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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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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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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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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類 

目錄學；文獻學 

余英時序文集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余英

時文集 ; 24) .-- ISBN 978-957-08-6580-

6 (平裝 ) .-- ISBN 978-957-08-6581-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序跋  011.6  

無用之用 : 偷得書墨一段香 / 簡墨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19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80-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書評 2.CST: 文學評論  

011.69  

用書打怪 : 以閱讀解決人生問題 / 宋

怡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285-

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閱讀 2.CST: 讀書法  019.1  

閱讀 : 人與世界跨越時空的連結 / 貝

琳達.傑克(Belinda Jack)著 ; 呂玉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4-74-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閱讀 2.CST: 閱讀指導  019.1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解讀 RDA : 理論基礎與編目實務 / 牛

惠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牛惠曼, 

11109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87-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編目規則 2.CST: 機讀編目格

式 3.CST: 鏈結資料  023.4  

邁向電子學位論文之路 : 以臺灣經

驗為例 / 王宏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6182-1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家圖書館 2.CST: 學位論文 

3.CST: 資訊檢索系統 4.CST: 臺灣  

023.86  

智慧型手機知識碎片化時代的閱讀

力最新技術大全 = New reading skill 

encyclopedia / 佐佐木俊尚著 ; 林巍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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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職場方

舟 ; 21) .-- ISBN 978-626-7095-74-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資訊蒐集 2.CST: 資訊管理 

3.CST: 網路資源  028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典藏獅愛 : We serve 典藏版 / 鍾炳耀

總編輯 .-- 臺南市 : 國際獅子會 300-

D1 區, 11110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049-1-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國際獅子會  061.52  

財團法人大嵙崁文教基金會年報  : 

看見大嵙崁 / 財團法人大嵙崁文教

基金會作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大嵙

崁文教基金會, 11111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670-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大嵙崁文教基金會  

068.33  

異論「現代」 = Debating "modern" / 

慕思勉, 洪煒茜, 陳琳, 蘇雅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博物館 , 

11111 .-- 10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61-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展覽 2.CST: 歷史檔案 

3.CST: 臺灣社會  069.7  

博揚古籍選. 歷史篇 : 台灣省博覽會

手冊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 6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73-0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博覽會 2.CST: 歷史 3.CST: 臺

灣  069.833  

普通論叢 

內聖外王的智慧 : 給大人物看的現

代治國策 / 天際雲著 .-- 1 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35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76) .-- 

ISBN 978-626-7134-61-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台灣向前行!我的建國大綱/總統政

見(附新潮流最可能出賣台灣嗎?) / 

蔡百銓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蔡

百銓, 11109 .-- 2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553-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余英時時論集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448 面; 21 公分 .-- (余英

時文集 ; 25) .-- ISBN 978-957-08-6576-

9 (平裝 ) .-- ISBN 978-957-08-6577-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2.CST: 時事評論  

078  

香港時代文集 / 余英時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余英

時文集 ; 19) .-- ISBN 978-957-08-6589-

9 (精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慶文博學院學

生論文集. 110 學年度 = Proceedings of 

the students research conference in the 

College of Letters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NNUA 

2021 / 李俊緯執行編輯 .-- 臺南市 : 國

立臺南藝術大學, 11111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25-9-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聖人治未病 / 林忠勝作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林忠勝, 111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18-8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聖人治未亂 / 林忠勝作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林忠勝, 111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77-8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哲學類 

學術思想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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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人物 / 林毓生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24 面; 21 公分 .-- (林毓生作

品集) .-- ISBN 978-957-08-6575-2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思想史 2.CST: 文集 3.CST: 中

國  112.07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 王汎

森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585-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近代哲學 

3.CST: 文集 4.CST: 中國  112.707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 清代的思想、

學術與心態 / 王汎森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6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6586-8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清代哲學 

3.CST: 文集  112.707  

我的治學經驗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96 面; 21 公分 .-- (余英

時文集 ; 20) .-- ISBN 978-957-08-6583-

7 (平裝 ) .-- ISBN 978-957-08-658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余英時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集  112.807  

中國哲學 

天下大同 : 宣聖四配解易經 / 木本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

出版社出版 : 仁風坊發行,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生活經典系列 ; 

5) .-- ISBN 978-626-96298-4-8 (卷 1: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周氏易經通解. 第三冊 / 周鼎珩遺著 ;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85-4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周氏易經通解. 第四冊 / 周鼎珩遺著 ;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86-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周易口義 / 唐道宗著作 ; 陳如麟主

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陳 如 麟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1-0585-

3 (全套: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不忘初心 : 每天读一点易经和道德

经 / 耿大祥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寒

亭書社, 11109 .-- 236 面; 26 公分 .-- 正

體題名:每天讀一點易經和道德經 .-- 

ISBN 978-626-95584-7-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道德經 3.CST: 注

釋 4.CST: 研究考訂  121.17  

不忘初心 : 每天讀一點易經和道德

經 / 耿大祥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寒

亭書社, 11109 .--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84-6-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道德經 3.CST: 注

釋 4.CST: 研究考訂  121.17  

從易經解維摩詰經 / 劉君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劉君祖易經世界 ; 24) .-- ISBN 978-

626-7206-2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經集部 3.CST: 研

究考訂  121.17  

儒家經典 / 明誠佛堂經典編輯委員

會彙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957-686-845-0 ( 第 1 集 : 精 裝 ) 

NT$680 .-- ISBN 978-957-686-846-7 (第

2 集: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儒家 2.CST: 儒學  121.2  

儒家思想與 21 世紀的對話 / 黃俊傑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

中心, 11109 .-- 412 面; 21 公分 .-- (東

亞儒學研究叢書 ; 32) .-- ISBN 978-

986-5452-98-8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儒學 2.CST: 文集  121.207  

厭世讀論語 : 千年名師神回覆,開解

你的人生疑難 / 厭世國文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歷史 ; 79) .-- ISBN 978-986-137-388-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3.CST: 

人生哲學  121.227  

孔子說論語 / 唐雅燕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96 面; 16X17 公分 .-- (語

文小百科 ; 10)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13-093-7 (精裝) NT$135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讀本  121.228  

明公啟示錄 :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 4, 從帛書<<老子>>領略人生的取

捨與平衡 / 范明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77-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注釋  121.311  

莊子 / 吳光明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35-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周)莊周 2.CST: 莊子 3.CST: 

學術思想  121.33  

墨子 : 墨,黑也,人民之色! / 秦榆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 (古學今用 ; 158) .-- ISBN 978-986-

392-46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周)墨翟 2.CST: 墨子 3.CST: 

學術思想 4.CST: 注釋  121.411  

鵝湖民國學案 / 呂榮海, 賴俊鵬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560 面; 21 公分 .-- (蔚

理文叢 01 ; 1) .-- ISBN 978-626-7134-

58-0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現代哲學 

3.CST: 文集  128  

馬一浮的「義理學」 : 在傳統與轉

型之間 : 一個學術史的分析 / 李智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

有限公司, 11110 .-- 59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15-1900-5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馬一浮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新儒學  128.6  

東方哲學 

文化詮釋與諸傳統之交涉 / 何建興, 

楊德立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1110 .-- 294

面; 21 公分 .-- (東亞文哲研究叢刊 ; 

8) .-- ISBN 978-626-7002-78-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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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東方哲學 2.CST: 文化 3.CST: 

文集  130.7  

西洋哲學 

實用主義與教育研究 / Gert J. J. Biesta, 

Nicholas C. Burbules 著 ; 林于仙, 單文

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09-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 

2.CST: 實用主義 3.CST: 教育研究法  

143.73  

世界這麼大,不做自己要幹嘛? : 尼采

200 個放飛自我的人生答案之書 / 尼

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 ; 李

東旭編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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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549-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人生哲學  147.66  

邏輯學 

邏輯學原來這麼有趣 : 顛覆傳統的

18 堂邏輯課 / 董桂萍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1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邏輯  150  

到思維之路 / 余英時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文

集 ; 15) .-- ISBN 978-957-08-6571-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邏輯 2.CST: 思維方法 3.CST: 

文集  150.7  

這就是符號學! : 探索日常用品、圖

像、文本,76 個人人都能懂的符號學

概念 / 尚恩.霍爾(Sean Hall)著 ; 呂奕

欣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9-

451-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符號學 2.CST: 圖像學  156  

形上學；玄學 

人類大宇宙 : 抬頭望向天空尋找答

案的人們,以及隱藏在星空中的歷史 

/ 喬.馬錢特(Jo Marchant)著 ; 徐立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74-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宇宙論  163  

心理學 

榮格心理學指南 : 理論、治療與應

用  / 帕 巴 多 博 洛 斯 (Renos K. 

Papadopoulos)主編 ; 魏宏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5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7-251-0 (平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榮格(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心理學  170.189  

上班心好累......不當厭世社畜了! : 精

神科醫生專為上班族所寫的心理健

康書 / 尾林譽史著 ; 童小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531-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心身醫學  

172.9  

擔憂少一點手冊 : 找回堅定、恢復

平靜,馴服緊張和焦慮! / 瑞秋.布瑞恩

(Rachel Brian)文.圖 ; 羅吉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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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0-22-3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焦慮 

3.CST: 漫畫  173.1  

母愛有毒 : 掙脫束縛療癒母女關係,

與自己和解 / 于玲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75-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女性心理學 2.CST: 親子關係  

173.31  

從女人,成為媽媽 : 心理師陪妳從孕

前到產後 / 曾心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776-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女性心理學 2.CST: 懷孕 

3.CST: 育兒  173.31  

八大性格優勢,讓你成就大事 : 自信

樂觀、永不言敗、踏實穩重!名人偷

偷告訴你 83 個成功者的必備要素 / 

徐定堯, 鄭一群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95-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性格 2.CST: 人格特質 3.CST: 

成功法  173.761  

安靜的力量,從小就看得見 / 蘇珊.坎

恩(Susan Cain)著 ; 徐嘉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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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435-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內向性格 2.CST: 人際關係  

173.761  

自卑與超越 : 阿德勒的勇氣和行動

心理學 /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 吳勇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知識

叢書) .-- ISBN 978-626-335-980-2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

1937)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精神

分析學  175.7  

雙 生 火 焰  / 萊 絲 莉 . 桑 普 森 (Leslie 

Sampson)著 ; 星光餘輝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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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48-6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心靈學 2.CST: 靈修  175.9  

*顛峰心智 : 每天 12 分鐘,毫不費力,

攀上專注力高峰 / 阿米希.查(Amishi 

P. Jha)著 ;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60 面; 20 公分 .-- (smile ; 

189) .-- ISBN 978-626-7206-10-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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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注意力  176.32  

