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78-4 (PDF) 普遍級  

先秦哲學隅論/蕭振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17-3 (PDF) NT$480

普遍級  

全人照護 同願同行: 花蓮慈院跨職

類實務與個案/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98-0 (EPUB) NT$260 普遍級  

全人照護 同願同行: 花蓮慈院跨職

類實務與個案/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7-99-7 (PDF) NT$260 普遍級  

全方位英語大師英文寫作 30 技巧: 

文法與寫作直覺搭配,立馬下筆寫出

高分作文/蘇秦, 王茹萱, 解琪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7-39-7 (PDF) NT$420 普遍級  

全方位英語大師英文寫作 30 技巧: 

文法與寫作直覺搭配,立馬下筆寫出

高分作文/蘇秦, 王茹萱, 解琪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7-40-3 (EPUB) NT$420 普遍級  

全方位華語精進讀本/林佳慧, 陳玉, 

張惠雯, 郭芳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516-5 (EPUB) 普遍級  

全方位華語精進讀本/林佳慧, 陳玉, 

張惠雯, 郭芳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517-2 (PDF) 普遍級  

全能致富心法: 解锁财富自由之路/

晏灏明(Howard Yan)着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23-8 (PDF) 普遍級  

冰山對話/李崇義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42-2 (EPUB) 

NT$280 普遍級  

冰山對話/李崇義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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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525-743-9 (PDF) 

NT$280 普遍級  

印尼近現代史/陳鴻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84-3 (PDF)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 下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60-6-9 (PDF)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 下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6-04-5 (EPUB)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 上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6-13-7 (PDF)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 上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6-14-4 (EPUB)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初編. 下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69-6-8 (PDF)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初編. 下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6-06-9 (EPUB)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初編. 上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69-5-1 (PDF)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初編. 上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6-05-2 (EPUB)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下/釋印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60-8-3 (PDF)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下冊/釋印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6-15-1 (EPUB)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上/釋印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60-7-6 (PDF) 普遍級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上/釋印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6-03-8 (EPUB) 普遍級  

印象江南/楊塵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楊塵文創工作室,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734-3-1 (PDF)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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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22-5 (EPUB) 

NT$3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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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23-2 (PDF) NT$330

普遍級  

向光植物/李屏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07-2 (EPUB) 普遍

級  

向光植物/李屏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08-9 (PDF) 普遍級  

合一之道: 生命、事奉與合一的道路

/白崇亮作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同

心國際傳播, 11109 .-- 256 面; 34 公

分 .-- ISBN 978-986-91885-5-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吃的台灣史: 荷蘭傳教士的麵包、清

人的鮭魚罐頭、日治的牛肉吃法,尋

找台灣的飲食文化史/翁佳音, 曹銘

宗作; 蕭秀玲朗讀 .-- 初版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8 .-- 約 36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29-5 (線上

有聲書(MP3)) NT$560 普遍級  

因為我是女性: 即使受傷,也能溫柔

對待世界/侯玉珍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人,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05-9-1 (EPUB) NT$280 普

遍級  

因為我是女性: 即使受傷,也能溫柔

對待世界/侯玉珍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人,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65-0-9 (PDF) NT$280 普遍

級  

回來吧,巴芭拉!= Come back, Barbara/

約翰.米勒(John Miller), 巴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 Juliani)著 ; 趙鄭簡卿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改 革 宗 , 

111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28-2-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回憶創造社/張資平原著; 曾祥金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51-0 (EPUB) NT$245 普遍級  

地方.文化.博物館: 博物館的社會關

懷與實踐/羅欣怡著 .-- 臺南市 : 臺灣

史博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651-7 (EPUB) 普遍級  

地方制度法釋義/劉文仕著 .-- 五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68-3 (PDF) 普遍級  

在承認與平等之間: 思想視角下的

「馬華問題」/許德發(Khor Teik Huat)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63-8 (PDF) NT$500 普遍級  

在承認與平等之間: 思想視角下的

「馬華問題」/許德發(Khor Teik Huat)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64-5 (EPUB) NT$500 普遍級  

好故事,怎麼寫/管家琪作; 鄧瑋德朗

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8 .-

- 約 23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5-28-8 (線上有聲書(MP3)) NT$340

普遍級  

好點子,哪裡來/管家琪作; 吳佳樺朗

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8 .-

- 約 20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5-27-1 (線上有聲書(MP3)) NT$340

普遍級  

她: 薇薇安.邁爾= Lei. Vivian Maier/辛

西雅.吉力亞諾(Cinzia Ghigliano)作.繪; 

楊馥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8-94-8 (精裝) NT$450 普

遍級  

她的工廠不造夢: 十三位深圳女工的

打工史/朱曉玢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50-3 (EPUB) NT$252 普

遍級  

如何成為屠龍英雄?: 魔法、修道士、

怪獸,神祕中世紀的歷史與傳說/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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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Cait Stevenson)著; 洪慈敏

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

3445-0 (EPUB) NT$343 普遍級  

如 何 欣 賞 藝 術 / 卡 洛 琳 . 施 拉 姆

(Carolyn Schlam)作;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15-3 (PDF) 

普遍級  

如 何 欣 賞 藝 術 / 卡 洛 琳 . 施 拉 姆

(Carolyn Schlam)作;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16-0 

(EPUB) 普遍級  

如何讓人說實話: 使他人還來不及對

你說謊,就自然說出真話,而且他還會

很喜歡你: 源自美國 FBI 全新偵訊取

話的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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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54-3 

(EPUB) 普遍級  

如果可以早知道,你的人生就不會跌

倒!: 韓國百萬流量頻道主,針對網友

糾結最多難題,教你在無法逃避的人

際、理財、工作、心靈等人生戰場

先知先贏/申榮俊(Shin Youngjun), 朱

彥奎(Joo Eongyu)著; 金鐘和譯; 余宗

翰朗讀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8 .-

- 約 74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39-9 (線上有聲書(MP3)) NT$570

普遍級  

宇宙力量帶給我的指引/Lalysh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 11109 .-- 

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6161-

6-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宇宙大哉問: 20 個困惑人類的問題與

解答/豪爾赫.陳(Jorge Cham), 丹尼爾.

懷森(Daniel Whiteson)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744-6 

(EPUB) NT$338 普遍級  

宇宙大哉問: 20 個困惑人類的問題與

解答/豪爾赫.陳(Jorge Cham), 丹尼爾.

懷森(Daniel Whiteson)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45-3 (PDF) 

NT$338 普遍級  

宅家有理: 史博典藏宅家指南/周妙

齡, 林瑞堂, 張毓婷, 郭沛一, 郭暉妙, 

鄧佳鈴, 鄭婷婷撰稿 .-- 初版 .-- 臺北

市 : 史博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628-9 (PDF) 普遍級  

安士全書. 下冊/(清)周安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69-2-0 

(PDF) 普遍級  

安士全書. 下冊/(清)周安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7-6-7 

(EPUB) 普遍級  

安士全書. 上冊/(清)周安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69-0-6 

(PDF) 普遍級  

安士全書. 上冊/(清)周安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7-4-3 

(EPUB) 普遍級  

安士全書. 中冊/(清)周安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69-1-3 

(PDF) 普遍級  

安士全書. 中冊/(清)周安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7-5-0 

(EPUB) 普遍級  

成為人以外的: 臺灣文學中的動物群

像/黃宗潔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496-0 (PDF) NT$390 普遍級  

成為人以外的: 臺灣文學中的動物群

像/黃宗潔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497-7 (EPUB) NT$390 普遍級  

成為自己的英雄: 踏上內我史詩的旅

程/許添盛主講; 齊世芳執筆 .-- 新北

市 : 賽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78-6 (PDF) 普遍級  

成為綠土: 擁抱你回歸大地/みやし

ろちうこ作; 黃薇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6-8-3 (EPUB) 普遍

級  

有 人 看 到 我 的 母 老 虎 吗 ?/Jessy Tu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37-7 (EPUB) 普遍級  

有點玄妙但管用: 非懂不可的算命基

本常識/曾新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9-16-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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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布旺典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98-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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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布旺典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99-8 (PDF) 普遍級  

死亡是一個小會客室: 李屏瑤劇本集

/李屏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79-2 (PDF) 普遍級  

死亡是一個小會客室: 李屏瑤劇本集

/李屏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80-8 (EPUB) 普遍級  

死磕正義: 709 案和中國的人權政治/

白信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47-3 (EPUB) NT$273 普遍級  

汗血馬戰爭/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18-5 (EPUB) 

普遍級  

百鬼夜行. 9, 報喪女妖/笭菁作 .-- 臺

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16-0-3 (EPUB) 

普遍級  

*米麴應用講義 /江文豪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心想事成, 111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12-4-

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老师上课了/Jessy Tu 著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43-8 (EPUB) 普遍級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梁亞文, 蕭文高, 

徐業良, 陳柏宗, 黃雅鈴, 劉家勇, 陳

文意, 洪悅琳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60-1-1 (PDF) NT$500 普遍

級  

老子 無的哲學/許占鰲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22-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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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導讀及譯註: 你的第一本道德經

入門書/陳鼓應著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47-4 (EPUB) NT$315 普

遍級  

考銓制度/許道然, 林文燦著 .-- 2 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69-0 (PDF) 普遍級  

自由的技藝: 阿爾卑斯式攀登的受苦、

涉 險 與 自 我 改 造 / 柏 娜 黛 . 麥 當 勞

(Bernadette McDonald)作; 葉品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2-75-5 (PDF) 

普遍級  

自由的技藝: 阿爾卑斯式攀登的受苦、

涉 險 與 自 我 改 造 / 柏 娜 黛 . 麥 當 勞

(Bernadette McDonald)作; 葉品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2-76-2 (EPUB) 

普遍級  

自信的人,通常比較幸運/連城紀彥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40-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自信練習: 內向者的氣勢培育,成功

者 的 後 天 素 養 / 伊 安 . 羅 伯 森 (Ian 

Robertson)著; 廖亭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10-2 (PDF) 普遍級  

自律複利手帳/王瀟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沐光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77-6-9 (EPUB) 

NT$277 普遍級  

自然擬真索拉花藝設計: 手工索拉花

形基礎養成/曾品蓁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11109 .-- 39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55-9-2 (平裝) NT$1350 普

遍級  

自學首選!零基礎絕美角色電繪技法: 

從電繪基礎、線稿到上色詳解,讓專

業繪師幫你奠定繪圖基礎 /芊筆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41-7 (EPUB) NT$364 普遍級  

至聖之經/謝四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書泉,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1-283-6 (PDF) 普遍級  

行政學析論/吳定等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99-4 (PDF) 普遍級  

行為失控: 為什麼人們會忍不住做壞

事?法律管不住的人性密碼/班哲明.

凡魯吉著, 亞當.范恩著; 簡秀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14-0 

(PDF) 普遍級  

行過幽谷 紐約記疫: 紐約華文作家

協會文集/石文珊, 李秀臻合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7-01-2 

(EPUB) 普遍級  

西德尼.布瑞納: 基因巨擘的科學人

生 /Lewis Wolpert 整 理 ; Errorl C. 

Friedberg, Eleanor Lawrence 編著; 林吟

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42-3 (PDF) NT$360 普遍級  

西德尼.布瑞納: 基因巨擘的科學人

生 /Lewis Wolpert 整 理 ; Errorl C. 

Friedberg, Eleanor Lawrence 編著; 林吟

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43-0 (EPUB) NT$360 普遍級  

你一定做得到: 用正念和繪畫來緩解

焦慮和憂鬱/凱特.艾倫(Kate Allan)著; 

李曉燕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15-8 (PDF) 普遍級  

你一定做得到: 用正念和繪畫來緩解

焦慮和憂鬱 /特 .艾倫(Kate Allan)著; 

李曉燕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16-5 (EPUB) 普遍級  

你也可以讀懂啟示錄: 啟示錄釋經講

道/劉志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0-434-8 (EPUB) 普遍級  

你已經很棒了: 用正念和繪畫增加勇

氣 並 找 回 自 信 / 凱 特 ․ 艾 倫 (Kate 

Allan)著; 陳文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19-6 (EPUB) 普遍級  

你已經很棒了: 用正念和繪畫增加勇

氣 並 找 回 自 信 / 凱 特 ․ 艾 倫 (Kate 

Allan)著; 陳文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20-2 (PDF) 普遍級  

你不可不知的另類健康法 /劉大元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1-276-8 

(PDF) 普遍級  

你所不知的膠原蛋白/吳秀樺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25-2 (PDF) 普遍級  

你所不知的膠原蛋白/吳秀樺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26-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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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37-6 (EPUB) 普遍

級  

你 的 地 圖 會 說 話 ?WebGIS 與

JavaScript 的情感交織/廖炳閎(Perry 

Liao)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40-9 (PDF) NT$600 普遍級  

你 的 地 圖 會 說 話 ?WebGIS 與

JavaScript 的情感交織/廖炳閎(Perry 

Liao)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41-6 (EPUB) NT$600 普遍級  

你 的 無 形 力 量 / 珍 娜 維 弗 . 貝 爾 德

(Geneviève Behrend)著 ; 林許迦恆朗

讀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8 .-- 約

16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8-

02-5 (線上有聲書(MP3)) NT$260 普遍

級  

*你是在為誰工作/高建成編著 .-- 臺

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8-73-6 (PDF) 

NT$280 普遍級  

你是媽媽: 獻給媽媽的小書 也獻給

愛媽媽的人/麗池克萊姆文.圖; 彭卉

薇譯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0-15-0 

(EPUB) 普遍級  

你為幸福而生!/陳幸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9-98-1 (PDF) 

普遍級  

你為幸福而生!/陳幸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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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7069-99-8 

(EPUB) 普遍級  

你看到我了吗?/Jessy Tu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36-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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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64-6 (EPUB) 普遍級  

你認識這些樹嗎?: 160 種生活裡隨處

可見的樹木果實全圖鑑/多田多惠子

編著; 婁愛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13-4 (PDF) 普遍級  

你認識這些樹嗎?: 160 種生活裡隨處

可見的樹木果實全圖鑑/多田多惠子

編著; 婁愛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14-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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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浪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7-3-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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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浪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7-4-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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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邦商業周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83-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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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邦商業周刊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84-1 (EPUB) 普遍級  

*低調做人是成就事業的根本/任英

梅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72-9 (PDF) NT$280 普遍級  

別用情緒解決問題/千江月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841-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判決的艱難: 在性侵案與性侵冤案之

間/陳昭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

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482-0-7 (PDF) NT$380 普遍級  

判決的艱難: 在性侵案與性侵冤案之

間/陳昭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

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482-1-4 (EPUB) NT$380 普遍級  

君子書: 黃粱歌詩/黃粱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11-3 (EPUB) 

NT$238 普遍級  

告別情緒泥沼的內在復原力: 放下不

快樂、不自信與不勇敢,提升心理韌

性的 33 個自我成長練習/微奢糖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31-7 

(EPUB) 普遍級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姚秦)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69-3-7 (PDF) 

普遍級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姚秦)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6-00-7 (EPUB) 

普遍級  

完全求職、轉職指南/Irene Chang 艾

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6-20-3 (PDF) NT$350 普遍級  

宋代語音及其與現代漢語方言的對

應/孔薇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33-3 (PDF) NT$500 普遍級  

巫蠱恐怖/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19-2 (EPUB) 

普遍級  

床上巨星趙合德/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20-8 

(EPUB) 普遍級  

床邊昆蟲學/張江寧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12-0 (EPUB) 

NT$182 普遍級  

床邊故事/孫維民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78-4 (EPUB) 普遍

級  

我,就是品牌(新裝版): 是 A 就別假裝

是 B,創造你的獨特賣點,做最棒的自

己/永.克利斯托夫.班特(Jon Christoph 

Berndt)著; 侯淑玲,唐際明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702-5 

(EPUB) NT$266 普遍級  

我 55 個賺到錢的斜槓人生/許人杰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713-7 (EPUB) NT$224 普遍級  

我没有爱好/Jessy Tu 著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41-4 (EPUB) 普遍級  

*我一生中的貴人們/郭英雄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郭英雄, 11108 .-- 18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424-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我不是鴿子: 陳素宜動物童話/陳素

宜文; 蔡豫寧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90-3 (PDF) 普遍級  

我不是鴿子: 陳素宜動物童話/陳素

宜文; 蔡豫寧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91-0 (EPUB) 普遍

級  

我在時間的盡頭,守候你/小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07-9 

(PDF) 普遍級  

我在時間的盡頭,守候你/小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08-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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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81-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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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8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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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生病了 /Jessy Tu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38-4 

(EPUB) 普遍級  

我的邻居怎么了?/Jessy Tu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40-7 

(EPUB) 普遍級  

我的一天從冥想開始/慶諝潤(경서윤)

著; 陳宜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75-8 (PDF) 普遍級  

我的一天從冥想開始/慶諝潤(경서윤)

著; 陳宜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76-5 (EPUB) 普遍級  

我的咖啡生活提案(六週年不敗經典

暢銷!典藏紀念版)/陳春龍, 賽巴斯汀.