模仿欲望 : 從人性深處理解商業、

政治、經濟、社會現象,還有你自己 

/ 柏柳康(Luke Burgis)著 ; 楊姝鈺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32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81) .-- ISBN 

978-986-525-851-1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模仿 2.CST: 欲望  176.342  

大腦需要叛逆期 : 事情陷入僵局?推

翻固有思路,嘗試不按牌理出牌,就能

收獲意想不到的成功! / 徐定堯, 劉東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45-0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成功法  176.4  

佛畏系統 : 洞察事物背後的規則,在

不確定時代做出對的選擇 / 萬維鋼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4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134-439-3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決策管理  176.4  

致勝思維 : 從職場到人際,找出最短

捷徑 ,永遠領先一步  / 彼得.霍林斯

(Peter Hollins)作 ; 謝明珊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9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思維方法 2.CST: 成功法  

176.4  

幸 福 之 路  / 伯 特 蘭 .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著 ; 傅雷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46-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幸福 2.CST: 人生哲學  

176.51  

錢能買到快樂嗎? / 島井哲志作 ; 黃

筱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47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幸福 3.CST: 生

活指導  176.51  

情意敘事 : 啟動情緒復原力 / 彭易璟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90-206-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人際關係  

176.52  

不安的哲學 / 岸見一郎著 ; 林函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

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平

安叢書 ; 第 0734 種)(Upward ; 137) .-- 

ISBN 978-626-7181-15-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焦慮 2.CST: 情緒管理  

176.527  

減壓平衡生活 / 宇琦, 魯直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569-2-9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抗壓 2.CST: 壓力 3.CST: 生活

指導  176.54  

(全圖解)解決孩子的大煩惱. 1 : 小學

生的憤怒管理練習課 / 篠真希, 長縄

史子作 ; 林美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112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66) .-- ISBN 978-626-349-023-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憤怒 3.CST: 

兒童教育  176.56  

原諒的禮物 / 凱薩琳.史瓦辛格.普瑞

特(Katherine Schwarzenegger Pratt)著 ; 

洪世民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星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0 .-- 272 面; 20 公分 .-- (身心

成長 B&S ; 4) .-- ISBN 978-626-95969-

8-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寬恕 2.CST: 心理創傷 3.CST: 

心理治療  176.56  

FBI 攻心術 / 趙逸民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51-4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肢體語言 

3.CST: 讀心術  176.8  

挺經 : 詭道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 

/ 曾國藩原典 ; 盛琳譯解 .-- 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古學

今用 ; 157) .-- ISBN 978-986-392-468-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謀略  177  

懂了以後更輕鬆的心理學 : 心理諮

商專家精選最有感 15 個議題,克服拖

延症、完美主義、自卑、過度擔憂

的日常練習 / 金惠英(김혜영), 李洙

蘭(이수란)著 ; 張召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大好

時光 ; 62) .-- ISBN 978-626-7164-66-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自我實現  

177  

別自以為很有道理,其實他人都在笑

你 : 假裝糊塗、正話反說、自我解

嘲,巧妙化解尷尬氣氛,讓你完美控制

全場 / 許奕廷, 布德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55-9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溝通技巧 2.CST: 人際關係  

177.1  

大腦喜歡這樣學改變 / 芭芭拉.歐克

莉(Barbara Oakley)著 ; 高霈芬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1 .-- 36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90-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終身學習  

177.2  

大學不知道 / 胃竇 Elaine 著 .-- 臺北

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56

面; 23 公分 .-- (issue ; 43) .-- ISBN 978-

626-7182-01-7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職場成功法  177.2  

女人三十 PLUS : 男人三十而立,女人

三十而「慄」?一本書讓妳事業與愛

情都兼顧,零壓力享受自己的輕熟時

代! / 章含, 洪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45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78-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午夜時分的心理課 : 心理學博士陪

你一起自問自答,用科學讓生活有餘

裕,人生更自在! / 黃揚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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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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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 ; 113) .-- ISBN 978-626-318-

42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人際關係 

3.CST: 成功法  177.2  

心靈豐盈 : 如何追求美好人生 / 趙翠

英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37-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家庭關係  

177.2  

去書店買個好人生 : 百萬暢銷作家,

教你從閱讀養成 8 大能力,解決職場

煩惱、關係焦慮、未來迷茫 / 千田

琢哉著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24 面; 21 公分 .-- (Unique ; 61) .-- 

ISBN 978-626-7014-73-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閱讀  177.2  

只想躺在床上繼續充電,好好活下去 

/ chichi 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1 公

分 .-- (issue ; 44) .-- ISBN 978-626-7182-

02-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177.2  

失落的致富能量卡 : 52 道指引行動

的身心靈致富之旅  / 王莉莉(Shil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7126-73-8 (平裝) NT$12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3.CST: 能

量  177.2  

用心經營,步步為「贏」 : 沒錢、沒

勢、沒背景?就算生為一無所有的平

凡人,也能成為絕無僅有的勝利者! / 

李定汝, 齊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799-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任性與優雅 : 解密法國女人令全世

界憧憬的法式魅力 / 朵拉.托賽(Dora 

Tauzin)著 ; 楊鈺儀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暢銷精選 ; 89) .-- ISBN 

978-986-259-078-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女性  177.2  

在家工作 WFH 必備的 100 個技巧 / 

凱文.瑞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

文化,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94-9-6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職場成功法  

177.2  

在迷失的日子裡,走一步也勝過原地

踏步 : 大熊貓與小小龍的相伴旅程. 2 

/ 詹姆斯.諾柏瑞(James Norbury)著 ; 

鄭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大人國 ; 8) .-- ISBN 

978-626-335-947-5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177.2  

成功之輪 : 邁向成功的 12 個關鍵點 / 

Anthony 伍國隆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3 公分 .-- (Joyful-life ; 15) .-- ISBN 

978-626-7198-06-3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成 功 準 則  / 傑 克 . 坎 菲 爾 (Jack 

Canfield), 珍奈特.斯威策(Janet Switzer)

著 ; 葉婉智, 易敬能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76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

列 ; 099) .-- ISBN 978-626-349-030-7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有品味女人,呼吸都迷人 : 舉手投足

的優雅 X 由內而外的涵養,女子見了

目不轉睛,男子看了眼冒愛心! / 恩茜, 

王曉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7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800-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女性  177.2  

自毀心理 : 用心理學知識破除自我

破壞的環節,建立長期的滿足,輕鬆做

出正面改變,活出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 何可晴(Judy Ho)著 ; 陳依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813-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你的人生不是慘,只是比較多挑戰 : 

一路順遂哪有什麼樂趣,谷底反彈才

算精彩人生! / 蔣文正, 江城子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0 .-- 23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01-3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我希望我女兒活得自私 : 寫給活在

耀眼世界的所有女兒們,來自母親滿

滿心意的溫暖情話 / 鄭蓮喜著 ; 統一

翻譯社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mindmap ; 247) .-- ISBN 

978-957-658-947-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我的人生我做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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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50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38) .-- ISBN 978-626-96018-6-8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我們最快樂 : Hygge,向全世界最幸福

的丹麥人學過生活 / 麥克.威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

邦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33-1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幸福 3.CST: 

丹麥  177.2  

我對投資的想法 : 松浦彌太郎所寫,

如何讓金錢喜歡你、過上豐富生活

的投資提案。 / 松浦彌太郎著 ; 林佑

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

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412) .-- ISBN 978-626-7192-45-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更快樂的 1 小時 : UCLA 爆紅的時間

幸福學,教你聚焦於最重要的事 / 凱

西.霍姆斯(Cassie Holmes)著 ; 蔡丹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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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思潮 ; 158) .-- ISBN 978-986-

134-43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7.2  

每個親密無能的大人,都曾是受傷的

孩子 : 心理師教你成熟擺脫原生家

庭的束縛,走向幸福 / 姚彥宇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內在小革命 ; 65) .-- 

ISBN 978-626-7026-21-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放大格局,妳可以自帶光芒 : 寫給女

人提升自我價值的七堂課,就算面對

軟弱、情緒、困境,也能保有自信與

從容 / 曾雅嫻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

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27-5-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3.CST: 生活指導 4.CST: 女性  177.2  

青蘋果哲學 / 于珊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51-5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厚財富就是這麼簡單 : 真實案例、

警世名言、逆勢妙招,二十四堂財富

課讓你成為有錢人最稱讚、貧凡人

最崇拜的後天財神! / 丁政, 李倩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3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21-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財富  177.2  

品茶時間 : 溫馨家庭、25 個幸福好

主意 / 大川隆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514-6-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家庭關係  

177.2  

思維誤區 / 林郁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 新 潮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50-8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7.2  

洞悉人性與現實的 366 權力法則 : 掌

握權位.料敵.專業.遊說.謀略的每日

思索,戒斷有毒信念與虛妄想像 / 羅

伯 .葛林 (Robert Greene)著  ; 朱家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73-24-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信 3.CST: 

成功法  177.2  

討好者的自在溝通術 : 討好源於從

善的天性,懂得善用就不至損耗 f / 邁

克.貝勒(Mike Bechtle)著 ; 謝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 272 面; 21 公分 .-- (一起來思 ; 35) .-

- ISBN 978-626-96601-8-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3.CST: 生活指導  177.2  

停止內耗 : 為什麼光是待著就很累?