拉辛努(Sébastien Racineux)著; 林琬淳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25-6 (EPUB) NT$406 普遍級  

我的青芽歲月/鍾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83-1 (PDF) 普遍級  

我的青芽歲月/鍾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84-8 (EPUB)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韓語文法. 初級篇/安辰

明, 李炅雅, 韓厚英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國際學村,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37-6 (PDF)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韓語文法. 高級篇/安辰

明, 宣恩姬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國

際學村,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38-3 (PDF)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韓語文法. 進階篇/閔珍

英, 安辰明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國

際學村,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39-0 (PDF) 普遍級  

我的超級老爸: 與伊甸小畫家的共同

創作/張裴倢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24-3-4 

(PDF) 普遍級  

我的超級老爸: 與伊甸小畫家的共同

創作/張裴倢主編 .-- 高雄市 : 中華民

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11108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24-4-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我的黃金歲月: 林園長者生命故事進

行式/林洪立春, 蔣火炎合著 .-- 高雄

市 : 正修科大, 11108 .-- 37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42-0-9 (平裝) 

普遍級  

我的黑手父親: 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

與生命/謝嘉心作; 鄭球朗讀 .-- 臺北

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8 .-- 約 467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30-1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我們/宋如珊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45-714-4 (EPUB) NT$196 普遍級  

我 們 為 什 麼 要 讀 書 ? 為 什 麼 要 工

作?(自我探索版)/池上彰監修; 佳奈

繪;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88-8 (EPUB) 普遍級  

我 們 為 什 麼 要 讀 書 ? 為 什 麼 要 工

作?(自我探索版)/池上彰監修; 佳奈

繪;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89-5 (PDF) 普遍級  

我們想要的未來: SDGs 最實用課程

設計: 從解說、引發動機到行動,校

園、環團、企業講習最佳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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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297-4-9 (PDF) 普遍級  

我愛綾 520: 湘綾寫真集/ .-- 初版 .-- 

臺北市 : 紅嬰媒體資訊, 111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35-6-

8 (精裝) NT$1380 普遍級  

我獅城,我街道/汪來昇主編 .-- 臺北

市 : 新文潮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53-0-4 (EPUB) 普遍

級  

我懂了,原來這就是元宇宙/黃安明, 

晏少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09-2 (PDF) 普遍級  

我懂了,原來這就是元宇宙/黃安明, 

晏少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10-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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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55-0 (EPUB) 普遍

級  

抗癌瑜伽全.圖.解: 收錄 25 種最適合

癌友的瑜伽動作,改善癌症帶來的痛

苦!/大野真司等著; 劉格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10-3 (EPUB) 

普遍級  

抗癌瑜伽全.圖.解: 收錄 25 種最適合

癌友的瑜伽動作,改善癌症帶來的痛

苦!/大野真司等著; 劉格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11-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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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45-4 

(EPUB) 普遍級  

把好事說成好故事: 在實務上踏實,

在想法上跳躍,ESG、SDGs 必備/盧

建彰 Kurt Lu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53-8 (EPUB) 

NT$400 普遍級  

把好事說成好故事: 在實務上踏實,

在想法上跳躍,ESG、SDGs 必備/盧

建彰 Kurt Lu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754-5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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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90-3 

(EPUB) 普遍級  

找回深度專注力: 43 個科學化技巧,

使你 1 小時的價值,高過他人 1 萬倍/

井上一鷹著; 汫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38-3 (EPUB) 普遍級  

折磨你的人,就是你的貴人. 超越困

境篇/凌越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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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389-843-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投資長的思維: 世界頂尖基金經理人

的領導隊與投資指南 /泰德 .賽德斯

(Ted Seides)著; 陳重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25-7-5 (EPUB) 普遍

級  

投資長的思維: 世界頂尖基金經理人

的領導與投資指南/泰德.賽德斯(Ted 

Seides)著; 陳重亨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樂園,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25-6-8 (PDF) 普遍級  

投資高手的獲利思維: 從賠光一切到

累積上億資產!最強上班族投資人專

為月薪族打造的「獲利心態」養成

指南/長田淳司著; 賴惠鈴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4-30-1 

(EPUB) NT$266 普遍級  

投資高手的獲利思維: 從賠光一切到

累積上億資產!最強上班族投資人專

為月薪族打造的「獲利心態」養成

指南/長田淳司著; 賴惠鈴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33-2 (PDF) 

NT$266 普遍級  

改善體質,你只需要深~呼~吸~: 鍛鍊

核 心 肌群 、調 整體 態、增 進 免疫

力......簡單&高效的健康捷徑!/美木

良介著; 李秦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42-4 (EPUB) NT$252 普遍級  

改變日本歷史的總理大臣: 從伊藤博

文到岸田文雄/李拓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74-4-6 (PDF) 

普遍級  

改變城市的設計思考/鄭晃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08-3 (PDF) 

NT$450 普遍級  

改變設計的 100 個概念: 從奢華美學

到物聯網,從大量生產到 3D 列印,百

年來引領設計變革的關鍵思考/夏洛

特 . 菲 爾 (Charlotte Fiell), 彼得 . 菲 爾

(Peter Fiell)著; 林金源譯; 林宗翰朗

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9 .-- 

約 31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00-1 (線上有聲書(MP3)) NT$650

普遍級  

攻略大法官解釋與憲法法庭判決/保

成法學苑編 .-- 二十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 9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78-94-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李小龍功夫哲學與藝術/張安邦, 張

可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97-9 (EPUB) NT$330 普遍級  

李屏瑤異卵雙生: 向光植物+死亡是

一個小會客室/李屏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06-5 (PDF) 

普遍級  

李後主事件簿: 他死一次,活了千年/

蔡詩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52-0-5 (EPUB)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七年/李常受著; 

財團 法人 臺灣 福音 書房 編輯 部編

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09 .-- 冊 .-- ISBN 978-986-

166-887-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166-888-8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89-5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90-1 (全套:精裝) 

普遍級  

求古編/許倬雲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523-3 (EPUB) 普遍級  

求古編/許倬雲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524-0 (PDF) 普遍級  

沉浸物語 初級讀解/上田美紀, 渡辺

民江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1110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21-218-8 (精裝) NT$480 普遍級  

私生/梅洛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91-0 (EPUB) 普遍級  

走進華麗西藏: 唐卡藝術精品鑑賞/

唐卡文化研究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9-14-5 (PDF) 普遍級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斐德利克.葛霍

(Frédéric Gros)著; 徐麗松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56-1-9 (PDF) 

普遍級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斐德利克.葛霍

(Frédéric Gros)著; 徐麗松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56-2-6 

(EPUB) 普遍級  

那些冠狀病毒教我們的事 /何美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09-1 

(EPUB) NT$320 普遍級  

那樣就想成為作家?只怕你會先餓

死!: 你寫的東西為什麼沒人看?如何

讓自己靈感大爆發?成為作家前須了

解的 84 件事/周成功, 韓立儀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28-3 

(EPUB) 普遍級  

防疫的科學: 科學的防疫/謝安民作 .-

- 臺北市 : 漢珍,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36-7-6 (PDF) 普遍級  

事工倍增循環/比爾.瓊斯(Bill Hones)

作; 張之陶, 張聰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6-6-8 (EPUB) 

普遍級  

亞洲最後的淨土: 緬甸/許文志, 張李

曉娟, 李建宏, 許淑婷, 林信州, 許淑

敏, 許純碩, 林三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77-2 (PDF) 普遍級  

來去子宮!青春期初經寶典: 從零開

始跟月經相處/谷慕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42-2 (EPUB) 普遍

級  

來去子宮!青春期初經寶典: 從零開

始跟月經相處/谷慕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43-9 (PDF) 普遍級  

來去福爾摩沙: 蘭大衛醫生的故事/

林士文文; 小 y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08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21-39-3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兔兔高升: 2023 貓日曆/許寗, 胡馨, 

何佳諭文字 .-- 初版 .-- 新北市 : 十四

有限公司, 11111 .-- 380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626-96543-0-7 ( 平 裝 ) 

NT$980 普遍級  

其實,你不是你以為的自己: 療癒成

長的創傷 ,還原靈性的美好 /吳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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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9-2-7 (EPUB) 普遍級  

咖哩的女神/葉真中顕著; 王華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88-9 

(EPUB) 普遍級  

咖啡時間: 招喚幸福的 27 個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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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514-2-9 (EPUB)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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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60-6 (EPUB) 普遍級  

和弦編寫入門/植田彰著; 林家暐譯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易 博 士 文 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0-246-3 (EPUB) 普遍級  

周藥師教你如何不再用錯藥/周孫鴻

著 .-- 臺北市 : 漢珍,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36-8-3 (PDF) 

NT$6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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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3-5-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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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3-6-6 (EPUB) 普遍級  

宗教環境學與臺灣大眾信仰變遷新

視野. 第一卷/張珣, 江燦騰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74-3 

(EPUB) NT$600 普遍級  

居家空間布置這樣做,就對了套書/王

雅文 Wing Wang, 何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084-43-4 ( 全 套 : 平 裝 ) 

NT$900 普遍級  

幸運的祕密: 從哲學、命運與財富思

考人生/史蒂芬.海爾(Steven D. Hales)

著;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76-8 (PDF) NT$420 普遍

級  

幸運的祕密: 從哲學、命運與財富思

考人生/史蒂芬.海爾(Steven D. Hales)

著;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77-5 (EPUB) NT$4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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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著 .-- 一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91-6-1 (EPUB) 普遍級  

往生論、往生論註/婆藪槃頭菩薩造, 

沙門曇鸞註解 .-- 初版 .-- 臺北市 : 善

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560-9-0 (PDF) 普遍級  

往生論、往生論註/婆藪槃頭菩薩造, 

沙門曇鸞註解 .-- 初版 .-- 臺北市 : 善

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477-7-4 (EPUB) 普遍

級  

怪咖老師的神祕時間/徐國能著; 葉

長青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07-3 (PDF) 普遍級  

怪咖老師的神祕時間/徐國能著; 葉

長青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06-6 (EPUB) 普遍級  

怪奇海產店: 海島子民的海味新指南

/黃之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753-6 (EPUB) NT$600 普遍級  

怪奇醫療史/蘇上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61-4 (EPUB) 普遍

級  

怪奇醫療史/蘇上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62-1 (PDF) 普遍級  

怡辰老師的高效時間管理課: 心態 x

概念 x 工具,打造恆毅力的人生複利

心法/林怡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12-0 (EPUB) NT$380 普

遍級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吳家德著 .-- 十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09-0 (PDF) 

普遍級  

所有告白,都是靈魂的思念/楊子萱, 

劉育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楊子萱, 

11109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75-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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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63-2 (EPUB) NT$380 普遍級  

抵抗的人民.不屈的電影: 布洛薩的

電影、哲學、政治札記/阿蘭.布洛薩

(Alain Brossat)著; 曹天羽譯 .-- 新竹

市 :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0-44-9 

(EPUB) 普遍級  

放手去活: 領導大師「活出無悔人生」

的教練課= The earned life: lose regret, 

choose fulfillment/ 馬 歇 . 葛 史 密 斯

(Marshall Goldsmith), 馬克.瑞特(Mark 

Reiter)著; 廖建容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長河顧問, 11109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403-7-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東方盛紫薇: 牧樂新宇宙物理體系/

程洪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1-63-4 (PDF) 普遍級  

東京空間人類學: 踏查現代東京形成

的脈絡/陣內秀信著; 鄒易儒, 林蔚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53-9 (PDF) NT$294 普遍級  

東京空間人類學: 踏查現代東京形成

的脈絡/陣內秀信著; 鄒易儒, 林蔚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54-6 (EPUB) NT$294 普遍級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11 學年度/劉正

總編輯 .-- 臺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1109 .-- 2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48-121-6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 第一輯, 文

論編/林文寶著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27-2 (PDF) NT$15000 普遍級  

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 第二輯, 書

目編/林文寶著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28-9 (PDF) NT$120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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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農

村變革/黃樹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29-7-0 (PDF) NT$500 普遍

級  

林村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農

村變革/黃樹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29-8-7 (EPUB) NT$500 普

遍級  

法外之徒: 後蘇聯時代崛起的高空貿

易,飛越國界的全球黑市紀實/麥特.

波特(Matt Potter)著; 周沛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6-27-8 

(EPUB) NT$364 普遍級  

法律快譯通: 親屬遺產篇/何祥裕, 吳

淑君作 .-- 新北市 : 聯合報新聞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626-9-0 (EPUB) 普遍級  

法律英語: 語篇翻譯舉要/楊文峰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36-5 (PDF) 

NT$48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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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96-5 (EPUB) 普遍級  

法國鄉土甜點的經典本色: 118 道歷

久不衰的地方及家庭糕點故事/下園

昌江, 深野知比呂著; 丁廣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71-1 (EPUB) 

普遍級  

法學方法論/Karl Larenz 著; 陳愛娥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10-6 

(PDF) 普遍級  

油畫技法入門: 透過 14 幅作品的繪

製步驟剖析筆觸表現和色彩運用/森

田和昌著; 王盈潔譯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43-1 (EPUB) NT$308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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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71-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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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72-2 (EPUB) 普遍級  

物理學家帶你看懂科幻電影世界觀: 

回到未來、星際大戰、天能......探索

時間與宇宙的奧祕!/高水裕一著; 王

美娟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44-8 

(EPUB) NT$245 普遍級  

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蔡榮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62-0 (PDF) 

NT$350 普遍級  

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蔡榮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63-7 (EPUB) 

NT$350 普遍級  

矽谷傳說臥底報告/尼可 Nicolle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85-0 

(PDF) 普遍級  

矽谷傳說臥底報告/尼可 Nicolle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86-7 

(EPUB) 普遍級  

社區設計: 重新思考「社區」定義,

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

間的連結」/山崎亮著; 莊雅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85-7 (EPUB) 

普遍級  

社區管理委員會的權利與義務/陳建

謀,陳俐茹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76-8 (PDF) NT$320 普遍級  

社 會 世 界 的 意 義 構 成 / 舒茨 (Alfred 

Schütz)著; 游淙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53-6 (PDF) NT$600 普遍

級  

社會行銷/Nancy R. Lee, Philip Kotler

著; 俞玫妏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254-3 (PDF) 普遍級  

空間、移動、資料庫: 邁向新的戲劇

/表演史學/于善祿, 沈國明, 洪芳怡, 

柯思仁, 許仁豪, 黃書瑾作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戲劇暨表演研究

室,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92-0-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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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18-4 (PDF) NT$360

普遍級  

股市小白的第一本技術分析教科書: 

我用趨勢交易法,三年賺到 2000 萬!/

郭浩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18-1 

(PDF) 普遍級  

股市孫子兵法/草山無為作 .-- 臺北

市 : 草山無為,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445-0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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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65-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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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66-9 (EPUB) 普遍級  

芝加哥七人案: 被審判的思想自由/

喬恩.維納(Jon Wiener)編; 成曼曼譯 .-

- 臺北市 : 凌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91-9-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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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13-9 (EPUB) 普遍級  

表演建築: 美感與功能的交響/江維

華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20-5 (PDF) NT$7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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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97-2-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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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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97-3-1 (EPUB) 普遍級  

近未來宇宙探索計畫: 登陸月球 X 火

星移居 X 太空旅行,人類星際活動全

圖解 !/InfoVisual 研究所著 ; 陳識中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45-5 

(EPUB) NT$266 普遍級  

長勝: 靠運氣贏來的,憑實力也不會

輸回去,常春藤名校「模型思維」課

程指定必讀/麥可.莫布新(Michael J. 

Mauboussin)著; 陳冠甫譯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73-9 (EPUB) 普遍級  

長勝: 靠運氣贏來的,憑實力也不會

輸回去,常春藤名校「模型思維」課

程指定必讀/麥可.莫布新(Michael J. 

Mauboussin)著; 陳冠甫譯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74-6 (PDF) 普遍級  

長期博弈: 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

霸權的大戰略/杜如松(Rush Doshi)著; 

李寧怡翻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29-86-9 (PDF) 普遍級  

長期博弈: 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

霸權的大戰略/杜如松(Rush Doshi)著; 

李寧怡翻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29-87-6 (EPUB) 普遍級  

門裡還是門外?: 從蔣經國日記再探

孝嚴身世/黃清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87-4 (PDF) 普遍級  

門裡還是門外?: 從蔣經國日記再探

孝嚴身世/黃清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88-1 (EPUB) 普遍

級  

阿彌陀經疏鈔. 下冊/(明)古杭雲棲寺

沙門 祩宏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

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7-1-2 (PDF) 普遍級  

阿彌陀經疏鈔. 下冊/(明)古杭雲棲寺

沙門 祩宏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

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6-02-1 (EPUB) 普遍級  

阿彌陀經疏鈔. 上冊/(明)古杭雲棲寺

沙門 祩宏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

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7-0-5 (PDF) 普遍級  

阿彌陀經疏鈔. 上冊/(明)古杭雲棲寺

沙門 祩宏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

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6-01-4 (EPUB) 普遍級  

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 台灣學者洪

鎌德相關研究的析評/張守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91-1 (PDF) 

普遍級  

*青春不顯老的關鍵源「頭」─頭皮、

頭髮養護全攻略: 恢復「髮」力,掌

握「頭皮」生命力/黃琇琴作.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7 .-- 約 129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65-5 

(線上有聲書(M4A)) NT$450 普遍級  

侵權行為法/黃茂榮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黃茂榮, 11108 .-- 89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02-0 (精裝) 

NT$900 普遍級  

俄羅斯簡史: 從異教徒到普丁總統/

馬克.加萊奧蒂(Mark Galeotti)著; 方偉

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96-6 (PDF) 普遍級  

冠軍操盤人台股大循環操作術/黃嘉

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24-5 (PDF) NT$322 普遍級  

冠軍操盤人台股大循環操作術/黃嘉

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25-2 (EPUB) NT$322 普遍級  

前往公司的路上我絕不用跑的/趙熏

熙作;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736-9 (EPUB) 普遍級  

前國民黨特務的控訴: <<蔣經國竊國

內幕>>、<<我為什麼脫離台灣國民

黨>>/孫家麒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銳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48-0 (EPUB) NT$266 普

遍級  

勇氣 x 選擇,人生自由加速器: 做保險

不是我們的志願,但我們因保險加速

贏得自由人生!/陳怡潔, 鄭至凱, 蔡佩

蓉, 林艾樺, 廖明珠, 劉祥洲, 王浥芸, 

林俐秀, 游美芳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21-2 (EPUB) 

NT$360 普遍級  

勇氣 x 選擇,人生自由加速器: 做保險

不是我們的志願,但我們因保險加速

贏得自由人生!/陳怡潔, 鄭至凱, 蔡佩

蓉, 林艾樺, 廖明珠, 劉祥洲, 王浥芸, 

林俐秀, 游美芳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41-0 (PDF) 

NT$360 普遍級  

南南合作與兩岸融合/汪明生, 許綿

延, 溫在春, 孫榮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11-3 (PDF) NT$650 普遍

級  

南洋讀本: 文學.海洋.島嶼/王德威, 

高嘉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07-8 (EPUB) 普遍級  

南國記: 劉子平= Tales of the south: Liu, 

Zi-Ping-2022/劉子平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雅逸藝術 , 11108 .-- 48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29005-5-

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哈哈笑: 最療癒的解悶笑話特輯/笑

點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05-3 (PDF) 普遍級  

客舍: 拉斯維加斯 /楊美玲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7-13-5 

(EPUB) NT$280 普遍級  

幽暗之地: 止微室談詩/秀實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350-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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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83-5 (EPUB) 普遍級  

思想才是你真正的力量: 如何使用你

的 思 想 力 量 / 普 林 提 斯 . 馬 爾 福 德

(Prentice Mulford)作; 蘿比.雅博達編

譯 .-- 新北市 : 蘿比.雅博達,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497-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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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修改作文/程漢傑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38-8 (PDF) NT$280

普遍級  

政大研成大研考試英文用書/李盛光

編著 .-- 新北市 : 李震光, 11109 .-- 1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408-

5 (平裝) NT$900 普遍級  

政治哲學的 12 堂 Podcast: 現代國家

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

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

向 現 代 的 關 鍵 時 刻 / 大 衛 . 朗 西 曼

(David Runciman)作; 陳禹仲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49-8 

(EPUB) NT$350 普遍級  

故事洗腦術: 從商業行銷、形象塑造

到議題宣傳都在用的思想控制法則/

強納森.歌德夏(Jonathan Gottschall)著; 

蕭季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32-4 (EPUB) 普遍級  

故鄉搨/馮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

合文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81-4 (EPUB) 普遍級  

春荷青鄉/張春榮作 .-- 臺北市 : 萬卷

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22-7 (PDF) NT$280 普遍級  

歪傭: 蠻蠻 2021 年電影長篇劇本創

作. IV/蠻蠻作 .-- 臺北市 : 陳羽茗, 

111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35-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流行鋼琴自學秘笈= Pop piano secrets/

招敏慧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麥書

國際文化, 11108 .-- 3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802-3-1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流風餘韻: 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黃

裕元著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652-4 (EPUB) 普遍級  

流 量 機 密 / 羅 素 . 布 朗 森 (Russell 

Brunson)著; 許玉意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00-2 (PDF) 普遍級  

流 量 機 密 / 羅 素 . 布 朗 森 (Russell 

Brunson)著; 許玉意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01-9 (EPUB) 普遍級  

流離之書: 一部交織、變動、跨界的

個人寫作史/金其琪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46-8-3 (PDF) 普遍級  

流離之書: 一部交織、變動、跨界的

個人寫作史/金其琪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46-9-0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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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光體,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48-4-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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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光體,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48-5-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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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佳映)著; 黃莞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54-9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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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佳映)著; 黃莞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55-6 (PDF) NT$350 普遍級  

洛克菲勒談賺錢: 美國史上第一位億

萬富豪的致富語錄與書信/約翰.D.洛

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著; 陳珮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5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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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35-2 (EPUB) 普遍

級  

為什麼男人想狩獵,女人愛挑選?: 突

破戀愛盲腸的科學指南,愛情醫師用

生物學、醫學、人類學教你好好談

戀愛!/艾蜜莉亞 .沃里薩爾米(Emilia 

Vuorisalmi)著; 張家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13-3 (EPUB) NT$266 普

遍級  

為什麼超級業務員都想學故事銷售

(珍藏版): 5 大法則,讓你的商品 99%

都賣掉/川上徹也作; 黃立萍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16-7 (PDF) 

普遍級  

疫下叢譚/潘銘基著 .-- 臺北市 : 萬卷

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24-1 (PDF) NT$2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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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6-23-0 (EPUB) 

NT$33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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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92-5 (EPUB) 

NT$336 普遍級  

看圖秒懂!社會人必修應用統計學/今

野紀雄作; 許郁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66-9 (EPUB) 

NT$350 普遍級  

看圖秒懂!社會人必修應用統計學/今

野紀雄作; 許郁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67-6 (PDF) NT$350

普遍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马太福音之山上宝训=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Sermon on the Mount in 

Matthew/彭国玮总编辑 .-- 新北市 : 聖

經公會, 111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697-9-4 (平裝) 普遍

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约翰一二三书=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1, 2 

& 3 John/彭国玮总编辑 .-- 新北市 : 聖

經公會, 11109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54-6-6 (平裝) 普遍

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以 弗 所 书 =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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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esians/彭国玮总编辑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09 .-- 1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454-1-1 (平裝) 普遍

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加 拉 太 书 =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Galatians/彭国玮总编辑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09 .-- 1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454-0-4 (平裝) 普遍

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使 徒 行 传 =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acts/彭国玮总编辑 .-- 新北市 : 聖經

公會, 11109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54-8-0 (平裝) 普遍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1 & 2 Thessalonians/彭国玮总

编辑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09 .-- 

15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54-3-5 (平裝) 普遍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彼得后书、犹大书=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2 Peter 、 Jude/ 彭 国 玮 总 编

辑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09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54-9-

7 (平裝) 普遍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彼 得 前 书 =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1 

Peter/彭国玮总编辑 .-- 新北市 : 聖經

公會, 111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54-5-9 (平裝) 普遍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提 摩 太 前 后 书 、 提 多 书 =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1 & 2 Timothy, Titus/彭国玮总

编辑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09 .-- 

13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54-4-2 (平裝) 普遍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雅各书=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James/彭国玮

总编辑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09 .-

- 1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454-7-3 (平裝) 普遍級  

研读本(新标点和合本)系列(神版): 

歌罗西书、腓利门书=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edition): Colossians and Philemon/彭国

玮总编辑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 

11109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454-2-8 (平裝) 普遍級  

研究方法原理: 論文寫作的邏輯思維

/韓乾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12-0 (PDF) 普遍級  

祈福招財農民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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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6492-67-9 (平裝) NT$188 普遍級  

科研人才資料整合與加值應用之研

究/張書豪, 任德寬作 .-- 臺北市 : 國

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19-329-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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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78-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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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99-6 

(EPUB) 普遍級  

紅色的國共內戰: 見面都說請謝謝你

好,回到家裡喊著往死裡打!邊談邊打

的荒謬民初內戰史/潘強恩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2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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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661-3 

(EPUB) 普遍級  

美美老师的一天/Jessy Tu 著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6-642-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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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97-2 (EPUB) 普遍級  

美國家庭 100 堂閱讀課: 學英文同時

學知識,在家最有效的親子互動,立即

提升英文閱讀力!/TinyFolds 著; 蔡宜

庭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35-2 

(PDF) 普遍級  

美 麗 的 世界 , 你 在 哪裡 /莎莉 .魯尼

(Sally Rooney)著; 李靜宜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11-9 (EPUB) 

普遍級  

美 麗 的 世界 , 你 在 哪裡 /莎莉 .魯尼

(Sally Rooney)著; 李靜宜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12-6 (PDF) 

普遍級  

范睢漂亮復仇/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17-8 

(EPUB) 普遍級  

苗栗客家山歌研究: 以頭份市、造橋

鄉、頭屋鄉、公館鄉為例 /張莉涓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20-3 (PDF) NT$4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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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16-9 (EPUB) 普遍級  

計量經濟學: 理論、觀念與應用/周

賓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2-56-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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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42-3 (PDF) NT$60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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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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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33-243-0 (EPUB) NT$600 普

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1 日,台 61 線北上 255K

追撞重大公路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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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9-64-8 (PDF) 

普遍級  

重訓傷害預防與修復全書: 透過物理

治療視角,認識肌肉與骨骼功能障礙

與疼痛、重建基礎肌力、提升運動

表現/亞倫.霍什格(Aaron Horschig), 凱

文.桑塔納(Kevin Sonthana)著; 王啟安, 

王品淳, 李琬妍, 苗嘉琦翻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19-5 (EPUB) 

NT$1260 普遍級  

陌 生 又 熟 悉 : 知 亞 速 寫 作 品 集

2018~2020= Unfamiliar and familiar: 

sketch collection of Chia Hsieh 

2018~2022/知亞文.圖 .-- 初版 .-- 彰化

縣 : 知亞藝文工作室, 111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99-1-4 (精

裝) NT$2000 普遍級  

風起南洋: 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文教育、

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潘碧華, 成茉

莉, 錢杉杉, 何啟才, 蔣明, 王潤華, 安

煥然, 袁敏棻, 謝雅卉, 莊薏潔, 李樹

枝, 莫泰熙, 陳奕平, 洪麗芬, 金美, 李

保康等合著; 韓晗主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7-14-2 (EPUB) 

NT$29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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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80-1-7 

(EPUB) NT$385 普遍級  

食品標示制度與實務/黃萬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78-9 (PDF) 

普遍級  

食農 x 實農: 屬於台灣人的食與農/林

朝成, 郭華仁, 陳玠廷, 王驥懋, 鄭力

軒, 簡妤儒, 陳玉箴, 張瑋琦, 吳勁毅, 

徐肇尉, 李宜澤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開學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46-0-5 (PDF) 普遍級  

食農社會學(台灣紀念版): 從生命與

地方的角度出發/桝潟俊子, 谷口吉

光 , 立川雅司等編著 ; 蕭志強等合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46-2-9 (PDF) 普遍級  

香氛品牌實戰全書: 無痛創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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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73-0 (EPUB) NT$450 普遍級  

乘風破浪的蛋黃酥 /美樂蒂 Melody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842-2 

(EPUB) 普遍級  

倚山傍水四村落: 大礁溪沖積扇上的

自然與人文/陳胡彥編著 .-- 宜蘭縣 : 

鑑湖堂文化基金會, 11109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73-0-8 (精

裝) NT$800 普遍級  

倫敦小日子: 地鐵上的人們/陳庭芳

著作 .-- 初版 .-- 新竹縣 : 陳庭芳 , 

11108 .-- 5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48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剛剛好的完美主義: 擺脫拖延、討好、

怕犯錯,創造自己喜歡的人生/李東龜, 

孫何林, 金書瑛作; 簡郁璇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26-3 (EPUB) 

NT$266 普遍級  

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展覽史料專輯/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主編 .-- 南投市 : 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19-63-1 (EPUB) 

NT$420 普遍級  

唐歷史點江山: 從唐朝盛世興衰談現

代企業管理/邱立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36-6 (PDF) 

NT$320 普遍級  

唐歷史點江山: 從唐朝盛世興衰談現

代企業管理/邱立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37-3 (EPUB) 

NT$320 普遍級  

哲學與啟蒙: 照亮生命的學問/苑舉

正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83-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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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寶國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03-4 (EPUB) 普遍

級  

夏韻芬的說話課: 用說話建立你的特

色「人設」,不用改變個性,也能把話

說得剛剛好,在關鍵場合贏得信任,創

造感動/夏韻芬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09-0 (EPUB) 普遍

級  

孫子兵法厚黑筆記. 人性試煉篇/王

照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

版,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42-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家的零收納研究室套書/朱俞君, X-

Knowledg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點,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084-

44-1 (全套:平裝) NT$900 普遍級  

展演機構營運績效管理/夏學理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79-6 (PDF) 

NT$600 普遍級  

島嶼狂想曲: 聽台灣在唱歌/日安焦

慮, 森森 sen, 曾耀慶, 搖滾貓, 左萱, 羅

寗 Ning Lo, 草千, Peter Mann, 木可柯, 

GGDOG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89-1 (EPUB) 普遍級  

島嶼戀歌/周定邦創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68-2 (PDF) 普遍級  

島嶼戀歌/周定邦創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69-9 (EPUB) 普遍級  

庭園設計師的京都名庭導覽: 薈萃日

式文化與美學的絕景庭園散步/烏賀

陽百合著; 蘇暐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浩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51-5 (EPUB) NT$315 普

遍級  

徐復觀教授<<兩漢思想史卷二>>手

稿整理彙編/陳惠美, 謝鶯興整理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122-3 (PDF) 

普遍級  

旅形: 馬偕與淡水古蹟導覽文集/劉

沛慈主編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26-5 

(PDF)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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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記疫: 老玩童西藏自駕遊/鄧予

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20-7 (PDF) 普遍級  

書店學/Gestalten 編著; 劉佳澐, 杜文

田譯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43-6 

(EPUB) 普遍級  

*案例式法律知識. 民事財產法篇/陳

芙萱, 劉皓仁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樺豐, 11108 .-- 2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00-1-6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柴犬 Nana 和阿楞的一天: 與一狗二