停止讓情緒內耗偷走你的人生(內耗

型人格自救小本本) / 若杉作 .-- 一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13-

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情緒管理  

177.2  

習慣紅利 : 收穫累積微小習慣帶來

的全方位人生紅利 / 艾爾文作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Lead ; 

7) .-- ISBN 978-957-658-958-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習慣  177.2  

誠實精明 : 塔木德經商致富 25 箴言 / 

韋爾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11 .-- 232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272) .-- ISBN 978-626-

7134-56-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理財 3.CST: 猶

太民族  177.2  

過期的青春 : 人生沒有那麼多「早

知道」,拋開不必要的負面心態,讓命

運之神再度青睞  / 莫宸, 江城子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31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07-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瞄準靶心再扣扳機! : 說話看場合,做

事看時機,成敗看選擇,打造一雙勝利

者的火眼金睛 / 李祐元, 劉清明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77-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練就影響力,邊緣人也能散發獨特魅

力 : 從眾行為 X 互惠原則 X 蝴蝶效

應,人脈不廣又如何?將心理學融入

日常,打造你的絕佳競爭力 / 藍迪, 江

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6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785-6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誰管世界如何定義,妳只需要獨自美

麗 : 財富、地位、伴侶、子女......將

人生交付給世俗的認同和他人的評

判,妳幸福了嗎? / 憶雲, 謝娜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0 .-- 2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98-6 (平

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獨立工作者,現在開始為自己工作 : 

在淺薄時代,把擅長的事做到最好、

打造不怕失業的工作體質 / 朴勝晤, 

洪昇完著 ;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

列 ; 109) .-- ISBN 978-626-349-027-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懂學的人最後一個被淘汰 : 擺脫慣

性思維,重塑新常態學習策略,做個持

續進化的破局者 / 金龍燮著 ; 張召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

分 .-- (好想法 ; 43) .-- ISBN 978-626-

7164-65-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成功法  

177.2  

不是搞不定人,是搞不懂人性 : 掌握

人類行為的底層邏輯,到哪都吃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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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心傲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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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應用心理學  

177.3  

日本頂尖執事教你察言觀色的 28 堂

課 / 新井直之著 ; 陳美瑛譯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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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48) .-- ISBN 978-626-318-

42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行為心理學 

3.CST: 讀心術  177.3  

有毒關係 : 獻給雖然痛苦到想死,卻

無法斷絕關係的你 / 權純載著 ; 邱琡

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

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5 種)(Upward ; 138) .-

- ISBN 978-626-7181-18-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應用心理學  

177.3  

沒人懂你,肯定是你的問題! : 是靠自

己最好 ,還是因為你只有自己可以

靠?80 個魅力訣竅,從今天開始自我

改造! / 卓文綺, 江城子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0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生活指導  

177.3  

調和 : 打造自身平衡,建立彼此連結 / 

愛德華.布羅德金(Edward Brodkin), 愛

許莉.帕拉斯拉(Ashley Pallathra)著 ; 

吳郁芸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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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面; 21 公分 .-- (Nexus ; 

MN002) .-- ISBN 978-626-7156-35-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社會互動  

177.3  

別讓自責成為一種習慣 : 放過自己

的 100 個正向練習 / 根本裕幸著 ; 楊

詠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32 面; 

21 公分 .-- (心靈漫步) .-- ISBN 978-

957-08-653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輔導 2.CST: 自我肯定 3.CST: 

行為改變術  178.3  

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 多元場域應

用實務 / 許育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01-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團體諮商 2.CST: 心理治療  

178.4  

諮商理論與技術導讀 : 諮商學習者

的入門地圖. 第二冊 / 姜兆眉, 蘇盈儀, 

陳金燕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

書廊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92-5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諮商 2.CST: 諮商技巧  178.4  

因為有黑暗,我們才能在彼此生命裏

靠岸 / 海苔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192 面; 19 公分 .-- (人生顧

問 ; 462) .-- ISBN 978-626-335-97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理治療  

178.8  

放下執念,找到通往幸福的通路 / 根

本裕幸作 ;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Better ; 

35) .-- ISBN 978-957-741-598-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臨床心理學 2.CST: 心理治療  

178.8  

真實與勇氣,魅影的幻滅與重生 : 心

理治療室裡的靈魂們 / 黃偉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大好生

活 ; 8) .-- ISBN 978-626-96550-1-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通俗作品  

178.8  

(國軍招募)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

題解析) /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 第十

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48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336-5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智力測驗  179.2  

美學 

幽默七十二變 : 顛覆經典、故意歪

解、形褒實貶、曲解詞語,讀完這本

書,你不笑算我輸! / 安旻廷, 李玉峰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8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06-8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幽默  185.8  

倫理學 

魯迅與關懷倫理學十六堂課 / 吳秀

瑾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1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3-45-

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倫理學  

190.1  

凡事追求八分好,焦慮指數不爆表 : 

拿得起卻放不下、想給過結果強迫

症發作?學會「減法」哲學,從此不

再被細節追著跑 / 洪俐芝, 肖勝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4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2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以智慧看人生,幸福一直都在 / 周國

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70-3-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以溫柔擁戴你的獨一無二 / 林沁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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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979-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我 70 歲,依然嚮往燦爛的明天 : 米蘭

阿嬤關於自尊、充實、品味與責任

的故事 / 張明淑(장명숙)著 ; 郭佳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

分 .-- (好想法 ; 44) .-- ISBN 978-626-

7164-87-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張明淑 2.CST: 自傳 3.CST: 人

生哲學  191.9  

我是誰 : 德國明星級哲學家對自我

意識與「生而為人」的思考 / 理察.

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 Precht)著 ; 

錢俊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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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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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分 .-- (Knowledge 系列 ; 

9) .-- ISBN 978-626-96311-5-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心理學 

3.CST: 腦部  191.9  

停止你的內在戰爭 / 黃仕明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45-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做個氣派的大人 : Still learning / 陳

婉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有限公司, 11109 .-- 152 面; 22 公分 .-

- (Fansapps ; 143) .-- ISBN 978-626-

96406-0-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慢生活沒有這麼痛苦 : 治癒故事、

佛系語錄、淡定哲學,二十四堂修心

課讓你從憤世嫉俗的怪人化為清新

脫俗的仙人! / 傅世菱, 王原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6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24-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寓言 3.CST: 

修身  191.9  

練習不聽話 : 30 代女子的心靈獨立

之旅,成就自己,也找回剛剛好的母女

關係 / 劉馥寧(芬妮 Fannie)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787-1 ( 平 裝 ) 

NT$37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母親 3.CST: 

親子關係  191.9  

頭家這條不歸路 : 隨時會破產、努

力了還不一定有結果,創業就是這麼

危險,但是人生總得冒險 / 胡文宏, 楚

風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8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08-2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療癒之書 /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 

韓絮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91) .-- ISBN 

978-986-398-824-3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世界觀佈道 : 有關生命的七個重要

問題 / 大衛.卡奇(David Cashin)著 ; 鄒

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

心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 

11110 .-- 128 面; 23 公分 .-- (教牧實踐

系列 ; 3) .-- ISBN 978-626-96506-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命論 2.CST: 世界觀  

191.92  

不用修仙,也能魅力無邊 : 魅力告急!

從內在涵養到外在儀態,讓自信常伴

你左右,散發於舉手投足之間 / 李定

汝, 林凌一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8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824-2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世上沒有送命題,懂了就是送分題 : 

人間修練指南 / 半佛仙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336 面; 21 公分 .-- (自

信人生 ; 181) .-- ISBN 978-986-175-

705-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職場成功法  

192.1  

生涯規劃 / 陳澤義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77-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生涯規劃  192.1  

好習慣使你人見人愛,壞習慣讓人一

見就散 : 成功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你與百萬富翁差在哪?養成 70 種好

習慣,讓機會追著你跑 / 莫宸, 李紅祥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18-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命由心態不由天,轉不了念站旁邊 : 

小勝靠技巧,中勝靠魅力,大勝靠心態!

在成功之前,你需要來點正念思考 / 

莫宸, 吳學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4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762-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活出覺醒 : 歐普拉的床頭靈修書,帶

你超越生命困境 / 麥克.辛格(Michael 

A. Singer)作 ; 張毓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系

列 ; 197) .-- ISBN 978-986-175-704-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意識 3.CST: 生活

指導  192.1  

無所事事的哲學 / 阿涅特.拉弗艾森

(Annette Lavrijsen)作 ; 聞若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10 .-- 14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5721-2-0 (精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自我實現  

192.1  

閒慧語錄 / 閒慧子口述 ; 吳麗芳整

理 .-- 臺南市 : 曾明泉, 11109 .-- 19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01-0549-

5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人生哲學 3.CST: 

生活指導  192.1  

瑜伽的福音 : Satguru Shri Mahayogi 

Paramahansa 的 教 導  / Satguru Shri 

Mahayogi Paramahansa 作 ; 瑜伽行者

學苑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摩

訶瑜伽行者真理實踐會, 11111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9626-3-

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瑜伽  192.1  

與自己對齊 / Ruowen Huang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3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修身 3.CST: 生活

指導  192.1  

職場禮儀 : 職場上不懂學做人,小心

回馬槍。真實企業教訓,從職場表達、

面試看人到如何應對無禮之徒 / 克

莉絲汀 .波拉森(Christine Porath)著 ; 

朱家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a 一

起來思 ; 36) .-- ISBN 978-626-7212-00-

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社交禮儀 2.CST: 人際關係 

3.CST: 職場成功法  192.3  

(全圖解)解決孩子的大煩惱. 2 : 小學

生的說話表達練習課 / 海野美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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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若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20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80) .-- ISBN 

978-626-349-024-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兒童教育  192.32  

人在社會走,口才必須有 : 聲不在高,

清晰就行!話不在多,到位則靈!從臺

上到桌下,各種情境脫口「秀」出來 

/ 劉惠丞, 江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8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52-8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口才 2.CST: 說話藝術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我的最後一本口才書 : 拍片錄音必

備基本功!從日常、街上到職場,每件

事都能說出動聽故事的 7 堂表達訓

練課 / 陳慕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1 .-- 336 面; 21 公

分 .-- (一起來思 ; 34) .-- ISBN 978-626-

96601-1-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口才 2.CST: 說話藝術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說話沒有邏輯,難怪被當空氣 : 前後

矛盾、長篇大論、盛氣凌人......別再

怪人不願傾聽,你應該先檢討自己! / 

劉惠丞, 肖勝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 25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96-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口才 2.CST: 說話藝術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了凡四訓白話解釋 / 黃智海演述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71) .-- ISBN 978-626-7134-55-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格言  192.8  

人生 的智慧  / 亞瑟 .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著 ; 李潤萍, 吳峰峰譯 .-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43-405-9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格言 2.CST: 生活指導  192.8  

孝悌百喻故事 : 智慧的泉源 / 吳紹萍

撰文 ; 李百智繪圖 .-- 新北市 : 玄奘

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19X21 公 分  .-- ( 心 靈 叢 書  ; A5-

10001) .-- ISBN 978-626-7142-23-3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孝悌 2.CST: 通俗作品  193.1  

朋友原來是天生的 : 鄧巴數字與友

誼成功的七大支柱 / 羅賓.鄧巴(Robin 

Dunbar)著 ; 莊安祺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76 面; 21 公分 .-- (生命講

堂) .-- ISBN 978-957-08-653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友誼  195.6  

終活筆記 ENDING NOTE,不留遺憾

的人生四道備忘錄 : 道謝、道歉、

道愛、道別 / 孫珣恒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6-70-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死學 2.CST: 死亡教育  

197  

企業倫理新詮 / 江岷欽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大專學術用書 .-- 

ISBN 978-626-95922-4-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商業倫理  198.49  

圖解社會工作倫理 / 陳思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15-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倫理  198.547  

宗教類 

宗教學 

入世、修持與跨界 : 當代臺灣宗教

的 社 會 學 解 讀  = Laicization, 

cultivation and translocality :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 齊偉先, 劉怡寧, 

丁仁傑, 黃克先, 林峯燦, 范綱華, 林

育生, 楊弘任, 邱炫元作 ; 齊偉先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10 .-- 384 面; 23 公分 .-- (中央研究

院社會學研究所叢書  ; 3) .-- ISBN 

978-986-350-650-8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宗教社會學 2.CST: 文集 

3.CST: 臺灣  210.1507  

佛教 

實證佛教修行方法 / 呂真觀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

誠信愛心家園, 11110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25-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CST: 實證研究 

3.CST: 佛法修持  220.1  

*福德與神通 / 菩提公園圖.文 .-- 初

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10 .-- 176 面; 17 公分 .-- (不思

議圖 鑑系 列  ; 2) .-- ISBN 978-626-

96433-1-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CST: 通俗作品 

3.CST: 漫畫  220.1  

癌症的成因 : 癌症生起的因緣 / 張金

鐘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張金鐘 , 

11111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11-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佛教 3.CST: 醫學  

220.1641  

印度佛教思想史入門 / 釋如源編著 .-

- 初版 .-- 宜蘭縣員山鄉 : 國際中道佛

學會, 11111 .-- 335 面; 21 公分 .-- (佛

學叢書 ; 5) .-- ISBN 978-986-93225-4-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哲學 2.CST: 印度  

220.91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 罽賓

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僧 伽 林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669-9-1 (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  

從<<金剛經>>探討原始佛教與大乘

佛教的關係 / 心定和尚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368 面; 21 公分 .-- (經典叢

書 ; 1240) .-- ISBN 978-957-457-64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CST: 研究考訂  

2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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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心經會譯冠科 / 賴仲奎編纂 .-- 1

版 .-- 臺中市 : 瑞成書局, 11109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85-912-

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5  

<<佛說彌勒救苦真經>>白話解 / 鍾

權鈞講述 .-- 初版 .-- 臺南市 : 靝巨書

局, 11109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16-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13  

佛藏經講義. 第二十輯 / 平實導師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9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9-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33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 下冊. 卷十五-廿

六 / (唐)沙門慧沼疏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

會, 11109 .-- 616 面; 21 公分 .-- (大乘

叢書 ; B-197) .-- ISBN 978-626-96660-

0-3 (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42  

現代六度集經故事 / 蔡宜芳改編 ; 康

進和繪圖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有限公司, 11111 .-- 120 面; 19X21 公

分 .-- (心靈叢書 ; A7-10001) .-- ISBN 

978-626-7142-25-7 (精裝) NT$260 普

遍級  

1.CST: 本緣部 2.CST: 繪本  221.86  

金剛頂經新白話註解 / 寶雲居士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侯劉昆蘭, 11111 .-

- 362 面; 21 公分 .-- (藥師山佛學叢書 ; 

29) .-- ISBN 978-626-01-0510-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2  

阿毗達摩要論 : 阿毗達摩正見應用

與解脫 / 大乘禪師著 .-- 初版 .-- 基隆

市 : 佛文化禪觀研發社, 11109 .-- 9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3706-8-

5 (平裝 ) .-- ISBN 978-986-83706-9-2 

(精裝) 普遍級  

1.CST: 論藏 2.CST: 佛教修持  

222.62  

蘇老師的話. 第二集 / 蘇老師作 .-- 臺

北市 : 蘇老師工作室, 11110 .-- 20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283-1-8 (平

裝) 普遍級  

 224.5  

走進禪詩 : 禪詩中的禪史 / 蕭麗華, 

黃秀珠, 吳靜宜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鼓文化, 11111 .-- 2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98-969-9 (平裝) 

普遍級  

 224.513  

咒的魔力 : 揭開鬼神間的密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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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51-83-4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224.515  

孤燈下的思維 : 寫出瞬間的靈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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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51-85-

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224.519  

讓陽光照進來 : 教您如何把心扉打

開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

團 法 人 真 佛 般 若 藏 文 教 基 金 會 , 

11110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1-84-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224.519  

桑吉才讓妙筆丹青 / 錢陳翔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 

11109 .-- 3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82-307-1 (精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唐卡 2.CST: 佛教藝術 3.CST: 

作品集  224.52  

般若心經三法印經變圖 / 釋拾得著 .-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法如精舍, 

11110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1970-8-4 (經摺裝) NT$2000 普遍

級  

1.CST: 佛教美術 2.CST: 印譜 3.CST: 

書畫 4.CST: 作品集  224.52  

以相生心 : 佛教造像中的修行觀照 / 

林谷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出版社,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2-308-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像 2.CST: 佛教藝術  224.6  

妙香國的稀世珍寶 : 大理國<畫梵像

> 研 究  = The treasure of the Dali 

kingdom : a study of "long roll of 

Buddhist images" / 李玉珉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986-6660-47-

4 (全套: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佛像 2.CST: 佛教藝術 3.CST: 

中國  224.6  

粧佛 : 神韻巧藝柯錦中創作展 / 柯錦

中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09 .-- 7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35-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佛像 3.CST: 

作品集  224.6  

慚愧僧文集. 13 / 釋大願著 .-- 初版 .-

- 南投縣魚池鄉 : 人乘佛刊雜誌社, 

11112 .-- 268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

列 ; 19) .-- ISBN 978-957-8504-51-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  

佛祖開示 : 修行法語 .-- 南投縣埔里

鎮 : 蓮音學苑, 11110 .-- 63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626-96130-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4  

智慧之花朵朵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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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50 面; 21 公分 .-- (聖開導師

弘 法 集 ) .-- ISBN 978-986-5705-57-2 

(第 1 集: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教化法  

225.4  

解惑 : 證嚴法師答客問. 五, 天災人禍

處世篇 / 釋證嚴講述 ; 靜思僧團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志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8 面; 21 公

分 .-- (解惑十書) .-- ISBN 978-626-

96452-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教化法  

225.4  

涅槃之道 : 南傳大師讚念長老的內

觀指導 / Sukanya Kanthawatana 英譯 ; 

林崇安, 蔡澤生, 陳采婕中譯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佛 陀 教 育 基 金 會 , 

111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72-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智慧的心 : 南傳大師讚念長老的法

語開示 / 安迪英譯 ; 蔡澤生, 曹立德

漢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

基金會, 11110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29-9-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當摯愛逝去 : 療癒悲痛與失去的禪

修練習 /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

著 ; 何修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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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出 版 , 福 智 文化 股 份有 限公 司 ,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778-3-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禪定 2.CST: 佛教修持  

225.72  

不要把心弄丟了 : 修行人的告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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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51-82-

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清涼的書箋 : 人生謎題的破解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86-5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善終,從善生開始 : 一位臨床宗教師

的省思 / 釋覺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紹印精舍,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65-1-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死觀  

225.87  

隨順 / 黃羅進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羅進, 111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12-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慈雲懺主淨土文講記 / 洪瑞福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客家文化協

會, 11109 .-- 2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367-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淨土宗  226.5  

<<浹水洽禪師語錄>>點校 / 李忠達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世東亞

佛教文獻與研究叢刊 ; 7)(經典叢書.

近世東亞佛教叢刊 ; 1706) .-- ISBN 

978-957-457-646-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牛的印跡 : 禪修與開悟見性的道路 / 

聖 嚴 法 師 , 丹 . 史 蒂 文 生 (Dan 

Stevenson)著 ; 梁永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鼓文化, 11111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7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動靜皆自在(大字版) / 聖嚴法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1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8-

97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明心開悟 : 惠能祖師 / 張家麟, 呂宗

麟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宗教

與社會協會, 11109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943-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唐)釋惠能 2.CST: 六祖壇經 

3.CST: 佛教傳記  226.69  

立斷 : 祖古烏金仁波切直指本覺 / 祖

古烏金仁波切(Tulku Urgyen Rinpoche)

作 ; 項慧齡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96

面; 22 公分 .-- (大圓滿 ; 7) .-- ISBN 

978-626-96433-4-9 (平裝) NT$430 普

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佛教總釋 =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buddha's teaching / (元)篤補巴.喜饒堅

贊帕桑波著 ; 韓芝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韓芝如, 11109 .-- 229 面; 13 公

分 .-- 中英藏對照 .-- ISBN 978-626-01-

0550-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3.CST: 佛教教理  226.965  

我,為什麼成為現在的我 : 達賴喇嘛

談佛法人生觀、宇宙觀 / 達賴喇嘛

(Dalai Lama)著 ; 陳世威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10 .-- 248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系列 ; JB0002X) .-- ISBN 978-

626-96324-7-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3.CST: 因果  226.965  

正法一意 : 四部彙編 / 直貢覺巴.吉天

頌恭宣講 ; 敬安.仁欽強秋彙編 ; 佐欽.

堪布昆巴釋論 ; 第三世巴麥欽哲仁

波切編校 ; 洛本.噶才尼瑪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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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6 面; 23 公

分 .-- 中藏對照 .-- ISBN 978-626-318-

427-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63  

弘一大師新譜 / 林子青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5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9-333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釋弘一 2.CST: 年譜  229.385  

道教 

神韻 / 羅山雲總編輯 .-- 南投縣中寮

鄉 :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11109 .-- 

48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5649-1-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神像 2.CST: 道教 3.CST: 圖錄  

230.25  

三教一貫 / 汪東亭撰 ; 陳如麟主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如麟, 11109 .-- 

1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

0576-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35.3  

*體真山人丹訣秘錄別集 / 汪東亭撰 ; 

陳如麟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如

麟, 11109 .-- 19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0575-4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35.3  

基督教 

逆向幸福 : 聖經心理學的 8 個逆轉選

擇,讓低潮與困境化為人生幸福的養

分 / 商志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27-61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宗教心理 

3.CST: 聖經研究  240.14  

小寶貝親子聖經 : 有趣的舊約與新

約 故 事  / 羅多維卡 . 齊瑪 (Lodovica 

Cima) 著  ; 席 薇 亞 . 可 倫 坡 (Silvia 

Colombo)繪 ; 上智文化事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

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1112 .-- 44 面; 

22 公分 .-- (兒童聖經 ; Z2041) .-- 大字

版 .-- ISBN 978-986-6036-83-5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傳說--3-6 歲幼兒讀物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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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寶貝親子聖經 : 有趣的舊約與新