貓的三餐四季/阿愣作 .-- 臺北市 : 如

何,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6-636-4 (EPUB) 普遍級  

柴可夫斯基的悲愴與華麗樂章: <<天

鵝湖>>、<<睡美人>>、<<胡桃鉗>>,

擺脫單純的娛樂性,展現高度的藝術

性,使旋律成為芭蕾舞劇的靈魂/李響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34-4 (EPUB) 普遍級  

浪子的男朋友: 晚明到清末的中國同

性 戀 與 男 性 氣 質 / 魏 濁 安 (Giovanni 

Vitiello)著; 王晴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34-8 (PDF) 普遍級  

浪子的男朋友: 晚明到清末的中國同

性 戀 與 男 性 氣 質 / 魏 濁 安 (Giovanni 

Vitiello)著; 王晴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35-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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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14-6 (EPUB) 普遍級  

消除疼痛!脊椎狹窄症多科會診最強

治療法: 20 位日本名醫來解答,150 個

關於脊椎狹窄、腰椎骨刺、坐骨神

經痛等常見問題!/菊地臣一等 20 位

日本多專科名醫合著; 王薇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20-9-2 

(EPUB) 普遍級  

海外で学ぶ日本語学習者のための

聴解訓練: 生教材を活用した自律学

習への学習行動変容のアプローチ/

吳如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9 .-- 2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58-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海底兩萬里(獨家繪製全彩探險地圖|

復刻 1870 年初版插圖 110 幅|法文直

譯 精 裝全 譯本 )/儒勒 .凡爾 納 (Jules 

Gabriel Verne)著; 許雅雯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775-5 (PDF) 

普遍級  

海底兩萬里(獨家繪製全彩探險地圖|

復刻 1870 年初版插圖 110 幅|法文直

譯 精 裝全 譯本 )/儒勒 .凡爾 納 (Jules 

Gabriel Verne)著; 許雅雯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776-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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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70-6 (PDF) 普遍級  

海商法/劉依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1-279-9 (PDF) 普遍級  

海賊王的哲學課: 夢想、正義和人生

的偉大航道/冀劍制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啟動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3-133-0 (EPUB) 普遍

級  

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之結合管制: 微軟

/諾基亞之結合案例研究/李昱恆, 王

銘勇, 范建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70-5 (EPUB) NT$420 普

遍級  

浮夢行雲: 李進發油畫創作集= Lee 

Chin-Fa oil painting creation collection/

李進發編輯.撰文 .-- 第一版 .-- 高雄

市 : 李進發, 11108 .-- 24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453-5 (平裝) 

普遍級  

烘焙職人の新食感宣言/王信夫著 .-- 

臺北市 : 流通快訊雜誌, 11108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01-1-

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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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21-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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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22-6 (PDF) 

普遍級  

病人自主與器官捐贈/黃鳳岐, 謝宛

婷, 林欣柔, 張濱璿, 陳閔翔, 黃啟禎, 

許澤天, 何建志, 林萍章, 韓政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20-4 (PDF) 

普遍級  

疼痛先醫腦: 性疼痛是大腦的壞習

慣!/王偉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82-2 (EPUB) 普遍級  

疼痛先醫腦: 性疼痛是大腦的壞習

慣!/王偉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83-9 (PDF) 普遍級  

真好笑: 最受歡迎笑話特選集/笑點

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06-0 (PDF) 普遍級  

真我信箋: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

的道場生活紀實 /蘇孋 .娜葛瑪(Suri 

Nagamma)著; 蔡神鑫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紅桌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2-4-4 (EPUB) 普遍

級  

破戰者(十週年典藏版)(上＋下)/布蘭

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章

澤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692-1 (EPUB) 普遍級  

破戰者(十週年典藏版). 下/布蘭登.山

德森 (Brandon Sanderson)著 ; 章澤儀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691-4 (EPUB) 普遍級  

破戰者(十週年典藏版). 上/布蘭登.山

德森 (Brandon Sanderson)著 ; 章澤儀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690-7 (EPUB) 普遍級  

祖逖擊楫渡江/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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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957-32-9728-4 

(EPUB) 普遍級  

神奇物理學: 從重力到電流,日常中

的科學現象原來是這麼回事!/馬庫斯.

韋 伯 (Marcus Weber), 茱 蒂 絲 . 韋 伯

(Judith Weber)著; 許景理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16-9 (EPUB) 普遍

級  

神性的親密對話: 祈請指引,連結神

聖恩典的祈禱/卡洛琳.密思(Caroline 

Myss)作; 謝宜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豐富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4147-8-4 (EPUB) NT$336 普

遍級  

神啊!請給我一個吃素救地球的總統; 

在北京的日子/林忠義, 葉顯壯, 林胤

里作 .-- 雲林縣 : 聽庫土獨立書店, 

11109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290-5-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租稅法/黃源浩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25-0 (PDF) 普遍級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黃明聖, 黃淑

惠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264-2 (PDF) 普遍級  

笑不停: 超舒壓的極樂笑話特輯/笑

點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04-6 (PDF) 普遍級  

笑典: 一定讓你大笑三聲的精選笑話

集/笑點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

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08-4 (PDF) 普遍級  

笑到最後的職場人對話細節: 不再氣

到內傷、說錯了吃暗虧,韓國最強廣

播主持人這樣應對,守住底線,又不得

罪人。 /崔渶善著; 陳彥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17-7 

(EPUB) 普遍級  

笑到最後的職場人對話細節: 不再氣

到內傷、說錯了吃暗虧,韓國最強廣

播主持人這樣應對,守住底線,又不得

罪人。 /崔渶善著; 陳彥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18-4 (PDF) 

普遍級  

笑哈哈!苦中也作樂的笑話精選集/笑

點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11-4 (PDF) 普遍級  

笑話 PK 賽: 快樂為成功之本/笑點王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07-7 (PDF) 普遍級  

笑嘻嘻!網路超夯笑話特選集/笑點王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10-7 (PDF) 普遍級  

納骨塔管理軟體使用手冊/新心資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1 版 .-- 新

北市 : 新心資安,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1-4-4 (PDF) NT$300

普遍級  

記住我、選擇我、替我傳 /王宏偉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21-4 

(EPUB) 普遍級  

記住我、選擇我、替我傳 /王宏偉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22-1 (PDF) 

普遍級  

財產保險要論/鄭鎮樑, 李珍穎, 許銘

元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287-1 (PDF) NT$650 普遍級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

學科能力測驗工作報告. 111 學年度/

解從琳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11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751-6-9 (PDF) 普遍

級  

逆轉的文明史: 羅斯大地: 成為歐洲

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

化史/劉仲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84-5 (PDF) 普遍級  

逆轉的文明史: 羅斯大地: 成為歐洲

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

化史/劉仲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85-2 (EPUB) 普遍級  

馬華文學與文化讀本/張錦忠, 黃錦

樹, 高嘉謙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58-4 (PDF) NT$650 普遍

級  

馬華文學與文化讀本/張錦忠, 黃錦

樹, 高嘉謙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59-1 (EPUB) NT$650 普

遍級  

* 高 一 文 法 俱 樂 部 : 關 係 詞 . 一 = 

Grammar club: relative pronouns. 1/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

文創, 11108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07-4-4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高一初級翻譯句型、文法與作文範

文 訓 練 手 冊 . 一 (SLI 專 用 )=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and grammar 

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 1/

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

數位文創, 11108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07-6-8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高一初級翻譯句型與作文範文訓練

手冊 . 一=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 1/

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

數位文創, 11108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07-5-1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 高 二 中 級 作 文 範 文 訓 練 手 冊 = 

Intermediate model essays training/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

文創, 11108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07-8-2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高二文法俱樂部: 不定詞= Grammar 

club: infinitive/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08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07-7-

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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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58-4 (PDF) NT$6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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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59-1 (EPUB) NT$6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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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作 .-- 高雄市 : 高醫大, 11108 .-- 

15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6105-56-2 (平裝) 普遍級  

高齡城市學/李家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26-7 (PDF) NT$380 普遍

級  

停止打鼾: 別讓打鼾影響你的生活品

質/邁克.迪爾克斯(Mike Dilkes), 亞歷

山大.亞當斯(Alexander Adams)作; 劉

又菘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41-2 (EPUB) NT$175 普遍級  

停止過敏: 別讓過敏毀了你的人生/

邁克.迪爾克斯(Mike Dilkes), 亞歷山

大.亞當斯(Alexander Adams)作; 劉又

菘 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40-5 (EPUB) 普遍級  

停止皺紋: 別讓皺紋洩漏了你的年齡

/邁克.迪爾克斯(Mike Dilkes), 亞歷山

大.亞當斯(Alexander Adams)作; 林孟

欣 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42-9 (EPUB) NT$175 普遍級  

假新聞下的媒體認知理論與新聞媒

體識讀研究/黃兆璽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42-8 (EPUB) 

NT$182 普遍級  

*做直銷必讀的 100 個小故事/林瑞祥

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74-3 (PDF) NT$260 普遍級  

做知「性」父母: 性教育家長自助手

冊,第二性徵 X 自慰疑慮 X 性愛問題,

別再用「長大了就知道」搪塞孩子!/

周源, 戴倩主編 .-- 修訂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35-1 (EPUB) 普遍

級  

做對這些事 ,糖尿病好控制 /游能俊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7-43-4 (PDF) NT$380 普遍級  

做對這些事 ,糖尿病好控制 /游能俊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7-45-8 (EPUB) NT$380 普遍級  

偶爾無所事事,工作更有意思: 誰說

奮鬥和躺平只能二選一?Z 世代創業

家教你找到自己的方式,闖出另一條

路!/格蕾絲.貝芙麗(Grace Beverley)著; 

何佳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33-1 (PDF) 普遍級  

偵探魂: 福爾宅斯的萬事屋/謝智博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316-1 (EPUB) NT$340 普遍級  

剪故事: 金獎剪輯師的電影深層學!

從電影敘事、17 階段戲劇結構,到類

型電影心法攻略/高鳴晟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原點,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40-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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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62-0 

(EPUB) 普遍級  

動畫圖解系統分析與設計/李春雄編

著 .-- 增訂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97-1 (PDF) 普遍級  

商業訴訟與爭端解決制度改革之比

較研究/黃兆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16-7 (PDF) NT$600 普遍級  

問鼎: 企業必懂的股權攻防/萬國法

律事務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813-9 (PDF) NT$375

普遍級  

問鼎: 企業必懂的股權攻防/萬國法

律事務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814-6 (EPUB) 

NT$375 普遍級  

國家力量決勝點 /佩德羅 .巴尼奧斯

(Pedro Baños)著; 李文進, 周佑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81-6 

(EPUB) 普遍級  

國家力量決勝點 /佩德羅 .巴尼奧斯

(Pedro Baños)著; 李文進, 周佑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82-3 

(PDF) 普遍級  

國家文藝獎. 2022: 致與藝術相愛的

人/陳芳明, 謝佩霓, 鄭榮興, 藍祖蔚, 

廖昀靖, 陳正熙, 廖大魚撰稿 .-- 臺北

市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11110 .-- 

18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0225-4-5 (精裝) 普遍級  

基本小六法/保成法學苑編 .-- 59 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09 .-- 5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78-83-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基礎統計學/吳冬友, 楊玉坤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255-0 (PDF) 

普遍級  

基礎稅務會計/吳嘉勳, 吳習著 .-- 十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21-2 (PDF)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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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11-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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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12-2 

(EPUB) 普遍級  

專屬我的色鉛筆練習本: 簡約線條 X

童趣構圖 X 溫暖配色,從零開始學北

歐 風 插 畫 , 簡 單 畫 出 美 好 生 活 日

常!/Aellie Kim 作; 張雅眉譯 .-- 臺北

市 : 紙印良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367-3-4 (EPUB) 普遍

級  

將創新納入水平結合管制: 借鑑經濟

理論與比較法/鍾詔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48-8 (PDF) NT$600

普遍級  

常 用 醫 療 品 質 中 英 名 詞 對 照 表 = 

Glossary of key terms in healthcare 

quality(English-Chinese)/ 王 拔 群 總 編

輯 .-- 第二版 .-- 新北市 : 醫策會 , 

111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353-4-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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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22-5 (EPUB) 普遍級  



197 

 

康德論教育/康德(Immanuel Kant)著; 

賈馥茗, 陳寶山, 黃漢昌, 游振鵬, 吳

美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33-5 (PDF) NT$280 普遍級  

張玉生教授著作集 /張玉生作  .-- 3

版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119-3 

(PDF) 普遍級  

張步桃腫瘤要方: 現代中醫第一聖手

治腫瘤(典藏紀念版)/張書陸, 張閎運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74-7 (EPUB) NT$700 普遍級  

從「寫作素養」到「寫出素養」: 真

善美寫作教學模式/馬行誼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94-2 (PDF) 

普遍級  

從南方古猿到智人: 基因組 X 遺傳學

X 演化論 X 分子鐘,對生命不斷的探

索,使「演化」成為生命科學體系的

思想脈絡/張超, 趙奐, 林祖榮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30-6 

(EPUB) 普遍級  

從省城到臺中市: 一個城市的興起與

發展(1895-1945)/陳靜寬著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32-653-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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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64-4 (EPUB) 普遍

級  

從創新教學、三創競賽到 USR 大學

社會責任計畫實踐之教學實務報告/

曾碧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9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10-7 (平裝) 普遍級  

從絕望到希望: 阿德勒的幸福論/岸

見一郎作; 簡大為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14-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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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90-2 

(EPUB) NT$320 普遍級  

從零開始,用 YouTube 影片學日文: 日

語名師井上一宏為零基礎自學者設

計的 22 堂課/井上一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心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21-1-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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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49-1 (PDF) NT$6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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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44-7 (PDF) 

NT$7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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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45-4 (EPUB) 

NT$720 普遍級  

從賽局思考到趨勢預測,全方位實戰

課 套 書 / 亞 當 . 庫 查 斯 基 (Adam 

Kucharski)著; 甘錫安, 高子璽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行路,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517-0-2 (全套:平裝) 

NT$860 普遍級  

御一新: 近代日本的光與影/洪維揚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08-160-

7 (全套:平裝) NT$1100 普遍級  

情 緒 的 三 把 鑰 匙 / 雷 納 . 曼 羅 迪 諾

(Leonard Mlodinow)作; 黎湛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3-20-0 

(EPUB) NT$480 普遍級  

捷兔,全宇宙最 High 的跑步咖: 唱歪

歌闖禁區、光屁股坐冰塊......最不正

經的野跑俱樂部,週週突破極限,跑玩

全台灣/Bambo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54-6 (EPUB) NT$406 普遍級  

救災體系: 成效與變革/楊永年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89-8 (PDF) 

普遍級  

教出影響未來的孩子: 幸福嘉義市教

育八大核心素養/朱乙真, 陳書孜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0-5 (EPUB) NT$450 普遍級  

教出影響未來的孩子: 幸福嘉義市教

育八大核心素養/朱乙真, 陳書孜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771-2 (PDF) NT$450 普遍級  

教育治理: 理論與實務/潘慧玲, 王麗

雲, 謝卓君, 阮孝齊, 陳文彥, 賴彥全, 

馬湘萍, 王辭維, 范悅音, 陳宏彰, 江

淑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32-7 (PDF) NT$400 普遍級  

教育哲學: 課室的理論與實踐/郭木

山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90-4 

(PDF) NT$550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與

教學 . 1, FUN.色~有藝思 /陳怡蒨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8-39-9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與

教學. 2, 城市記「藝」/鐘兆慧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8-40-5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與

教學. 3, 少即是多的用色練習/莊浩

志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8-41-2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與

教學. 5, 閱讀色彩 探索表現/鍾政岳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師 大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8-43-6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離. 

1, 「藝」窺究竟/陳秋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44-3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離. 

2, 游於「藝」/楊芬林, 何維貞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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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7048-45-0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離. 

3, 藝起遊現代舞/葉宛芃, 謝宛霖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8-46-7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離. 

4, 藝象 /徐子晴, 蕭家盈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47-4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離. 