約 故 事  / 羅多維卡 . 齊瑪 (Lodovica 

Cima) 著  ; 席 薇 亞 . 可 倫 坡 (Silvia 

Colombo)繪 ; 上智文化事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

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1112 .-- 44 面; 

22 公分 .-- (兒童聖經 ; Z2040)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6036-82-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傳說--3-6 歲幼兒讀物  241  

簡易版聖經綜覽 / 法蘭茜絲.伯朗肯

貝克(Frances Blankenbaker)著 ; 陳維

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

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109 .-

- 3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

856-2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聖經  241  

公教會聖經百科全書 = Catholic Bible 

encycolpedia /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

業, 11111 .-- 1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46-990-0 (精裝) NT$3000 普

遍級  

1.CST: 聖經 2.CST: 百科全書  

241.04  

詩篇 / 摩西, 大衛, 所羅門, 亞薩, 可拉

的後裔, 希幔, 以探, 佚名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10 .-- 

244 面; 22 公分 .-- (悅讀聖經) .-- ISBN 

978-986-277-360-4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詩篇 2.CST: 注釋  241.32  

在雅歌園中 / 鍾雪麗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永 望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189-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雅歌 2.CST: 聖經研究  

241.39  

但 以 理書 注 釋  = A commentary on 

Daniel /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 

鄭毓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米迦勒

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大衛.鮑森研經叢書) .-

- ISBN 978-986-06645-1-5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但以理書 2.CST: 注釋  

241.45  

門徒視角 : 從四福音書看耶穌的門

徒訓練 / 文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9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00-437-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四福音 2.CST: 聖經研究  

241.6  

活出主禱文精神的信心直達車 : 主

禱文生命教育初階八周教本 / 李定

陸作 .-- 1 版 .-- 臺北市 : 主禱文教室, 

11111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7102-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主禱文 2.CST: 天主教 3.CST: 

祈禱  241.692  

非拉鐵非教會被提 / 徐國銘著 .-- 新

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11 .-- 800 面; 

21 公分 .-- (Evolution ; 10) .-- ISBN 978-

986-06600-0-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末世論 2.CST: 啟示錄 3.CST: 

聖經研究  241.8  

教会的道路 : 再论非拉铁非 = The 

way of the church : concerning the 

Philadelphia / 陈希曾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活道出版社, 11109 .-- 408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教會的道路: 再

論非拉鐵非 .-- ISBN 978-986-06086-8-

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啟示錄 3.CST: 聖

經研究  241.8  

教會的道路 : 再論非拉鐵非 = The 

way of the church : concerning the 

Philadelphia / 陳希曾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活道出版社, 11109 .-- 4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6086-7-0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啟示錄 3.CST: 聖

經研究  241.8  

基督教文明保守主義 / 王志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Logo 系

列 ; 12) .-- ISBN 978-626-96350-2-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神學 3.CST: 保

守主義  242  

造訪西元一世紀的耶穌 : 從歷史的

耶穌到信仰基督的連接線  = Visit 

Jesus in the past century : bridge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history of Jesus 

and the Christ of faith / 陳嘉式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

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 368 面; 21 公分 .-- (信徒神學叢書 ; 

38) .-- ISBN 978-957-556-94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傳記 3.CST: 基督  242.28  

耶穌和他的子民 / 保羅.薩奇(Paolo 

Sacchi)著 ; 胡皇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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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Knowledge

系列 ; 27) .-- ISBN 978-626-96311-7-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史  242.29  

耶穌與瑪利亞的猶太根源 : 破解天

主教拜聖母的迷思  / 布蘭特 .皮崔

(Brant Pitre)著 ; 施朝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

設上智文化事業,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聖經與靈修 ; B0009) .-- ISBN 

978-986-6036-81-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聖母瑪利亞(Mary, Blessed 

Virgin, Saint) 2.CST: 天主教教理 

3.CST: 聖經研究  242.291  

詩寫聖經人物 : 迷霧深鎖的綠洲 / 翁

溯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迦密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36-6-1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聖詩  244.4  

聖餐的淵源和舉行 / 陳嘉式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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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21-44-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儀禮  244.53  

聖餐的權能 : 聖餐與生命的七個面

向 = The power of communion / 葉光明

(Derek Prince)著 ; 丘慧文譯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靈

糧世界佈道會臺北靈糧堂出版 : 臺

北靈糧堂事業處發行, 11109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9-61-4 (平

裝) NT$145 普遍級  

1.CST: 儀禮  244.53  

不忘初心 愛您所愛 : 效法馬偕博士

愛台灣的精神 / 詹俊裕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10 .-- 296 面; 

21 公分 .-- (我找到了-幸福之道 ; 2) .-

- ISBN 978-986-0721-43-0 (精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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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生

活指導  244.9  

成為大國 : 繁星的祝福 : 創世記靈修

信息 / 劉群茂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67-2-

4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信仰  244.9  

那些想不通的事 : 人生最重要的 31

堂幸福必修課 = I just don't get it : 31 

life lessons Q&A / 劉曉亭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台灣國際文化交流甜甜圈

協會,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05-0-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情緒管理 

3.CST: 生活指導  244.9  

其實,你不用很完美 / 劉群茂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盼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5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5567-3-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自我實現 

3.CST: 自我肯定  244.9  

幸福的關鍵思維 : 生涯發展 16 堂課 

= The key to happiness : 16 lessons on 

career development / 朱建平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98-986-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生

活指導  244.9  

長大成熟 / 歐迪慈(Juan Carlos Ortiz)

著 ; 巴金罕(Jamie Buckingham)筆錄 ; 

詹正義譯 .-- 四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50-857-9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44.9  

記憶的力量 : 在錯誤的世界,邁向盼

望 / 沃弗(Miroslav Volf)著 ; 吳震環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

社,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198-992-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1  

你是神寶貴的兒女  /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 靈糧堂翻譯小組譯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

靈糧世界佈道會臺北靈糧堂出版  : 

臺北靈糧堂事業處發行, 11109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9-60-

7 (平裝) NT$65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耶穌 : 我們唯一能求告的名 / 懷愛倫

(Ellen G. White)作 ; 張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兆出版社, 11110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109-5-5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耶穌的叮嚀 / 莎拉揚(Sarah Young)著 ; 

程珮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保羅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19

公分 .-- (My life ; PL103-1) .-- ISBN 

978-986-6202-38-4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基督最後的命令 : 福音傳遍地極 / 葉

光明(Derek Prince)著 ; 沈香芸譯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

靈糧世界佈道會臺北靈糧堂, 11109 .-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9-

59-1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將臨期 ,等待的季節  / 若望.史卡力

(John Scally)著 ; 黃士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1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46-989-

4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祈禱  244.93  

歡迎來到加爾默羅會 / 麥克.格利芬

(Michael D. Griffin), 佩琪 .威爾金森

(Peggy Wilkinson), 丹尼斯.瑞德(Denis 

Read), 瑪麗琳.紀維克(Marilyn Zwick)

等作 ; 台灣加爾默羅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星火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 288 面; 23 公分 .-- (加爾默羅靈修 ; 

24) .-- ISBN 978-986-98715-8-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244.93  

這代到那代,傳揚祢奇恩 : 基督化家

庭信仰傳承  = Christian family faith 

inheritance / 蘇文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恩出版社,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家庭系列) .-- ISBN 978-986-

277-358-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家庭 3.CST: 信

仰  244.99  

言 說 基 督  : 他 無 佳 形 美 容 ( 乙

年 ,2020~2021) = Finding words for 

Christ : lectionary sermons(year B, 2020-

2021) / 孫寶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葡萄紙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0-0-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教牧學  245.2  

耶穌不講理嗎? : 馨香講道集. 三 / 俞

貴馨著 .-- 新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Truth ; 9) .-

- ISBN 978-986-06600-1-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教牧學  245.2  

*天主教聖吳甦樂會來華百年國際教

育 論 壇 研 討 會 手 冊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atholic Ursulin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 one 

hundred years / Patricia Agnes Andrew, 

Ellen Mary Mylod, 吳煒增, 陳海鵬, 陳

美華, 徐落茲, 林耀堂, 黃德芳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

教育中心出版 : 文藻外語大學發行, 

11109 .-- 148 面; 30 公分 .-- 部分內容

為英文 .-- ISBN 978-986-6585-64-7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聖吳甦樂會 2.CST: 天主教教

育 3.CST: 文集  247.707  

發光如星 : 一年期門徒訓練教材  / 

Samuel Harris 作 ; 馬茹凌譯 .-- 初版 .-

- 桃園市  : 天人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110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666-0-7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教育 2.CST: 基督徒  

247.71  

大門重開前後的中國教會 : 良友電

台內地聽眾信件研究 (1959-1983) = 

Before the Bamboo Curtain was raised : 

a study of letters from mainland 

audiences of Liangyou radio (1959-1983) 

/ 吳劍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88

面; 22 公分 .-- (歷史文化叢書 ; 21) .-- 

ISBN 978-986-6131-76-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傳教史 3.CST: 

中國  248.2  

耶穌行蹤成謎的歲月 : 耶穌在西藏? / 

依麗莎白 .克萊爾 .普弗特 (Elizabeth 

Clare Prophet)著 ; 梁永安譯 .-- 三版 .-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76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叢

書) .-- ISBN 978-986-360-198-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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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基督

教傳記  249.1  

*神樂靈修與神學. 第三期 : 北美靈修

與神學 / 裘百明等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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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64-6-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傳記 2.CST: 靈修 

3.CST: 神學  249.9  

神父在 FAKOG : 裴德與 AMIS 的故

事 / 王威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

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4-

90-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裴德(Bareigts, Andre, 1930-

2005) 2.CST: 天主教傳記  249.942  

剛恆毅樞機文集. 卷一 : 天國驛道, 福

傳事工篇 / 孫崢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天主教恆毅月刊社, 11111 .-- 6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0616-7-

0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剛恆毅(Costantini, Celso, 1876-

1958)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天主

教傳記  249.945  

找恩典的人 : 楊腓力回憶錄 / 楊腓力

(Philip Yancey)著 ; 徐成德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10 .-- 

3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98-

987-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楊腓力(Yancey, Philip.) 2.CST: 

基督教傳記 3.CST: 回憶錄  249.952  

其他宗教 

白陽聖典. 第二輯 / 正義天同總堂編

輯組編 .-- 初版 .-- 嘉義市 : 中華天然

一貫大道學會, 11110 .-- 215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356-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修辦津要 / 崇德學院編著 .-- 六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 (光慧修辦叢書 ; 23) .-- ISBN 978-

626-96020-3-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實修真君成道三十週年紀念專輯  / 