5, with space/尤曉晴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8-48-1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1, 手指來

跳舞: 巴赫初步鋼琴曲集與舞曲/翁

宗裕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8-34-4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2, 巴洛克

時期藝術風格與音樂大師/柯逸凡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8-35-1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3, 巴赫創

意曲創作手法及作品賞析/高瑀婕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8-36-8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 音樂史論與素養 . 4, 音樂

Buffet-巴赫英法組曲作品賞析/桑慧

芬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8-37-5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 音樂史論與素養. 5, 巴赫十

二平均律/林怡君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師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8-38-2 (PDF) 普遍級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

學示例:「彩繪表現與應用」教材與

教學. 4, 彩繪藝術狗學習歷程/簡俊

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8-42-9 (PDF) 普遍級  

教孩子,先教自己: 給爸媽的 7 堂親子

課/楊玉瑩, 劉匡偉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約 28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68-3 (線上有

聲書(MP3)) NT$360 .-- ISBN 978-626-

335-869-0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60 普遍級  

教養是一生的武器: 成熟大人必學的

品格養成祕訣/諏內惠美著; 林美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96-7 (EPUB) 普遍級  

淡蘭古道: 百年里山的長路慢行/古

庭維, 吳雲天, 周聖心, 徐銘謙, 楊世

泰, 戴翊庭, 謎卡等合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46-7 (EPUB) NT$483 普

遍級  

淨土十要. 下冊/(明)蕅益大師選定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69-8-2 (PDF) 普遍級  

淨土十要. 下冊/(明)蕅益大師選定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7-3-6 (EPUB) 普遍級  

淨土十要. 上冊/(明)蕅益大師選定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69-7-5 (PDF) 普遍級  

淨土十要. 上冊/(明)蕅益大師選定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7-2-9 (EPUB) 普遍級  

淨土三經一論/ .-- 初版 .-- 臺北市 : 善

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96-11-3 (PDF) 普遍級  

淨土三經一論/ .-- 初版 .-- 臺北市 : 善

聞文化創意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96-12-0 (EPUB) 普遍

級  

淨土聖賢錄. 下冊/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6-09-0 (PDF) 普遍級  

淨土聖賢錄. 下冊/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6-10-6 (EPUB) 普遍

級  

淨土聖賢錄. 上冊/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6-07-6 (EPUB) 普遍

級  

淨土聖賢錄. 上冊/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6-08-3 (PDF) 普遍級  

爽拿的時代: 一九六 0 年代美國民權

改革的貽害 /克里斯多弗 .考德威爾

(Christopher Caldwell)著; 王曉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09-3 

(PDF) 普遍級  

爽拿的時代: 一九六 0 年代美國民權

改革的貽害 /克里斯多弗 .考德威爾

(Christopher Caldwell)著; 王曉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10-9 

(EPUB) 普遍級  

牽動全球的水資源與環境問題: 建立

永續循環的水文化,解決刻不容緩的

缺水、淹水與汙染問題/InfoVisual 研

究所著;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38-7 (EPUB) NT$266 普

遍級  

猜猜我是什么动物/Jessy Tu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35-3 

(EPUB) 普遍級  

猜猜我是什么水果/Jessy Tu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34-6 

(EPUB) 普遍級  

現代論語新解/張凱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31-9 (PDF) NT$4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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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27-7 (PDF) 普遍級  

產品負責人實戰守則: 從洞悉顧客需

求,到引領敏捷開發,韓國電商龍頭頂

尖 PO 教你打造好產品的決勝關鍵/

金星翰著; 蔡佩君譯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41-6 (EPUB) 普遍級  



199 

 

移工日常/江婉琦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6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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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77-4 (EPUB) 普遍級  

第一天上班就該知道的賺錢祕密: 定

存、股票、保險、外匯、房地產,只

要這樣做,小錢也能滾出大財富!/張

采筑, 詹益豐作; 邱佩轝朗讀 .-- 臺北

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8 .-- 約 32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32-5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第一本全方位機能提升肉食生酮全

攻略: 少病減脂更有效!專業級生酮

教 練 帶 你 生 酮 再 進 級 !/ 陳 世 修

(Martyn)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8-01-8 (EPUB) NT$399 普遍級  

第一次宦官時代/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23-9 

(EPUB) 普遍級  

第一次學台灣語,超簡單!(精修版)/張

瑪麗編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15-5-2 (PDF) 普遍級  

聊齋志異. 九, 莫逆之契/(清)蒲松齡

原著; 曾珮琦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8-617-9 (EPUB) 普遍級  

莫忘那一年 1990 最美的雙手. 5, 慈濟

環保史: 福田用心耕-福建慈濟環保

史. 上/張晶玫, 張文靜, 黃德欣, 李水

治, 何燕君, 陳佩娟, 劉若男, 吳婉惠, 

陳莉菲, 周蘇萍, 林月紅, 林瑩瑩, 劉

幼眉, 羅愛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08-9-8 (EPUB) NT$252 普

遍級  

莫忘那一年 1990 最美的雙手. 6, 慈濟

環保史: 福田用心耕-福建慈濟環保

史. 下/張晶玫, 張文靜, 黃德欣, 施甜

甜, 石碧瓊, 陳小婷, 黃月媚, 胡穎, 李

金然, 吳慧敏, 李永慧, 魏秀芬, 楊文

娟, 吳荔荔, 吳輝星, 林芳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28-1-5 

(EPUB) 普遍級  

被消失的中國史. 6: 藩鎮割據到靖康

之難/白逸琦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好

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18-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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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93-2 (EPUB) NT$266 普

遍級  

這樣吃,薑薑好: 最完整的生薑百科,

從種類、選購、保存到功效,獨家收

錄 80 道薑製漬物、甜點、常備菜、

家常菜全料理/小寺宮食譜 .-- 初版 .-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46-7 (EPUB) 

普遍級  

通膨的恐懼: 消除你對貨幣供給過多

的疑慮,從聯準會政策看收入、失業

率、 惡性通膨問題的解答/羅伯特.

霍克特(Robert Hockett), 亞倫.詹姆斯

(Aaron James)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49-2 (EPUB) 普遍級  

連日本人都在學的日文語感訓練: 全

方位掌握語彙力,打造自然靈活的日

文腦,溝通、寫作、閱讀技巧無限進

化!/吉田裕子著; 陳姵君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46-2 (EPUB) NT$266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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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양재진), 梁在

雄(양재웅)著; 蔡佩君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67-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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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양재진), 梁在

雄(양재웅)著; 蔡佩君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68-3 (EPUB) 普遍

級  

逐鹿型大混戰/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21-5 

(EPUB) 普遍級  

陳鵬仁農民曆. 2023(關公版)/陳鵬仁

作 .-- 臺北市 : 陳鵬仁印文社, 11109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214-4-0 (平裝) NT$130 普遍級  

陳鵬仁農民曆. 2023(觀音版)/陳鵬仁

作 .-- 臺北市 : 陳鵬仁印文社, 11109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214-5-7 (平裝) NT$130 普遍級  

陰翳禮讚/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09-5 (PDF) 

普遍級  

陰翳禮讚/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10-1 

(EPUB) 普遍級  

章法論叢. 第十四輯/中華民國章法

學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創設

計產業學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35-7 (PDF) NT$400 普遍

級  

麥肯錫邏輯思考術: 你也能成為世界

一流的問題解決專家/莊雲鵬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20-6 (PDF) 

普遍級  

最好的自己,正在來路上: 不設限才

能活而無憾,吳娟瑜實踐 C 型人生的

生命故事/吳娟瑜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的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6-20-5 (EPUB) 

NT$350 普遍級  

最美的一首詩: 世界短詩精選 130 家

/葉怡成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20-9 (EPUB) 普遍級  

最新世界地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著作 .-- 第三版 .-- 新北市 : 金時

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分 .-

- ISBN 978-986-5736-81-1 (單張全開) 

NT$180 普遍級  

創 意 的 本 質 / 大 衛 . 奧 格 威 (David 

Ogilvy)作; 温澤元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06-4 (PDF) 普遍級  

創 意 的 本 質 / 大 衛 . 奧 格 威 (David 

Ogilvy)作; 温澤元譯 .-- 初版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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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大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07-1 (EPUB) 普遍級  

富貴榮華/施昇輝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博思智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41-5-7 (EPUB) 

NT$240 普遍級  

尋 造影/桃園市協助影視拍攝與發展

中心著 .-- 桃園市 : 桃園市文化基金

會, 11109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81-1-2 (平裝) NT$900 普

遍級  

*尋求= Seeking out/李承勳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1109 .-- 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466-5 (平

裝) 普遍級  

尋隱日本/白洲正子著;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15-3 (EPUB) 

NT$315 普遍級  

幾 米 年 曆 . 2023= 2023 Jimmy Liao 

calendar/幾米作.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7206-08-9 (全套 :平裝 ) NT$1200

普遍級  

斯托得研經材料: 使徒行傳/斯托得

(John R. W. Stott)著; 吳品譯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77-8 (EPUB) 普遍

級  

斯托得研經材料: 登山寶訓/斯托得

(John R. W. Stott)著; 許尚武譯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78-5 (EPUB) 普遍

級  

普丁的俄羅斯帝國夢/王家豪, 羅金

義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46-6 (EPUB) NT$224 普遍級  

普天三無/釋證嚴講述 .-- 再版 .-- 臺

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452-0-6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棋路一甲子: 楊泰雄回憶錄/楊泰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82-9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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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著; 姚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67-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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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著; 姚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68-0 (EPUB) 普遍

級  

焦慮使用說明書/提姆.坎托佛作; 陳

柚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66-9 (PDF) 普遍級  

焦慮使用說明書/提姆.坎托佛作; 陳

柚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67-6 (EPUB) 普遍級  

無字史記: 遠古化石、石器......都不

會說話,但從基因與考古,我們能了解

中國起源最真實的歷史/波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19-1 (PDF) 

普遍級  

無字史記: 遠古化石、石器......都不

會說話,但從基因與考古,我們能了解

中國起源最真實的歷史/波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20-7 

(EPUB) 普遍級  

無法成為未來的那個清晨/海盜先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45-4 (PDF) 普遍級  

無法成為未來的那個清晨/海盜先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46-1 (EPUB) 普遍級  

無聲的閃光: 揭發美國最致命的政府

掩蓋事件!首位報導廣島原爆真相的

普立茲得獎記者 x 二十世紀美國新

聞史上最偉大的祕密調查。 /萊斯

莉.M.M.布魯姆作; 李珮華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454-5 (EPUB) 

普遍級  

無聲的閃光: 揭發美國最致命的政府

掩蓋事件!首位報導廣島原爆真相的

普立茲得獎記者 x 二十世紀美國新

聞史上最偉大的祕密調查。 /萊斯

莉.M.M.布魯姆作; 李珮華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455-2 (PDF) 

普遍級  

琢磨論詩,永以為好: 民國以來詩經

學研究/邱惠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57-9 (PDF) NT$460 普遍

級  

畫出你的生命之花: 自我療癒的能量

藝術/柳婷 Tina Lu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4-5-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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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397-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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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98-9 (EPUB) 普遍級  

短篇小說冠冕契訶夫: 悲劇以哀鳴粉

碎表象,喜劇以歡聲完整哀悼,短篇小

說與劇作的天才/鄧韻如, 郭豔紅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15-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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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57-8-1 (PDF) 普遍級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陳安琪總編輯 .-

- 十 二 版  .-- 臺 北 市  : 馬 跡 庫 比 , 

11109 .-- 冊 .-- ISBN 978-986-06871-3-

2 (全套:平裝) NT$2400 普遍級  

紫要你幸福: 趙純妙膠彩創作個展/

趙純妙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

藝廊, 11109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19-4-9 (平裝) 普遍級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中世紀卷/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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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5-3-2 (PDF) 普遍級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中世紀卷/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5-4-9 (EPUB) 普遍級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古文明卷/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5-5-6 (PDF) 普遍級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古文明卷/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5-6-3 (EPUB) 普遍級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近現代卷/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5-1-8 (PDF) 普遍級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近現代卷/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陳繼華, 劉娟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5-2-5 (EPUB) 普遍級  

給予的力量: 改變一生的五個奇遇

(暢銷紀念版)/鮑伯.柏格(Bob Burg), 

約翰.大衛.曼恩(John David Mann)著; 

夏荷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04-1 (EPUB) 普遍級  

給孩子的商業啟蒙/劉潤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4-24-0 (EPUB) 

普遍級  

給孩子的商業啟蒙/劉潤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4-25-7 (PDF) 

普遍級  

給高三女生的信/采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08-5 (PDF) 

普遍級  

給論文寫作者的統計指南: 傻瓜也會

跑統計. I/顏志龍, 鄭中平著 .-- 四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56-7 (PDF) 普遍級  

給寶貝的童話風造型餐 x 魔法便當: 

對照圖稿輕鬆完成!145 道美味主食+

營養配菜,讓孩子心花開的三餐、便

當、野餐盒/劉怡青著 .-- 新北市 : 臺

灣廣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0-554-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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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9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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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495-3 (PDF) 普遍級  

華亂五胡/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27-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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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20-1 (EPUB) NT$364 普遍級  

裂谷邊陲等待雨臨,我們在馬拉威教

中文的日子/武皓詠著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47-9 (EPUB) NT$294 普

遍級  

詛咒兔子/鄭寶拉著; 黃千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寞,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38-7-3 (PDF) 

NT$400 普遍級  

象棋入門. 下: 從布局到進階技藝/蓋

子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01-5 (PDF) 普遍級  

象棋入門. 上: 從基礎、殺法到殘局/

蓋子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00-8 (PDF) 普遍級  

越吃越瘦在地廚房: 新手 OK!快速新

陳代謝飲食,最美味、簡單、方便的

實踐指引/吳珮瀅, 陳昭伶, 程筱清, 黃

筱崴, 蘇郁雯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66-1-6 (EPUB) 普遍級  

越吃越瘦的快速新陳代謝飲食: 不用

計算卡路里,4 週減下 10 公斤!/海莉.

潘洛依(Haylie Pomroy), 伊芙.愛丹森

(Eve Adamson)作; 江先聲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66-2-3 (EPUB) 

普遍級  

超有趣的英文學習書: 笑話、諺語加

腦筋急轉彎. 1/Two Horse 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9-13-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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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23-2-8 (PDF) 普遍級  

超男進化論: 在亂流中找回掌舵力的

人生指南/劉軒, 詹斯敦著; 謝宇程, 洪

孟樊撰文 .-- 臺北市 : 商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94-0 

(EPUB) NT$2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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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55-3 (EPUB) 普遍級  

超強記憶: 臺灣歷史年表(108 課綱適

用)/劉河北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 

11108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6978-80-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超越英文法: 大量應用語意邏輯策略,

以 500 則錯誤例示,心智鍛鍊英文認

知能力,一掃學習迷思!/黃宋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7-31-1 (PDF) NT$420 普遍級  

超越英文法: 大量應用語意邏輯策略,

以 500 則錯誤例示,心智鍛鍊英文認

知能力,一掃學習迷思!/黃宋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7-32-8 (EPUB) NT$420 普遍級  

超圖解!木作工法百科: 從基礎到進

階,最強圖解施作細節、流程工序、

監工要點一本全解。/漂亮家居編輯

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47-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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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46-1 (PDF)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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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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47-8 (EPUB)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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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23-8-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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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23-9-9 (EPUB) 普遍

級  

開店的地點學: 三萬份大數據分析

「地點」的布局戰略,開店、買屋、

投資,你務必要懂的街道線索。/榎本

篤史作; 黃立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02-3 (PDF) 普遍級  

開店的地點學: 三萬份大數據分析

「地點」的布局戰略,開店、買屋、

投資,你務必要懂的街道線索。/榎本

篤史作; 黃立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03-0 (EPUB) 普遍級  

開拓新的思路. 1/白雲老禪師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19-0-0 

(PDF) NT$90 普遍級  

開拓新的思路. 2/白雲老禪師作 .-- 高

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19-1-7 (PDF) 

NT$90 普遍級  

開露營車玩大自然: 絕美國家公園秘

境、車泊生活體驗、野外探險活動,

開到哪玩到哪,打開車門就是百萬風

景!/Lind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

市集,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21-8 (EPUB) 普遍級  

雅思聽力聖經: 模擬試題/韋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63-0-1 (PDF) 

普遍級  

黃玟君的觀念英文閱讀. 2, 如何快速

看懂文章/黃玟君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眾文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32-618-0 (EPUB) 普遍

級  

黃金的傳奇史: 拜金 6000 年,黃金如

何改變我們的世界 /蕾貝卡 .左拉克

(Rebecca Zorach), 小 麥 可 . 菲 利 普

(Michael W. Philips Jr.)著; 黃懿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23-2 

(EPUB) 普遍級  

黃春明的文學與藝術: 第九屆近現代

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尤

麗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29-6 (PDF) NT$400 普遍級  

黑色兔女郎= Kuro bunny/よむ監修; 

趙武信, 楚雲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11110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526-1-7 (平裝) 

NT$920 普遍級  

傷寒論類方匯參/左季雲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展,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396-2 (EPUB) 

NT$480 普遍級  

*塔木德經. 2, Talmud/刺蝟與狐狸 613

條/載伊(Millan Dye)著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經史子集, 11108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784-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媽,別鬧了!影像創作紀實/草舍製作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56-9 

(EPUB) 普遍級  

媽,別鬧了!影像創作紀實/草舍製作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457-6 

(PDF) 普遍級  

媽媽,你在哪裡/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

數位科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3-642-4 (EPUB) 普遍級  

微小疊代: 你不需要完美的起點,只

需要不斷進化/九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13-3 (EPUB) 普遍

級  

微型臺灣文學史/古遠清著 .-- 再版 .-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78-745-6 (PDF) 

NT$300 普遍級  

微控制器原理與應用: 基於 STM32 

ARM Cortex-M4F 處理器/張國清, 陳

延華, 柯松源, 廖冠雄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65-9 (PDF) 普遍級  

愛自己的冥想 12 堂課/亞蒂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26-4 

(EPUB) 普遍級  

愛自己的冥想 12 堂課/亞蒂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27-1 

(PDF) 普遍級  

愛群詩選. 第二集/楊君潛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752-4 (PDF) 

NT$280 普遍級  

愛說笑!奇趣笑料分享包/笑點王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9-09-1 

(PDF) 普遍級  

搞定自律神經,我竟輕鬆減掉 37 公

斤!: 推翻 168、減醣、斷食迷思,只要

平衡腦內神經&荷爾蒙,餐餐吃飽不

復胖 /富永康太作; 林詠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49-2 (EPUB) 

NT$266 普遍級  

新手裝修計畫書/東販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48-6 (EPUB) 

NT$336 普遍級  

新白話聊齋志異/(清)蒲松齡作; 孫通

海, 王秀梅, 王景桐, 石旭紅, 侯明, 王

軍, 王海燕, 王敏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70-1 (EPUB) 普遍

級  

新白話聊齋志異. 下冊/(清)蒲松齡作; 

孫通海, 王秀梅, 王景桐, 石旭紅, 侯

明, 王軍, 王海燕, 王敏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67-1 (PDF) 

普遍級  

新白話聊齋志異. 下冊/(清)蒲松齡作; 

孫通海, 王秀梅, 王景桐, 石旭紅, 侯

明, 王軍, 王海燕, 王敏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68-8 (EPUB) 

普遍級  

新白話聊齋志異. 上冊/(清)蒲松齡作; 

孫通海, 王秀梅, 王景桐, 石旭紅,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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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王軍, 王海燕, 王敏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65-7 (PDF) 

普遍級  

新白話聊齋志異. 上冊/(清)蒲松齡作; 

孫通海, 王秀梅, 王景桐, 石旭紅, 侯

明, 王軍, 王海燕, 王敏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66-4 (EPUB) 

普遍級  

新白話聊齋志異. 中冊/(清)蒲松齡作; 

孫通海, 王秀梅, 王景桐, 石旭紅, 侯

明, 王軍, 王海燕, 王敏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69-5 (PDF) 

普遍級  

新亞論叢. 第二十二期/<<新亞論叢

>>編輯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32-6 (PDF) NT$820 普遍

級  

*新知研討會. 111 年度: 肉土雞飼養

與營養線上研討會/夏良宙主編 .-- 初

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1108 .-

- 2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1-5-7 (平裝) 普遍級  

新創企業成長的關鍵密碼: 從 1 到 10

億元的祕密/顏漏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391-9 (EPUB) 普遍級  

新游牧者之歌: 移民如何讓世界變得

更 美 好 / 菲 利 克 斯 . 馬 夸 特 (Felix 

Marquardt)著; 張毓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797-6 (EPUB) 普遍

級  

新游牧者之歌: 移民如何讓世界變得

更 美 好 / 菲 利 克 斯 . 馬 夸 特 (Felix 

Marquardt)著; 張毓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05-8 (PDF) 普遍級  

新聞識讀力/蔡美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蔡美瑛,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432-0 (EPUB) 

NT$299 普遍級  

新戰國時代: 近代中國 33 面旗幟與

政權/潘邦正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95-9 (PDF) 普遍級  

新鮮人/潘尚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15-1 (EPUB) NT$182 普

遍級  

暗示效應/愛彌爾.庫埃(Émile Coué de 

La Châtaigneraie)著; 林許迦恆朗讀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8 .-- 約 134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99-9 

(線上有聲書(MP3)) NT$299 普遍級  

暖化尚無定論: 氣候科學告訴或沒告

訴我們的事,為什麼這很重要?/史蒂

文.庫寧(Steven E. Koonin)著; 紀永祥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28-6-2 (EPUB) NT$350 普遍級  

會計.稅務判解評析. 營利事業篇. 四/

吳俊志, 桂祥晟, 賈棕凱, 周逸濱, 魯

忠翰, 黃若清, 林榮華, 黃琦文, 夏翊

翔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24-2 (PDF) 普遍級  

會計審計法規/陳春榮, 柯淑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193-5 (PDF) 

普遍級  

會 計 學 概 要 習 題 解 答 = IFRS 

accounting principles/吳嘉勳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華泰, 11109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68-0-7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極度吸睛: 上台不冷場,重量級講師

教你的精準說話課/曾培祐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8 .-- 約 38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83-3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極簡土耳其史/関眞興作; 陳聖怡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86-4 

(EPUB) NT$350 普遍級  

極簡土耳其史/関眞興作; 陳聖怡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87-1 (PDF) 

NT$350 普遍級  

楊宇騰寫真集. 2/楊宇騰文; 黃中平

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1-910-6 (平裝) 普遍級  

楊宇騰寫真集. 2/楊宇騰文; 黃中平

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43-4 (EPUB) 普遍級  

楊照談大江健三郎: 日本文學名家十

講. 8/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09-2 (EPUB) 普遍級  

楊照談遠藤周作: 日本文學名家十講. 

7/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10-8 (EPUB) 普遍級  

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唐)

天竺沙門般刺密帝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69-4-4 (PDF) 

普遍級  

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唐)

天竺沙門般刺密帝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77-9-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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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92-7 (EPUB) 普遍級  

照片裡的故事/葉約箴, 張民仁, 潘炳

麗, 余茲筠, 莊庭芳, 阮氏全, 胡沛菁, 

劉又孺, 楊筑安, 邱朱梅, 詹惠菁, 吳

育陞, 歐侑蓁, 石盈秀, 黃睿辰, 施晴

文, 莊沛芸, 劉芸均, 許鈺淩, 謝雨辰, 

汪美華作; 王靖婷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中華醫事科大, 11109 .-- 16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8437-7-6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照護的本質: 人性照護法創始人對照

護 的 思 索 及 實 踐 / 伊 凡 . 傑 內 斯 特

(Yves Gineste), 蘿賽特 .馬雷史考特

(Rosette Marescotti), 本田美和子著; 黃

姿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5-50-3 (EPUB) 普遍級  

當代社會工作: 理論與方法/林萬億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27-4 

(PDF) NT$800 普遍級  

當 代 聖 靈 工 作 /斯托 得 (John R. W. 

Stott)著; 劉良淑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79-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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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語言學概論/鍾榮富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13-0 (PDF) 普遍級  

當全世界誤解你,更不能迷失自己/李

婉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84-6 (PDF) 普遍級  

當全世界誤解你,更不能迷失自己/李

婉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85-3 (EPUB) 普遍級  

當然可以不生氣: 50 個簡單策略,讓

你擺脫負面情緒/何權峰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527-0 (EPUB) 

普遍級  

萬福瑪麗亞/鄒永珊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79-1 (EPUB) 普遍

級  

經方使用標準/王克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394-8 (EPUB) 

NT$330 普遍級  

經典療癒韓劇教你的實用韓文表達/

南姞任, 金鎮雄, 宋賢珠, 安義正, 黄

银霞, 徐恩英, 吳善姈, 李秀眞, 玄英

熙作; 龔苡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56-3 (EPUB) NT$350 普

遍級  

經典療癒韓劇教你的實用韓文表達/

南姞任, 金鎮雄, 宋賢珠, 安義正, 黄

银霞, 徐恩英, 吳善姈, 李秀眞, 玄英

熙作; 龔苡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57-0 (PDF) NT$350 普遍

級  

經學史/安井小太郎等著; 連清吉, 林

慶彰合譯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46-3 (PDF) NT$500 普遍級  

經濟、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

論文集. 2022/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國

企系, 11108 .-- 105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84-42-6 (光碟片) 普遍級  

聖經充滿我/杜佳諭文字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 

11109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21-42-3 (第 12 冊:平裝) NT$80

普遍級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 初

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09 .-

- 15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

95813-8-2 (精裝彩繪皮面索引-玫瑰

金) .-- ISBN 978-626-95813-9-9 (精裝

彩繪皮面索引-星空款) .-- ISBN 978-

626-96506-0-6 (精裝彩繪皮面索引-文

青款) .-- ISBN 978-626-96506-2-0 (精

裝索引-黑) .-- ISBN 978-626-96506-3-

7 (精裝彩繪皮面索引-清新雛菊) .-- 

ISBN 978-626-96506-4-4 (精裝彩繪皮

面索引-熱情薔薇) .-- ISBN 978-626-

96506-5-1 (精裝皮面索引-古典款) 普

遍級  

聖經福音作品捏塑教學. 基礎篇/林

麗雲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云云手

創坊, 11109 .-- 72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986-99581-1-0 (上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腸道.大腦.腸道菌: 飲食會改變我們

的情緒、直覺和大腦健康/艾莫隆.邁

爾(Emeran Mayer)著; 毛佩琦譯 .-- 再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5-4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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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5-44-2 (EPUB) 普遍級  

腸道菌與身心健康套書/艾莫隆.邁爾

(Emeran Mayer)作 ; 毛佩琦 , 周倩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045-48-

0 (全套:平裝) NT$840 普遍級  

腹肌公式: 30 秒訓練搭配 10 種彈性

飲食,祖雄教你練出傲人腹肌/Hero 祖

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45-8 (EPUB) 普遍級  

董氏奇穴臨床治療精華/楊朝義, 楊

雅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92-4 (EPUB) NT$300 普遍級  

解析素養導向評量/任慶儀, 陳麗文, 

王金國, 林海清, 李偉俊, 王智弘, 廖

興國, 廖錦文, 陳榮政, 陳科名, 曾素

秋, 林進山, 林松柏, 韓碧琴, 何希慧, 

吳權威, 謝傳崇, 陳致澄, 林芳均, 周

愉晴, 洪女真, 陳政芳, 許淑媛, 林淑

芳, 李燕坪, 廖本廷, 游源忠, 柯杏燕, 

連秀玉, 劉芹樺, 曹建文, 陳卉玟, 葉

天喜, 張瑛娸, 康育蘋, 林錫恩, 吳夢

竹, 許美觀, 莊慶鑫, 黃維民, 闕珈巧, 

朱偉祺, 蘇映陵, 李珮如, 李柏紅, 蘇

怡華, 陳宛詩, 賴秀芳, 黃彥超, 廖婉

綸合著; 林海清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31-0 (PDF) NT$500 普遍

級  

解鎖新「識」界: 一個社會科學家的

生 活 探索 、建 構及 解決「 我 」與

「知識」的問題/黃應貴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40-9 (EPUB) 

普遍級  

詩的火種/李昌憲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7-02-9 (EPUB) 

普遍級  

詩劇聖手歌德: 醉詩歌創作,挑戰權

威作家,譜寫傳世名著,發表愛情絕唱,

終獲崇高榮譽/潘于真, 胡元斌編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16-0 (EPUB) 普遍級  

資訊軟體暨服務產業年鑑. 2022/朱師

右, 張皓翔, 楊淳安, 童啟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79-1 

(PDF) NT$6000 普遍級  

資訊硬體產業年鑑. 2022/魏傳虔, 黃

馨, 黃家怡, 陳牧風, 施柏榮, 陳子昂, 

許加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資策會

產研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80-7 (PDF) NT$6000 普

遍級  

跟著大師學塔羅逆位牌/瑪莉.K.格瑞

爾作; 黃春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88-8 (EPUB) NT$520 普

遍級  

跟著大師學塔羅逆位牌/瑪莉.K.格瑞

爾作; 黃春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89-5 (PDF) NT$520 普遍

級  

跟著安魂曲見上帝!永恆的音樂神童

莫札特: <<唐璜>>、<<魔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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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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702-3 (EPUB) 普遍級  

跟著阿卡老師遊韓國: 走起!超好玩

好用的旅遊韓語,帶你隨時出發!/郭

修蓉(阿卡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27-4 (PDF) NT$380

普遍級  

跟著阿卡老師遊韓國: 走起!超好玩

好用的旅遊韓語,帶你隨時出發!/郭

修蓉(阿卡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28-1 (EPUB) 

NT$380 普遍級  

跟著賓狗一起怦然心動學英文!: 不

出國打造英文生活,實現你的斜槓職

人夢/賓狗, Leo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60-0 (EPUB) 普遍級  

跟著賓狗一起怦然心動學英文!: 不

出國打造英文生活,實現你的斜槓職

人夢/賓狗, Leo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61-7 (PDF) 普遍級  

跨越萬卷的天橋: 2021 出版社暑期實

習回憶錄/呂庭瑜, 易宇涵, 徐宇廷, 張

娓兒, 郭人瑜, 陳怡安, 陳映潔, 鄭涵

月, 蕭怡萱, 謝家榆作; 陳映潔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42-5 (PDF) 

NT$280 普遍級  

跳島練習/石曉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85-5 (PDF) 普遍級  

跳島練習/石曉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86-2 (EPUB) 普遍級  

跳過學障的高牆: 國內第一本非語文

學障者的自傳，讓獨特的人生成為

不受限的力量/秦郁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29-8 (PDF) 

NT$320 普遍級  

跳過學障的高牆: 國內第一本非語文

學障者的自傳，讓獨特的人生成為

不受限的力量/秦郁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30-4 

(EPUB) NT$320 普遍級  

運動效能鍛鍊全書: 喚醒 12 條效能

肌,10 秒提升跑、跳、踢、投、打、

游,6 大運動能力的循環式全身訓練/

笹川大瑛著;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59-6 (EPUB) 

NT$380 普遍級  

運動效能鍛鍊全書: 喚醒 12 條效能

肌,10 秒提升跑、跳、踢、投、打、

游,6 大運動能力的循環式全身訓練/

笹川大瑛著;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60-2 (PDF) NT$380

普遍級  

遇見 little me: 風靡國際的靈性寓言,

保加利亞版<<小王子>>/卡莉娜 .斯

蒂芬諾娃(Kalina Stefanova)作; 張琇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02-5 

(EPUB) 普遍級  

遇見未來的自己: 如何優雅地變老,7

段遇見之旅,揭露中年應該知道的 10

件事情/張芳玲作; Kat KUO 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8 .-- 約

32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

33-2 (線上有聲書(MP3)) NT$290 普遍

級  

像亞森.羅蘋一樣反應與思考/史蒂芬.

嘉涅(Stéphane Garnier)著; 何桂育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72-0 

(PDF) 普遍級  

像亞森.羅蘋一樣反應與思考/史蒂芬.