邱英梅, 陳英盛, 江克賜, 曾惠浙, 田

世語總主編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中

華實信社教協會, 11109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68-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鄭傳盛 2.CST: 一貫道 3.CST: 

傳記 4.CST: 文集  271.6  

大 道 真 佛 聖 諭 集  = Wisdoms from 

Grand Dao / 天音播客傳真著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崇心雜誌社出版 : 社

團 法 人 大 道 真 佛 心 宗 教 會 發 行 ,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大道聖

諭 ; WD002-) .-- ISBN 978-626-95984-

0-3 (第 2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法身顯相集 / 宋七力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唯 心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88 面; 28 公分 .-- 革新版 .-- 

ISBN 978-986-99490-2-6 ( 精 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神明想讓你知道的事 : 松柏坑囝仔

的奇幻修煉之旅  / 邱佑義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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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26-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靈修  271.9  

混元禪師開天四十週年專輯 = Master 

Hunyuan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education / 譚絜云撰稿 .-- 臺中市 : 財

團法人唯心聖教功德基金會, 11110 .-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901-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宗教團體  

271.9  

涵靜老人天命篇. 一, 第一天命 / 毛成

遂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喆嶺出版, 

11109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621-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帝教  271.9  

涵靜老人天命篇. 二, 第二天命 / 毛成

遂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喆嶺出版, 

111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621-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帝教  271.9  

涵靜老人天命篇. 三, 第三天命 / 毛成

遂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喆嶺出版, 

11109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621-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帝教  271.9  

瑤池芬芳錄 / 李秉豐, 農夫說書編

著 .-- 高雄市 : 大器藝琉拍賣有限公

司, 11109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657-0-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臺灣傳統宗教的法事祭儀與執事人

員 / 謝宗榮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1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92-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宗教儀注 2.CST: 宗教文化 

3.CST: 民間信仰 4.CST: 臺灣  271.9  

*彌勒聖道行. 六十二部曲, 逐鹿上古. 

上 / 彌勒皇佛作 ; 彌勒開慧神譯 .-- 臺

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2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02-31-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鸞意神在 : 聖鸞學演繹 / 張家麟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宗教與社

會協會出版 ; 高雄市 : 高雄意誠堂關

帝廟發行, 11110 .-- 2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8943-7-1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宗教文化 

3.CST: 文集  271.907  

紫宵帝闕上帝公文物與史蹟 / 李建

緯, 邱正略, 溫宗翰作 .-- [臺中市] : 豐

饒文化社出版 ; 屏東市 : 屏東市紫霄

帝闕玄天上帝廟管理委員會發行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96629-0-

6 (上冊:平裝) NT$480 .-- ISBN 978-

626-96629-1-3 (下冊: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民俗文物 4.CST: 歷史 5.CST: 屏東縣  

272.097  

觀音文化國際論壇紀要. 第二、三屆 

= The 2nd & 3rd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Guan Yin Culture / 高岡法師, 蘇仁

德啦曼 巴哲拉查瑞亞, 中村薰, 周杰

璁, 釋信光, 虎山義秀, 檀上宗謙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靈鷲山般

若文教基金附設出版社, 11109 .-- 92

面; 26 公分 .-- (佛教文化叢書 ; 2) .-- 

ISBN 978-626-96103-0-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觀世音菩薩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化研究 4.CST: 文集  

272.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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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文化國際論壇論文集. 第二、三

屆 = The 2nd & 3rd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Guan Yin Culture / 郭祐孟, 周夏, 

蔡耀慶, 鄭振煌, 釋恆明, 楊士偉, 立

川武藏, 李乾朗, 佐久間留理子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靈鷲山般

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社, 11109 .-- 

224 面; 26 公分 .-- (佛教文化叢書 ; 

3) .-- ISBN 978-626-96103-1-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觀世音菩薩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化研究 4.CST: 文集  

272.4307  

宜蘭縣媽祖信仰研究 / 謝瑞隆, 黃毓

恒編著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

府, 11110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8-90-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媽祖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宜蘭縣  272.71  

關聖帝君伏魔真經 : 聖訓譯註 / 廖玉

琬譯註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

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21 公分 .-- (光慧聖訓叢書 ; 

38) .-- ISBN 978-626-96020-2-5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關聖帝君  

272.74  

關聖帝君伏魔真經義理講述 / 李欣

霖編著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春

秋學院, 11109 .-- 456 面; 22 公分 .-- 

(關帝系列 ; 5) .-- ISBN 978-626-96402-

1-8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關聖帝君  

272.74  

臺南市歸仁區有應公廟採訪錄 / 許

献平著 .-- 臺南市 : 鹽鄉文史工作室,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南瀛厲祠

誌 ; 8) .-- ISBN 978-986-89932-6-6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臺南市  272.79  

神話 

大師為你說希臘神話 : 永遠的宇宙、

諸神、人 / 凡爾農(Jean-Pierre Vernant)

著 ; 馬向民譯 .-- 四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62-580-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84.95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 朴始連著 ; 崔優

彬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96 面; 25

公分 .-- (漫畫神話故事) .-- ISBN 978-

957-658-957-7 (第 18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羅馬神話 

3.CST: 漫畫  284.95  

術數；迷信 

六爻逢源秘典 / 劉鐵卿著 ; 王虎應點

評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595 面; 21 公分 .-

- (相卜叢書 ; 2087) .-- ISBN 978-626-

95912-4-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易占  292.1  

人類圖 : 區分的科學,你的人生使用

說明書 / 鈴達.布乃爾(Lynda Bunell), 

拉 . 烏 廬 . 胡 (Ra Uru Hu) 著  ; Joyce 

Huang(喬宜思)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1 .-- 4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74-25-1 ( 平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CST: 自我實現  

292.22  

人類圖覺察日誌. 2023 年 / 安娜.查里

科娃(Anna Charykova), 尼奇塔.潘克

維 奇 (Nikita Pankevich) 著  ; 喬 宜 思

(Joyce Huang)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冊 .-- (心視野系列 ; 108) .-- ISBN 

978-626-349-028-4 ( 全 套 : 平 裝 ) 

NT$129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CST: 自我實現  

292.22  

變幻的天空 : 從進化占星學探索行

運與推運,創造自己的未來 / 史蒂芬.

佛瑞斯特(Steven Forrest)著 ;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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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25-1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新編奇門闡易 / 張偉傑新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元神館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元神

系列 ; 5) .-- ISBN 978-986-6465-42-0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奇門遁甲  292.5  

手 機 密 碼 . 人 際 才 能 篇  / 愛 德 華

Edward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成嘉文

化有限公司, 11110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00-0-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跟著大師學塔羅宮廷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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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

93-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角落小夥伴解答之書 / San-X 株式會

社監修 ; Kuroi 占卜 ; 林琬清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尖端出版發行 , 11111 .-- 20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626-338-566-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9  

2023 兔年開財運賺大錢 / 陶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30-0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生肖 2.CST: 改運法  293.1  

兔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23 

/ 黃子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光采

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開運大補帖 ; 17) .-- 

ISBN 978-626-95773-3-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生肖 2.CST: 改運法  293.1  

開運聖經. 2023 癸卯年 / 黃家騁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元書局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901-7-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改運法  293.1  

四柱八字 200 問 : 生辰五行有玄機 / 

杜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3 公分 .-- (開運鑑定館 ; 52) .-- ISBN 

978-626-7199-23-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命書 2.CST: 問題集  

29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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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星紫微斗數,這樣學就對了 / 陳雨

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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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12 面; 21 公

分 .-- (Easy quick ; 190) .-- ISBN 978-

986-488-232-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八字宮星精論 / 林永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元書局, 11109 .-- 338 面; 

21 公分 .-- (命理叢書 ; 1134) .-- ISBN 

978-986-06901-8-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293.12  

蘭台妙選.大數據 / 王咸熾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行卯出版社, 11110 .-- 

340 面; 24 公分 .-- (易學.大數據系列

叢書) .-- ISBN 978-986-98133-8-9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293.12  

冰鑑 : 識人術第一奇書 / 曾國藩原點 ; 

盛琳譯解 .-- 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古學今用 ; 156) .-- ISBN 

978-986-392-467-8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相書  293.2  

幫孩子取個好名字 / 黃逢逸著 .-- 13

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272 面; 21 公

分 .-- (育兒通 ; SR055J) .-- 2023 年兔

飛猛進版 .-- ISBN 978-626-7008-2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命名 2.CST: 姓名學  293.3  

看一次就學會擇吉日與合婚 / 三禾

山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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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20 面; 21 公

分 .-- (Easy quick ; 191) .-- ISBN 978-

986-488-233-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擇日 2.CST: 婚姻習俗  293.4  

*乾坤國寶菁萃 / 沈朝合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葫蘆墩易學文創有限公司, 

11110 .-- 456 面; 21 公分 .-- (堪輿經

典 ; A002) .-- ISBN 978-986-99722-2-2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陽宅風水指南. 2023 = Guide to Yang 

House Feng Shui / 胡肇台編著  .-- 1

版 .-- 臺中市 : 瑞成書局, 11110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85-913-

6 (平裝) NT$960 普遍級  

1.CST: 相宅  294.1  

史考特.康寧罕的元素魔法 : 向風、

火、水、地四元素借力 / 史考特.康

寧罕作 ;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

92-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95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23 / 張清淵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 (運算人生 ; 17) .-- ISBN 978-957-

9065-68-9 (平裝) NT$218 普遍級  

1.CST: 改運法  295.7  

日本異界圖典 / 朝里樹監修 ; 江宓蓁, 

邱香凝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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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Fantastic ; 29) .-- 

ISBN 978-626-318-432-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靈界 3.CST: 日

本  296  

*原來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2, 藏起

來的秘密 = The story of Lin Chi / 高薛

琳姬作 .-- 初版 .-- 彰化縣田尾鄉 : 高

薛琳姬, 11109 .-- 3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551-8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催眠術  296  

多重宇宙靈界科學 : 外星人研究教

父 50 多年來親身體驗的高靈傳訊實

錄 / 呂應鐘(呂尚)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224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42) .-- 

ISBN 978-626-7198-05-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96.1  

我看見的靈與魂 : 你看不見的生命

風景與不一樣的人生啟示 / 張其錚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 (Mystery ; 41) .-- ISBN 978-626-7198-

03-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通俗作品  

296.1  

聊靈記 / 吳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 11109 .-- 

395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27-3-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靈修  296.1  

鸞藏. 第一輯 / 高雄意誠堂關帝廟, 高

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合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雄意誠堂關帝廟, 

11110 .-- 6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702-2-3 (精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扶乩 2.CST: 民間信仰  296.2  