嘉涅(Stéphane Garnier)著; 何桂育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73-7 

(EPUB) 普遍級  

圖解內科護理學/周心如, 方宜珊, 黃

國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63-8 (PDF) 普遍級  

圖解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盧守謙, 

陳承聖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241-3 (PDF) 普遍級  

圖解民事訴訟: 第一次打民事官司就

OK!/錢世傑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10-2-7 (PDF) 普遍級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盧守謙, 

陳承聖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00-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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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32-4 (PDF)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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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33-1 (EPUB) NT$600 普遍級  

塵世便是唯一的天堂!永保赤子之心

的幽默大師林語堂: 小小鼓浪嶼貫穿

一生的愛恨情仇,一根菸斗與含笑面

容勾勒出至情至性人生/潘劍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18-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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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66-0 (EPUB) NT$350 普

遍級  

寧靜致遠/許永邦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許永邦, 11108 .-- 172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01-0418-4 ( 精 裝 ) 

NT$480 普遍級  

實用土地法精義/楊松齡著 .-- 22 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171-3 (PDF) 普遍級  

實務家觀點下之醫療民事訴訟/林宗

穎, 邱泰錄, 吳淑莉, 吳振吉, 古承宗, 

廖建瑜, 管靜怡, 邱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22-8 (PDF) 普遍級  

實戰智慧: 15 家金牌卓越企業分享制

勝法則/賴宛靖, 黃立萍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53-9 (EPUB) 

NT$450 普遍級  

實戰智慧: 15 家金牌卓越企業分享制

勝法則/賴宛靖, 黃立萍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854-6 (PDF) 

NT$450 普遍級  

慘烈窩裏鬥/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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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57-32-9722-2 (EPUB) 

普遍級  

漢語動貌的歷史法研究/張泰源著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21-0 (PDF) NT$480

普遍級  

滿分必考英文單字帶著走: 擴散式聯

想記憶＋分級程度對照＋重要考點

練習&解析 應考速記三大策略/Tong 

We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

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44-1 (EPUB) NT$349 普

遍級  

滿分必考英文單字帶著走: 擴散式聯

想記憶＋分級程度對照＋重要考點

練習＆解析 應考速記三大策略/Tong 

We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

管顧問,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7-42-7 (PDF) NT$349 普遍

級  

睡前 3 分鐘超感謝筆記: 5000 人親身

實證,吸引好運與財富的超強習慣/心

理諮商師 masa 著; 陳聖怡譯 .-- 臺北

市 : 如何,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38-8 (EPUB) 普遍級  

磁感測器與類比積體電路原理與應

用/吳樂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01-4 (PDF) 普遍級  

管理與人生/陳澤義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66-6 (PDF) 普遍級  

精神醫學與法學的交錯. 二/王俸鋼, 

楊貴智, 楊廼軒, 蕭宏宜, 卓俊雄, 吳

景欽, 廖建瑜, 王子榮, 楊添圍, 黃聿

斐, 吳忻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21-1 (PDF) 普遍級  

精準健康科技前瞻議題之探討/洪長

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

政策中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28-6 (PDF) 普遍級  

精準寫作: 寫作力就是思考力!精鍊

思考的 20 堂課,專題報告、簡報資料、

企劃、文案都能精準表達/洪震宇作; 

余宗翰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8 .-- 約 49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99-8 (線上有聲書(MP3)) 

NT$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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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21-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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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82-8 (PDF) 普遍級  

綠色經濟學碳中和: 從減碳技術創新

到產業與能源轉型,掌握零碳趨勢下

的新商機/前田雄大著; 童小芳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39-4 (EPUB) 

NT$266 普遍級  

網 頁 設 計 必 學 技 術 :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jQu

ery Mobile+Bootstrap5/全華研究室, 王

麗琴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294-0 (PDF) 普遍級  

網紗記事/周定邦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70-5 (PDF) 普遍級  

網紗記事/周定邦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71-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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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tics/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34-8 (PDF) NT$6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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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tics/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35-5 (EPUB) NT$680 普

遍級  

網路概論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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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50-8 (PDF) NT$500 普遍

級  

網路概論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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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51-5 (EPUB) NT$500 普

遍級  

維度之間= The dimensions, in between: 

a dual exhibition of works by Yuchieh 

Hsiao & Hungni Wu/蕭宇倢, 吳虹妮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9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8-

64-1 (平裝) NT$386 普遍級  

臺灣百年文學出版史/古遠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736-4 (PDF) 

NT$960 普遍級  

臺灣百年文學出版史/古遠清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737-1 (PDF) 

NT$460 普遍級  

臺灣百年文學制度史/古遠清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741-8 (PDF) 

NT$360 普遍級  

臺灣百年文學期刊史/古遠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739-5 (PDF) 

NT$880 普遍級  

臺灣行政全地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著作 .-- 第三版 .-- 新北市 : 金

時代文化, 11108 .-- 1 面; 78X108 公

分 .-- ISBN 978-986-5736-82-8 (單張全

開)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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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喜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09-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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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喜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08-0 (EPUB) 普遍級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專輯. 第七輯/社

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402-6-1 (PDF) 普遍級  

* 臺 灣 養 豬 統 計 手 冊 . 2021= 2021 

Taiwan pig production statistics/陳中興

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央畜產會 , 

11109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916-0-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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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律神經和諧共舞的兔子跳跳操/

宮腰圭著; 蔡麗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31-8 (EPUB) 普遍

級  

與自律神經和諧共舞的兔子跳跳操/

宮腰圭著; 蔡麗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34-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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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78-0-4 

(EPUB)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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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65-1 

(EPUB) 普遍級  

與情緒工作: 情緒聚焦治療/陳玉英, 

格林伯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0-43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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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66-8 (EPUB) 普遍級  

蒙特梭利育兒全書: 高層次服從、語

言爆發期、潛意識活動、大腦潛能

開發 ......蒙氏獨特教育法!/(義)蒙特

梭利(Maria Montessori)著; 張勁松譯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23-8 (EPUB) 普遍級  

裴社長廚房手記. 2. 下部/裴偉作.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8 .-- 約 3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87-1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裴社長廚房手記. 2: 那些水手的浪遊

時光、動搖國本的報導幕後,以及超

美味料理的人情故事/裴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4-82-6 (PDF) 

普遍級  

語意錯誤寫真劇本集/齊怡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98-0-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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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64-9 (EPUB) 

NT$280 普遍級  

說故事的人 ,在療傷的路上 /范琪斐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4-0-8 (EPUB) NT$360 普遍級  

說故事的人 ,在療傷的路上 /范琪斐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4-1-5 (PDF) 普遍級  

說話歌曲: 歷史文獻與案例研究/車

炎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斐亞文化

藝術, 11110 .-- 22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433-7-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說說笑笑學英文: 笑話、諺語加腦筋

急轉彎. 2/Two Horse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9-12-1 (PDF) 普遍級  

*輔英科技大學: 大寮健康永續城鎮

營造 108-110 學年度學生專題成果手

冊集/鄭富春, 薛建蓉總編輯 .-- 高雄

市 : 輔英科大, 11108 .-- 42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992-0-2 (平裝) 

普遍級  

輕輕說晚安/小油画/Little Oil Art 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52-2 

(EPUB) NT$336 普遍級  

銀行理專不能說的秘密/周冠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20-1 

(PDF) 普遍級  

銀行理專不能說的秘密/周冠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821-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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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164-5 (PDF) NT$480 普遍級  

閩南語音字分清楚: 最強工具套書/

鄭安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3-314-

4 (全套:平裝) NT$860 普遍級  

領導者的七種原型: 克服弱點、強化

優點 ,重新認識自己 ,跨越領導力鴻

溝!/洛麗.達絲卡(Lolly Daskal)著; 戴

至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

社,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5-00-0 (EPUB) NT$300 普遍級  

鳳陽牧歌/傅武光著 .-- 臺北市 : 萬卷

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25-8 (PDF) NT$320 普遍級  

劉豁公文存/劉豁公原著; 蔡登山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49-7 (EPUB) NT$364 普遍級  

增肌減脂 X 穩定內分泌,蛋白質飲食

全攻略: 預防肌少症,對抗衰老、焦

慮,照護全家身心的必備指南/上西一

弘作;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51-5 (EPUB) NT$280 普遍級  

寫過就不忘!韓文自學達人的單字整

理術: 「77 的韓文筆記」教你活用資

源、寫出自己的韓文筆記、克服學

習難關/楊珮琪(77)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78-9 (EPUB) 普遍

級  

寫過就不忘!韓文自學達人的單字整

理術: 「77 的韓文筆記」教你活用資

源、寫出自己的韓文筆記、克服學

習難關/楊珮琪(77)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79-6 (PDF) 普遍級  

寫實主義先驅米勒: <拾穗>、<晚禱

>、<牧羊女與羊群>,生於土地安於

土地,從大地母親身上汲取醇厚溫暖

的力量/徐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36-8 (EPUB) 普遍

級  

影片聲音製作全書: 掌握人聲、配樂、

音效製作方法與成音技術,打造影音

完美交融,質感升級的專業實務法/坂

本昭人著; 王意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易博士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0-244-9 (EPUB) 

NT$539 普遍級  

影響力: 讓人乖乖聽話的說服術/羅

伯特.席爾迪尼(Robert B. Cialdini)著; 

謝儀霏譯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久

石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88-3-7 (EPUB) 普遍級  

影響力習慣: 讓同等的付出,發揮加

倍的影響力,打造贏得長久勝利的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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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莉茲.懷斯曼(Liz Wiseman)著; 吳國

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09-6 (EPUB) NT$420 普遍級  

影響力習慣: 讓同等的付出,發揮加

倍的影響力,打造贏得長久勝利的迴

圈/莉茲.懷斯曼(Liz Wiseman)著; 吳國

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810-2 (PDF) NT$420 普遍級  

德雷瑟裝飾設計原理/克里斯多夫.德

雷瑟(Christopher Dresser)著; 章舒涵, 

鍾沁恆, 朱炳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 111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0-240-1 (EPUB) 

NT$1190 普遍級  

憂鬱世代: 頂大生如何走出升學牢籠、

社群競逐及自我價值困惑的憂鬱症/

莊明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317-8 (EPUB) 普遍級  

數位金融科技與服務發展趨勢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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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策會產研所,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82-1 (PDF) 

NT$13200 普遍級  

數位旅宿營銷勝經: 降本增效方法學!

迎接後疫時代新市場 /黃偉祥(Bob)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浩 斯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45-4 (EPUB) 普遍級  

數學瞬解 60: 日本補教界名師解題祕

笈大公開/森圭示作; 陳識中譯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49-3 (EPUB) 

NT$336 普遍級  

標準韓國語發音: 基本發音、變音、

連音、語調、語速一本搞定,讓你練

就一口道地的首爾腔!/金志珉, 尹信

愛, 李殷珠著; 郭于禎, 林玉雙譯 .-- 新

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36-9 (PDF) 普遍級  

*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

文集 . 2022= The Proceeding of 2022 

Symposium on Mold & Di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嚴 美 鳳 主 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模具工業同業公

會, 11108 .-- 3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893-8-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樂齡族 5 分鐘核心運動: 每天練幾招,

就能改善平衡、增強活動力、緩解

疼痛、預防跌倒/辛蒂.布莉絲(Cindy 

Brehse), 泰咪.布莉絲.澤奈特斯(Tami 

Brehse Dzenitis)著 ; 劉凡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5-44-8 

(EPUB) NT$26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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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679-8 (EPUB) 

普遍級  

瘦用一生的 21 天代謝回正飲食/余朱

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28-8 (PDF) 普遍級  

瘦用一生的 21 天代謝回正飲食/余朱

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29-5 (EPUB) 普遍級  

糊塗魔女老師. 1, 神奇的魔法保健室

/廣嶋玲子作; 楊明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27-0 (EPUB) NT$224 普

遍級  

緣定黎夕/旭義公子作 .-- 臺北市 : 新

文潮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60-9-9 (EPUB) 普遍級  

蓮池大師文集: 往生集、淨土四十八

問、淨土疑辯、西方願文解/(明)古

杭雲棲寺沙門 祩宏 述 .-- 初版 .-- 臺

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6-16-8 (PDF) 

普遍級  

蓮池大師文集: 往生集、淨土四十八

問、淨土疑辯、西方願文解/(明)古

杭雲棲寺沙門 祩宏 述 .-- 初版 .-- 臺

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6-17-5 (EPUB) 

普遍級  

請用 100 字表達香蕉的魅力/柿內尚

文作;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5-701-8 (EPUB) 普遍級  

諸葛亮北伐挫敗/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25-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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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4-21-3 (EPUB) NT$336 普遍級  

調笑如昔一少年/王正方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607-6 

(EPUB) 普遍級  

誰 的心裡 沒點問 題 ?/福爾克 .齊茲

(Volker Kitz), 曼 努 埃 . 涂 煦 (Manuel 

Tusch)著; 楊夢茹譯 .-- 臺北市 : 先覺,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435-5 (EPUB) NT$350 普遍級  

誰的眼白著涼了/英格藍貓文.圖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50-9 (EPUB) 

NT$238 普遍級  

誰 的 博 物 館 / 艾 莉 絲 . 普 洛 特 (Alice 

Procter)著; 吳莉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點,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41-0 (EPUB) 普遍級  

誰教壞了你的孩子: 愛說謊、亂打人、

沒禮貌,不立即糾正,小心孩子越長越

歪!/孫桂菲, 陳雪梅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03-0 (EPUB) 普遍

級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科普?/李開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8 .-

- 冊 .-- ISBN 978-626-335-833-1 (全套:

平裝) NT$1340 普遍級  

論病人命末自主及其刑法關係: 兼論

兩岸病人命末自主法制/許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34-1 (PDF) 

NT$600 普遍級  

論推計課稅與漏稅罰/蔡佩欣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42-6 (PDF) 

NT$600 普遍級  

論語筆記 /正和書院論語讀書會編

輯 .-- 再版 .-- 臺中市 : 正和書院 , 

11108 .-- 2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092-1-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躺平,是我的權利: 貓和狗的療心話/

簡單心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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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878-2 (PDF) 普遍級  

躺平,是我的權利: 貓和狗的療心話/

簡單心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879-9 (EPUB) 普遍級  

鄭清文全集. 13-15: 長篇小說卷. 一-

三/鄭清文作; 鄭谷苑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44-9 (EPUB) 

NT$490 普遍級  

鄭清文全集. 16-18: 童話卷. 一-三/鄭

清文作; 鄭谷苑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645-6 (EPUB) 

NT$420 普遍級  

鄭清文全集. 19-23: 評論.隨筆與詩卷. 

一-五/鄭清文作; 鄭谷苑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646-3 

(EPUB) NT$1280 普遍級  

鄭清文全集. 24-27: 翻譯卷. 一-四/鄭

清文作; 鄭谷苑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647-0 (EPUB) 

NT$1080 普遍級  

鄭清文全集. 28, 資料卷/鄭清文著; 鄭

谷苑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

學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29-6 (EPUB) 普遍級  

閱讀教學啟動心靈視窗/謝淑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56-2 (PDF) 

NT$380 普遍級  

魯迅雜文全集: 集外集拾遺補編/魯

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94-1-0 (EPUB) NT$480 普遍級  

墨子的方舟: 直白到打醒你的軟爛!