人類預測大歷史 : 占卜、戰局推演、

演算法,人類能正確預測未來嗎? / 馬

丁.克里費德(Martin van Creveld)著 ; 

張毅瑄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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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

578-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預言  296.5  

自然科學類 

總論 

搬沙發的幾何學 : 解決日常生活難

題的基本科學法則  / 馬克 .弗雷利

(Mark Frary)著 ; 張簡守展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73-5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301  

高手決斷 : 「精英日課」人氣作家,

帶你突破偏誤、盲點,偽邏輯,打造超

前跨域的科學思考力 / 萬維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775-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科學方法論 2.CST: 思考  

301.2  

動手做科學探究  / 蔡任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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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3 公

分  .-- (earth ; 21) .-- ISBN 978-626-

96059-3-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科學實驗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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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 STEAM 科學實驗家 : 5 大領

域 X40 種遊戲實驗,玩出科學腦 / 潔

絲.哈里斯(Jess Harris)作 ; 穆允宜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 (童心園系列 ; 283) .-- ISBN 978-626-

349-010-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科學實驗王. 第二部 / Story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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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8

面; 25 公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53-) .-- ISBN 978-957-658-944-7 (第 3

冊: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漫畫  303.4  

全國科普論壇議題摘要手冊. 2022 / 

鄭淑文等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36-3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摘要  307  

悍鱷伏擊 / 李國權作 ; 山頂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文化,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極限挑戰王) .-- 

ISBN 978-986-0761-82-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超能金小弟. 1, 電氣人誕生 / 徐志源

作 ; 李真我繪 ; 翁培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大邑文化, 11011 .-- 144 面; 21 公

分 .-- (魔法學園 ; CHH003) .-- ISBN 

978-986-0761-14-6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超能金小弟. 2, 神祕穿牆人 / 徐志源

作 ; 李真我繪 ; 翁培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大邑文化, 11012 .-- 136 面; 21 公

分 .-- (魔法學園 ; CHH004) .-- ISBN 

978-986-0761-18-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超能金小弟. 3, 無敵臭豆腐 / 徐志源

作 ; 李真我繪 ; 翁培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大邑文化, 11101 .-- 144 面; 21 公

分 .-- (魔法學園 ; 5) .-- ISBN 978-986-

0761-23-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超能金小弟. 4, 八爪章魚變身術 / 徐

志源作 ; 李真我繪 ; 翁培元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大邑文化, 11103 .-- 136 面; 21

公分 .-- (魔法學園 ; 6) .-- ISBN 978-

986-0761-32-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超能金小弟. 5, DNA 追緝令 / 徐志源

作 ; 李真我繪 ; 翁培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大邑文化, 11104 .-- 152 面; 21 公

分 .-- (魔法學園 ; 7) .-- ISBN 978-986-

0761-37-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鋸齒怪客 / 陳紹霖作 ; 黑墨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文化,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萬獸探險隊. III) .-- 

ISBN 978-986-0761-83-2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小學生的腦科學漫畫)人類探索研

究小隊. 2, 為什麼我們常常記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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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74) .-- ISBN 

978-626-349-009-3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8.9  

*勇闖工研院實驗室. 2, 未來世界建

構中 / 劉詩媛著 ; Tai Pera, Salt&Finger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3 公

分 .-- (科普館 ; 13) .-- ISBN 978-986-

449-273-2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從日晷到手錶的發明 : 10 大生活發

明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90-17-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從打字機到電腦的發明 : 10 大科技

發明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

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

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90-21-0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從把脈到心電圖的發明 : 10 大醫學

發明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

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

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90-22-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從風車到太陽能的發明 : 10 大能源

發明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

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

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90-18-0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從電報到網路的發明 : 10 大通訊發

明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90-2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從潛水到跳傘的發明 : 10 大運動發

明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

團隊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90-23-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從輪子到火箭的發明 : 10 大交通發

明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90-16-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從蠟燭到電燈的發明 : 10 大建築發

明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90-1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西方生物學家 / 莊典亮編著 ; Huang 

LL 插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

創, 11201 .-- 240 面; 22 公分 .-- (學生

一定要認識 ; 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373-5-5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科學家 2.CST: 傳記 3.CST: 通

俗作品  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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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基礎數學 / 林欽誠, 李明憶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27-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數學  310  

魔數校長寫的最簡單圖解數學課  / 

間地秀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

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68-61-1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向量 : 學好數學＆理解物理的關鍵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吳家葳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80 面; 25 公分 .-- (少

年伽利略 ; 32) .-- ISBN 978-986-461-

309-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向量空間 2.CST: 通俗作品  

313  

線性代數 : 使用 Octave / 葉倍宏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11109 .-- 49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340-8-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線性代數 2.CST: 數值分析 

3.CST: 電腦軟體  313.3  

研究所講重點 : 演算法-名校攻略秘

笈 / 洪捷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402-

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演算法  318.1  

圖 解 演 算 法 原 理  / 增 井敏 克 著  ; 

22dotsstudi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0-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演算法  318.1  

新世代博弈告解  / 江東霖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星呈廣告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55-0-1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博奕論  319.2  

電腦資訊科學 

持續 API 管理 : 在不斷演變的生態系

統中做出正確決策 / Mehdi Medjaoui

等原著 ; 賴屹民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2-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服務 2.CST: 雲端運算  

312  

數位科技應用 / 施威銘, 吳文立, 旗立

資訊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315-

2 (下冊:平裝) NT$431 普遍級  

1.CST: 數位科技  312  

創新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Design proceedings / 王

年燦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致理學

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

學院, 11110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96-6-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數位科技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文集  312.07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特訓教材  / 

張志勇, 石貴平, 蒯思齊, 廖文華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326-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無線網路 2.CST: 考試指南  

312.16  

哎呀!不小心刻了一套 React UI 元件

庫  : 從無到有輕鬆上手  / 陳泰銘

(Taiming)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iThome 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626-333-289-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1695  

Code that fits in your head : 軟體工程

的啟發式方法 / Mark Seemann 原著 ; 

黃銘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Git/Github 職 場 實 戰 手 冊  / Jesse 

Liberty 作 ; 林子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

731-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你就是不寫測試才會沒時間 : Kuma

的單元測試實戰 . Java 篇 / 許煜松

(Kuma)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Thome 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626-333-264-5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深 入 淺 出 Swift 程 式 設 計  / Paris 

Buttfield-Addison, Jon Manning 原著 ; 

黃詩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語言 2.CST: 物件導

向程式  312.2  

無瑕的程式碼. 敏捷篇 : 還原敏捷真

實的面貌 / Robert C. Martin 著 ; 盧國

鳳, 陳錦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58-4 (平

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程式設計實習 / 吳文立, 李亮生編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385-314-5 ( 平 裝 ) 

NT$431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2  

圖解 UML 系統分析與設計 / 余顯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91-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物件導向 2.CST: 軟體研發  

312.2  

程式設計 : 使用 Visual Basic / 葉倍宏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崑山科技大

學電子工程系, 11109 .-- 45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340-9-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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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新手上路 / 楊健貴編著 .-- 修訂

一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6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38-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9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程式設計基本功與實務範例解析  : 

使用 C# / 邱宏彬, 邱奕儒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3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超圖解 C 程式設計與 APCS 解題思

維 / 趙英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

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29-1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圖說演算法 : 使用 Java / 吳燦銘, 胡

昭民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90-4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2.CST: 演

算法  312.32J3  

LINE 聊天機器人 : 程式+開源+AI+雲

端 最強入門與實戰 / 林建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56-9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2.CST: 人工智慧  312.32J36  

(圖解)從入門到精通 Excel X Python

資料處理術 / 金宏和實著 ;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04 面; 22 公

分 .-- (翻轉學系列 ; 98) .-- ISBN 978-

626-349-029-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32P97  

Python X Excel 自動化與大數據分析

應用實務 / 陳會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

732-1 (平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EXCEL(電腦程式) 3.CST: 辦公室自

動化  312.32P97  

Python 大數據特訓班 / 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33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大數據  312.32P97  

Python 在會計上的應用 : 以財務會計

的經典實例為導向 / 莊泉福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3-260-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財務會計  312.32P97  

演算法 : 最強彩色圖鑑+Python 程式

實作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58-3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選擇權交易 : 使用 Python 語言 / 林進

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345-8 (平裝

附光碟片) NT$55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期貨交易 3.CST: 選擇權  312.32P97  

滑鼠掰!Office 365 績效工作術 / 森新

著 ; 歐兆苓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Lead ; 6) .-- ISBN 978-957-658-

954-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套裝軟體  312.49  

Excel 職場首選 360 技 : 一定會用到

的各式報表製作超效率解答 / 杭琳, 

汪智, 朱艷秋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049-24-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MATLAB 程式設計與工程應用 / 陳

奇中編著 .-- 3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29-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MATLAB(電腦程式)  

312.49M384  

BAP 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6 商務

專 業 應 用 能 力 國 際 認 證 Essentials 

Level Office 大師通關寶典(Documents

文書處理、Spreadsheets 電子試算表、

Presentations 商業簡報) / JYiC 認證研

究團隊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34-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OFFICE 2016(電腦程式) 

2.CST: 考試指南  312.49O4  

超 實 用 !Word.Excel.PowerPoint 辦 公

室 Office 365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 / 張

雯燕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61-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OFFICE(電腦程式)  

312.49O4  

滑鼠掰!Outlook 高效整理術 / 森新著 ; 

歐兆苓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 (iLead ; 5) .-- ISBN 978-957-658-955-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Outlook(電腦程式)  

312.49O82  

SOLIDWORKS 2016 基礎範例應用 / 

許中原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31-2 (平

裝附光碟片) NT$620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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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20-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20 普遍級  

1.CST: WORD 2021(電腦程式)  

312.49W53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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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WORD 2021(電腦程式)  

312.49W53  

超 實用 ! 業務 .總管 .人 資的 辦公 室

Word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Office 365

版本) / 張雯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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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63-

8 (平裝附光碟片) NT$450 普遍級  

1.CST: WORD(電腦程式)  

312.49W53  

從 Hooks 開始,讓你的網頁 React 起來 

/ 陳柏融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

書) .-- ISBN 978-626-333-287-4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軟體研發 

3.CST: 行動資訊  312.52  

Linux 網路內功修煉 : 徹底了解底層

原理及高性能架構 / 張彥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54-5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圖解資料結構 x 演算法 : 運用 C++ / 

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88-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資料結構 2.CST: 演算法 

3.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73  

資料庫系統 : 理論與設計實務 / 余顯

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2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74  