鋼鐵超直男墨子,與他機智的理性生

活/曾暐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394-2-7 (EPUB) NT$350 普遍級  

墨相萬仟: 2022 泛亞洲當代藝術風貌

= Thousand Faces Of Arts: 2022 Pan-

Asia Contemporary Art Exchange 

Exhibition/陳瑋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迪傑魔, 11108 .-- 1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7956-5-4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儒家禮學人文思想新視野 /謝淑熙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55-5 (PDF) NT$460 普遍級  

學甲慈濟宮史/李雄揮著 .-- 修訂再

版 .-- 臺南市 : 李雄揮, 11108 .-- 4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473-3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學位論文撰寫與問卷調查統計分析/

胡子陵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02-1 (PDF) 普遍級  

學會「體貼」,讓人生更加順遂: 不

消耗、不勉強自己的 100 個貼心小

習慣/藤本梨惠子作; 劉姍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68-3 

(EPUB) NT$350 普遍級  

學會「體貼」,讓人生更加順遂: 不

消耗、不勉強自己的 100 個貼心小

習慣/藤本梨惠子作; 劉姍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69-0 

(PDF)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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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23-6-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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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23-7-5 

(EPUB) 普遍級  

憶時河特刊: 樂齡十周年紀念/劉守

隆, 溫詠淇, 彭采貞, 闕震花, 闕震蓮, 

陳惠珍 , 鄧謝眞智作 ; 范馨文總編

輯 .-- 初版 .-- 新竹縣 : 新竹愛鄰協會, 

11108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464-0-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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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684-2 (EPUB) 普遍級  

戰爭憑什麼: 從靈長類到機器人的衝

突 與 文 明 進 程 / 伊 安 . 摩 里 士 (Ian 

Morris)著; 袁曼端 , 高振嘉, 王立柔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4-5-3 (PDF) NT$580 普遍級  

操控人心的技巧: 向歷史人物學習操

縱人心的方法,跟著頂尖讀心師培養

超影響力!/DaiGo 著; 伊之文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37-5 (EPUB) 

普遍級  

歷史的轉換期 9: 改革與試煉的時代 

1861 年/小松久男編; 李彥樺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50-4 

(EPUB) 普遍級  

歷史風華與文藝新象: 竹塹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林佳儀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740-1 (PDF) NT$660 普遍級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 遊牧、

商業與宗教,前近代歐亞世界體系的

形成/森安孝夫著; 陳嫻若譯 .-- 1 版 .-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48-1 (EPUB) 

NT$294 普遍級  

澤倫斯基:我們如此相信: 烏克蘭為

全世界捍衛的信念、勇氣和價值/澤

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作; 閻紀

宇, 李忠謙, 王穎芝, 廖綉玉, 簡恒宇, 

蔡娪嫣, 陳艾伶, 劉俞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05-8 (EPUB)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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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33-8 (EPUB) 

普遍級  

獨立,不等於跟愛情誓不兩立!: 「葳

老闆」周品均的 35 堂犀利戀愛課/周

品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17-6 (EPUB) 普遍級  

獨立鍛造: 重新領悟生命任務,淬鍊

獨一無二完整的你/蘇絢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87-4 (EPUB) 

普遍級  

獨活使用手冊: 打造剛剛好的孤獨,

揮別寂寞、依賴、沒有安全感、缺

乏自信的人生/鎌田實著; 陳綠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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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56-5 

(EPUB) 普遍級  

獨活使用手冊: 打造剛剛好的孤獨,

揮別寂寞、依賴、沒有安全感、缺

乏自信的人生/鎌田實著; 陳綠文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57-2 

(PDF) 普遍級  

盧恩初階占卜手冊/陳文容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陳文容,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417-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親近嚴耕望: 歷史地理論文隨筆集/

采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09-2 (PDF) 普遍級  

親密關係暴力的交織性: 原鄉現象與

社工實務/沈慶鴻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巨流,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32-670-6 (PDF) 普遍級  

親屬: 案例式/郭欽銘著 .-- 十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28-1 (PDF) 普遍級  

貓咪占星指南: 一次搞懂貓咪星座宮

位、上升與月亮,用占星學找到與主

子幸福共生的最佳方案/埃里安.亞拉

芙(Eliane K. Arav)著; 姜盈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45-0 

(EPUB) 普遍級  

貓咪的心情&飼育學習指南/ANIHOS

寵物診所作;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70-6 (EPUB) 

NT$350 普遍級  

貓咪的心情&飼育學習指南/ANIHOS

寵物診所作;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71-3 (PDF)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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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667-5 (EPUB) 普遍級  

靜謐的榮光: 大戰、馬洛里與聖母峰

的征途/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著; 

鄭煥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191-8 (EPUB) 普遍級  

龍舒增廣淨土文/(宋)王日休譔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69-9-9 

(PDF) 普遍級  

龍舒增廣淨土文/(宋)王日休譔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77-8-1 

(EPUB) 普遍級  

龍騎士的異世界救世之旅. 第一部/

李欣峰作 .-- 初版 .-- 屏東縣 : 龍騎士

工作室,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29-0-7 (EPUB) 普遍級  

營建法規/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20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26-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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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65-2 (PDF) 普遍級  

環境科學概論: 原理與台灣環境/黃

家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188-1 (PDF) NT$950 普遍級  

療癒自己繪本合輯: 你一定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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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17-2 (EPUB) 普遍

級  

療癒自己繪本合輯: 你一定做得到、

你已經很棒了/凱特.艾倫(Kate Allan)

著; 李曉燕, 陳文怡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18-9 (PDF) 普遍級  

療 癒 的 ~ 豎 琴 曲 集 . 流 行 歌 曲 篇 = 

Soothing music for the harp. beginner 

level/賴薇伊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1108 .-- 15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03-55-8 (第 1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療 癒 的 ~ 豎 琴 曲 集 . 流 行 歌 曲 篇 = 

Soothing music for the harp. beginner 

level/賴薇伊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1108 .-- 1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03-56-5 (第 2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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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56-7 (EPUB) 普遍

級  

矯正法典/霍華德編 .-- 14 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04-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禪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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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07-2 (EPUB) 

普遍級  

賽局思考練習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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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樂金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56-0 (EPUB) 普遍級  

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徐珮

芬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啟 明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2-2-5 (PDF) 普遍級  

鍊金術師完全事典/羅沁穎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19-0 (PDF) 

普遍級  

隱形古物商/周芬伶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60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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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3-15-2 (EPUB) 普遍級  

點餐,帶上這本書: 50 道經典名菜故

事和名家獨門食譜,讓你懂「吃」/詹

姆斯 .溫特(James Winter)著; 陳芳誼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26-9 (PDF) 普遍級  

點餐,帶上這本書: 50 道經典名菜故

事和名家獨門食譜,讓你懂「吃」/詹

姆斯 .溫特(James Winter)著; 陳芳誼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27-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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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又有趣的 10 大管理理論/魏忠

漢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75-0 (PDF) NT$280 普遍級  

織色入史箋: 中國顏色的理性與感性

/陳魯南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94-3 (EPUB) NT$520 普遍級  

翻轉思維的人生學程/鄧傑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7-00-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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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694-1 (EPUB) 普遍級  

舊約聖經人物圖鑑 /山我哲雄監修; 

鍾嘉惠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52-3 (EPUB) NT$266 普遍級  

藏著不說的,最傷?: 祕密如何影響你

的 健 康 與 未 來 / 麥 可 . 史 萊 平 恩

(Michael Slepian)著; 魯宓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究竟,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86-7 (EPUB) 

NT$380 普遍級  

轉角的換書商店/A.Z.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16-8 (EPUB) 

NT$238 普遍級  

轉動自律飛輪：不費力完成最想做

的事/Kris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5-7-7 (EPUB) NT$450 普遍級  

轉動自律飛輪：不費力完成最想做

的事/Kris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5-8-4 (PDF) NT$450 普遍級  

醫學芳香療法/劉大元, 林淑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81-2 (PDF) 

普遍級  

醫護法規/曾育裕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13-7 (PDF) 普遍級  

離開你的每一次準備/陳依雯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717-5 (EPUB) 

NT$238 普遍級  

雜念: 與凡間觸動共舞的小碎步/雲

淡風輕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95-2 (EPUB) 普遍級  

雜念: 與凡間觸動共舞的小碎步/雲

淡風輕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796-9 (PDF) 普遍級  

寵物生命禮儀/林元鴻作; 驢頭姐朗

讀  .-- 第 一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08 .-- 約 24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36-8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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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0-1-6 (EPUB) 普遍

級  

羅馬人的故事. I,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

的/塩野七生著; 徐幸娟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43-0 (EPUB) 普遍

級  

羅馬人的故事. II, 漢尼拔戰記/塩野

七生著; 張惠君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42-3 (EPUB) 普遍級  

羅馬人的故事. III, 勝者的迷思/塩野

七生著; 林雪婷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47-8 (EPUB) 普遍級  

羅馬人的故事. IV, 凱撒時代(盧比孔

之前)/塩野七生著; 李曼榕, 李璧年

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46-1 

(EPUB) 普遍級  

羅馬人的故事. V, 凱撒時代(盧比孔

之後)/塩野七生著; 黃紅杏譯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52-2 (EPUB) 

普遍級  

藝振人心筆酣墨飽: 周熙斌書法個展

/周熙斌總編輯 .-- 臺北市 : 康寧大學, 

11109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9-5-8 (平裝) 普遍級  

藝海桴遊/遠揚編輯群編輯 .-- 初版 .-

- 新竹縣 : 遠揚文化, 11109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545-0-5 (卷

1:平裝) 普遍級  

藝起禪繞/徐鳳霙編著 .-- 再版 .-- 新

北市 : 謳馨, 11108 .-- 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977-4-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藝術.文物.倫理: 沈從文的博物文化

之旅/陳慧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78-719-7 (PDF)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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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28-0-8 

(EPUB) NT$400 普遍級  

*霧峰向日葵家園. 2022: 銀髮族、幼

兒園與身心障礙者融合教育研習活

動成果報告/林豐隆, 張騰云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園 , 

11108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830-2-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願來世當你的媽媽/禪明法師著; 袁

育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24-4-2 (EPUB) 普遍級  

礦物圖鑑事典: 120 種主要礦物 x400

張高清圖片,專家教你用放大鏡和條

痕顏色鑑定礦物/松原聰作; 劉宸瑀, 

高詹燦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53-0 (EPUB) NT$434 普遍級  

蘋 果 進行 式 : 從革 新到 鍍金 , 解鎖

Apple 高成長動能的秘密/特里普.米

克爾(Tripp Mickle)著; 林潔盈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11-5 (EPUB) 普遍級  

蘋 果 進行 式 : 從革 新到 鍍金 , 解鎖

Apple 高成長動能的秘密/特里普.米

克爾(Tripp Mickle)著; 林潔盈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12-2 (PDF) 普遍級  

蘇東坡: 竹杖芒鞋輕勝馬,笑看人生

的大文豪/朱嘉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280-2 (PDF) NT$380 普遍

級  

蘇格拉底教我的最後一堂課: 當百萬

暢銷作家遇見心靈大師,關於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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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解答/丹.米爾曼(Dan Millman)著; 

蔡孟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999-4 (PDF) 普遍級  

蘇格拉底教我的最後一堂課: 當百萬

暢銷作家遇見心靈大師,關於生活的

最終解答/丹.米爾曼(Dan Millman)著; 

蔡孟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01-7 (EPUB) 普遍級  

鐵路事業民營化. I/林淑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35-8 (PDF) 

NT$350 普遍級  

鐵路事業民營化. II/林淑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33-4 (PDF) 

NT$280 普遍級  

魔靈貓養育聖典: 學會行為溝通密碼

+魔力地圖,解讀喵星人內心情緒,建

構愛與情感能量 /傑克森 .蓋勒克西

(Jackson Galaxy), 米 克 爾 . 狄 加 度

(Mikel Delgado)著 ; 聞翊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3-13-8 

(EPUB) 普遍級  

歡迎光臨鬧鬼路邊攤: 細思極恐的驚

悚鬼話/路邊攤著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54-7 (EPUB) NT$231 普遍級  

歡迎進入管理階層: 從一流工作者成

長 為 卓 越 領 導 者 / 萊 恩 . 霍 克 (Ryan 

Hawk)著; 周宜芳譯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星出版,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9-5-9 (EPUB) 普遍級  

*讀一篇行銷故事勝過一場教育訓練

/何勝峰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76-7 (PDF) NT$260 普遍級  

讀曆書店/李欣頻, 謝凱特, 王思迅, 謝

哲青, 張馨潔, 伊芙等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書數位內容,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55-3-7 

(EPUB) 普遍級  

讀曆書店= The 2023/newsveg/李欣頻, 

謝凱特, 王思迅, 謝哲青, 張馨潔, 伊

芙等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書數

位內容, 11111 .-- 3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455-2-0 ( 平 裝 ) 

NT$980 普遍級  

龔鵬程學.思.俠.遊特輯/龔鵬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53-45-1 (全套:

平裝) NT$4980 普遍級  

驛繪言傳: 新北投車站與鐵道記憶/

黃文彥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北投車站, 11109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91-0-5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體驗式交流對臺灣年輕人文化認同

之影響/簡銘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71-2 (EPUB) NT$350 普

遍級  

讓 你 和小 孩財 富翻 身的脫 貧 思維

/John Lee 著;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90-1 (EPUB) 普遍

級  

讓 你 和小 孩財 富翻 身的脫 貧 思維

/John Lee 著;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991-8 (PDF) 普遍級  

靈視拜拜.我從求神背後找到自我實

現的力量: 拜神要靈驗,拜拜完不要

急著插香走人!/宇色 Osel 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6-97-5 (EPUB) 

普遍級  

靈魂的花朵: 周修業先生詩文集/周

修業編著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23-4 

(PDF) NT$620 普遍級  

黌舍一夢/馬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734-0 (PDF) NT$600 普遍

級  

圣经信息系列: 罗马书: 世界在等待

的福音/斯托得(John Stott)著; 李永明

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82-2 

(EPUB) 普遍級  

菇菇教科書: 蕈類觀察與辨別入門/

佐久間大輔作; 李依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72-0 (EPUB) 

NT$420 普遍級  

菇菇教科書: 蕈類觀察與辨別入門/

佐久間大輔作; 李依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73-7 (PDF) 

NT$420 普遍級  

憨山大師註: 老子道德經. 第五冊/圓

暘法師作  .-- 屏東縣  : 一真講堂 , 

111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3242-4-3 (平裝) 普遍級  

開關: 問題的 100 個答案,99 個是創意

/郝廣才文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0-27-3 (EPUB) 普遍級  

佛學概論/林朝成, 郭朝順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32-4 (EPUB) 

普遍級  

靜思法髓妙蓮華: 信解品第四/釋證

嚴講述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52-1-3 

(EPUB) NT$1800 普遍級  

改變自己: 權柄關係中的受傷與恢復

/林少軒著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95-7-1 (EPUB) 普遍級  

麥肯錫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 為什麼

他們問完問題,答案就跟著出現了?/

高杉尚孝著; 鄭舜瓏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13-9 (PDF) 普遍級  

麥肯錫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 為什麼

他們問完問題,答案就跟著出現了?/

高杉尚孝著; 鄭舜瓏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14-6 (EPUB) 普遍

級  

劉晚蒼傳: 內家功夫與手抄老譜/劉

晚蒼, 劉光鼎, 劉培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展,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395-5 (EPUB) NT$450 普

遍級  

城市不服從: 以失序設計打開生活想

像/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 帕布

羅 .森德拉(Pablo Sendra)作 ; 廖亭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

室,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97-0-9 (EPUB) 普遍級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張玉法主

編; 王建朗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54-6 (EPUB) 普遍級  

從接收到淪陷: 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

作之檢討/林桶法著 .-- 臺北市 : 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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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53-9 (EPUB) 普遍級  

哥倫比亞史: 黃金國傳說/張立卉著 .-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38-6 

(EPUB) 普遍級  

課本沒教的台灣華語句型 50/蔡佩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0-83-6 (PDF) 普遍級  

黃玟君的觀念英文閱讀. 1, 從看懂句

子開始/黃玟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32-617-3 (EPUB) 普遍級  

好繪本 如何好/郝廣才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0-21-1 (EPUB) 

普遍級  

新譯明清小品文選/鄭婷注譯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49-2 (EPUB) 

普遍級  

今 天 : 366 天 , 每 天 打 開 一 道 門 : 

JAN.1~JUN.30/郝廣才作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0-18-1 (EPUB) 普遍級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吳趼人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31-7 (EPUB) 

普遍級  

三俠五義/石玉崑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44-7 (EPUB) 普遍級  

鄭清文全集/鄭清文作; 鄭谷苑主編 .-

- 初 版  .-- 臺 南 市  : 臺 灣 文 學 館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650-0 (EPUB) NT$5800 普遍級  

夢想/郝廣才文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0-17-4 (EPUB) 普遍級  

麗池的異想世界: 龍蝦治百瞎/麗池

克萊姆文.圖; 賴云倩譯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0-14-3 (EPUB) 普遍級  

用手指思考!幾何摺紙摺出數學力 x

想像力 x 記憶力/衫之原真貴作; 亞緋

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33-1 

(EPUB) NT$196 普遍級  

尋味.中國茶/池宗憲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40-5 (EPUB) 普遍

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