數位取證終極攻略 / 黃國峰, 周震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樂文化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高田科技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81-0-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腦犯罪 2.CST: 資訊蒐集 

3.CST: 鑑識 4.CST: 個案研究  

312.76  

隱形帝國 : 數位鑑識學院尋探之旅 / 

王旭正, 吳欣儒, 闕于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08 面; 21 公分 .-- (數位神探

系列. 資安密碼) .-- ISBN 978-626-333-

286-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2.CST: 網路安全 

3.CST: 通俗作品  312.76  

E-Security 媒體平台 and 資訊戰時代,

資安論壇-政府策略&企產資源&學

研實務 demo 論壇專書. 第二屆 2022 / 

社團法人台灣 E 化資安分析管理協

會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社團法人

台灣 E 化資安分析管理協會, 11112 .-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9721-1-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2.CST: 文集  

312.7607  

社群經營一定要會的影音剪輯與動

畫製作術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媒體 2.CST: 數位影像處理 

3.CST: 電腦動畫  312.8  

AI 資通科技應用 / 魏季宏, 張維平, 

柯清邁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63-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PyTorch 深度學習入門與應用 : 必備

實作知識與工具一本就學會 / 王進

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5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1  

PyTorch 深度學習實作 : 利用 PyTorch

實 際 演 練 神 經 網 路 模 型  / Vishnu 

Subramanian 著 ; 王海玲, 劉江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85-0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1  

全格局使用 PyTorch : 深度學習和圖

神經網路. 實戰篇 / 李金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55-2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機器學習 

3.CST: 神經網路  312.831  

電腦視覺實務 : 使用 Mathematica / 葉

倍宏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崑山科

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109 .-- 5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700-15-4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腦視覺 2.CST: 數位影像處

理  312.837  

天文學 

*Ouch!哎喲喂呀 重力原來是這樣 / 

凱特.辛普森(Kate Simpson)著 ; 安迪.

哈迪曼(Andy Hardiman)繪 ; 鄭煥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 

11110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496-1-7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引力 2.CST: 繪本  321.1  

流星迷蹤 : 從璀璨星體到黯淡隕石,

每一次墜落都是來自天外的珍貴禮

物! / 姚建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 189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65-8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1.CST: 慧星 2.CST: 流星 3.CST: 極光  

323.6  

出發!我的太空探險 : 不可思議的宇

宙 / 艾琳娜.特雷維桑(Irena Trevisan)

著 ; 馬蒂亞.塞拉托(Mattia Cerato)插

畫 ; 陳家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

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710-875-3 (精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天文學 3.CST: 通

俗作品  323.9  

物理 

111 年台灣聲學學會會員大會暨第

35 屆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 2022 annual 

meeting and 35th symposium of Taiwan 

acoustical association / 台灣聲學學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聲學學會, 11111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28-0-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聲學 2.CST: 文集  334.07  

基本電學 / 賴柏洲編著 .-- 四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3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學 2.CST: 電路  337  

基礎電磁學 / 何銘子, 賴富順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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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110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3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磁學  338.1  

化學 

元素角色圖鑑 / 若林文高監修 ; いと

うみつる繪 ; 林美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96 面; 19X21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268) .-- ISBN 978-626-349-

015-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元素 2.CST: 元素週期表  

348.21  

界面化學精論 / 黃堅昌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11-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膠體化學  348.6  

地質學 

*秘密 / 謝欣燕文 ; 廖慧麗圖 .-- 澎湖

縣湖西鄉 :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09 .-- 24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211-00-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海洋環境保護 2.CST: 自然保

育 3.CST: 繪本  351.9  

昨日世界 : 古生物學家帶你逆行遊

獵五億年前的世界,16 個滅絕生態系

之 旅  / 湯 瑪 斯 . 哈 利 迪 (Thomas 

Halliday)作 ; 林麗雪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鷹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37-3-1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古生態學 2.CST: 化石  

359.18  

大象爸爸不要怕 : 犀牛牙醫的牙齒

檢查日 / 楊念蓁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04-92-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動物化石 2.CST: 古生物 

3.CST: 繪本  359.5  

生物學 

薛丁格生命物理學講義 : 生命是什

麼? / 薛丁格著 ; 仇萬煜, 左蘭芬譯 .-- 

四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582-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2.CST: 生命論  

360  

壽命天註定? : 揭開生命週期、老化

與死亡的關鍵機制 / 強納森.席佛頓

(Jonathan Silvertown)著 ; 鍾沛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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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581-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2.CST: 壽命 3.CST: 

老化  361.273  

聲之生 : 聲音的驚奇、演化的創意,

以及即將消逝的聲音 / 大衛.喬治.哈

思克(David George Haskell)著 ; 陳錦

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科學新視野 ; 183) .-- ISBN 

978-626-318-423-7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生物聲學 2.CST: 聲音  

361.73  

遺傳流行病學原理 / 陳為堅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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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0-

646-1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遺傳學 2.CST: 流行病學  

363  

圖解不可思議的基因機密檔案 / 島

田祥輔作 ; 甘為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7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基因 2.CST: 遺傳學  363.81  

生物超能模擬器 / 日本小學館編輯

撰文 ; 藤子.F.不二雄漫畫 ; 游韻馨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

分 .-- (哆啦 A 夢科學任意門 ; 23) .-- 

ISBN 978-957-32-9772-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仿生學 2.CST: 漫畫  368  

微生物免疫學 / 張讚昌, 蕭明裕, 王彰

勳, 邱南昌, 尤封陵, 林忠義, 施玟玲, 

林育興, 戴國峯, 朱敬儀, 盧冠霖, 謝

雅如, 王瑜琦, 王凱立, 李文珍, 李忠

信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109 .-- 5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910-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微生物學 2.CST: 免疫學  

369.85  

植物學 

了不起的植物圖鑑 : 出乎預料!原來

植物有秘密! / 石井英男作 ; 下間文

惠插畫 ;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0-262-7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植物學 2.CST: 通俗作品  

370  

植物認識我 : 簡易植物辨識法 / 潘富

俊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尚禾田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5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06638-2-2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植物學  370  

臺灣海濱植物圖鑑 / 高瑞卿, 伍淑惠, 

張元聰作 .-- 增訂一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432 面; 23

公分 .-- (台灣自然圖鑑 ; 24) .-- ISBN 

978-626-320-264-1 (平裝) NT$890 普

遍級  

1.CST: 植物圖鑑 2.CST: 臺灣  

375.233  

野菊花開矣 : 澎湖的植物 / 陳昭蓉

著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文

化局, 11111 .-- 96 面; 30 公分 .-- (澎湖

縣文化資產叢書 ; 332) .-- ISBN 978-

626-7211-02-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8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澎湖縣  

375.233/141  

動物學 

50 種動物撼動人類歷史 : 從戰爭到

生活,由飲食文化到太空探險,看見動

物對人類的影響  / 雅各 .F.菲爾德

(Jacob F. Field)作 ; 世茂編譯小組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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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閱讀世

界 ; 35) .-- ISBN 978-986-259-079-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動物學 2.CST: 自然史 3.CST: 

文明史  380  

我很奇怪但很可愛. 2 : 天生就是超級

咖 : 這些動物的驚人祕密 / 新夭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789-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動物學 2.CST: 通俗作品  

380  

原來動物是這樣子啊! / 新宅廣二文 ; 

手塚明美圖 ; 林芝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6 面; 28 公分 .-- (小魯知識

繪本) .-- ISBN 978-626-7177-63-1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動物學 2.CST: 通俗作品  

380  

權力的野性 : 單打獨鬥、結盟互助、

間諜窺探,為了爭食物、搶領地、繁

衍後代,動物的奪權大戲,現正上演中。 

/ 李.艾倫.杜加欽(Lee Alan Dugatkin)

著 ; 曾秀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Biz ; 411) .-- ISBN 978-626-

7192-37-5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攻擊性行為 

3.CST: Social behavior in animals. 

4.CST: Social hierarchy in animals. 

5.CST: Decision making in animals. 

6.CST: Aggressive behavior in animals.  

383.7  

海之聲 : 貝殼與海洋的億萬年命運 / 

辛西亞.巴內特(Cynthia Barnett)作 ; 吳

莉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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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56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 FS0157) .-- 

ISBN 978-626-315-203-8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貝殼類 2.CST: 軟體動物 

3.CST: 歷史  386.709  

昆蟲島 / 香川照之作 ; 張東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658-942-3 (第 6 冊: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繪本  387.7  

昆蟲品集 = Insect / 温宏治作 .-- 高雄

市 : 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611-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動物圖鑑  

387.725  

嘉寶的田野大發現 . 荔枝椿象篇 = 

Garbo's great adventure in the field : 

lychee stink bug / 蔡佩珊繪圖 ; 陳清玉, 

連經憶故事構成 .-- 初版 .-- 嘉義市 : 

國立嘉義大學, 11110 .-- 35 面; 27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626-

96675-0-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半翅目 2.CST: 昆蟲 3.CST: 繪

本  387.764  

鱻魚の味 : 到南方澳吃魚、買魚、

認識魚 / 林文吉作 .-- 臺北市 : 高遠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216-1-8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魚類 2.CST: 動物圖鑑 3.CST: 

臺灣  388.533025  

山中大鯨奇 / 楊念蓁文 ; 蔡豫寧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主要內容為注音  .-- ISBN 978-986-

5504-93-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鯨目 2.CST: 化石 3.CST: 通俗

作品  389.7  

人類學 

和古人類學家一起來趟時空旅行! : 

解開人類祖先的演化之謎 / 李相僖

作 ; 李海丁繪 ; 黃千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8-08-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類演化 2.CST: 人類起源 

3.CST: 通俗作品  391.6  

視覺圖解 : 腦的結構與原理 / 加藤俊

德作 ; 陳聖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11 .-- 1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814-1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腦部  394.911  

地球人的身體構造好奇妙 / 坂井建

雄監修 ; 黃郁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80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

389-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2.CST: 通俗作品  

397  

地球人的肢體動作好好笑 / 坂井建

雄監修 ; 黃郁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80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

388-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2.CST: 通俗作品  

397  

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祕(彩繪圖

解) = 知識ゼロからの身体の不思議

入門 / 上野正彥著 ; 陳嫻若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1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62-

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2.CST: 法醫學  397  

肌肉 : 利用正確知識有效鍛練身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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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80 面; 25 公分 .-- (少

年伽利略 ; 33) .-- ISBN 978-986-461-

311-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肌肉 2.CST: 運動生理學  

397.3  

鎂的奇蹟 : 未來 10 年最受矚目的不

生病營養素  / 卡洛琳 .狄恩(Carolyn 

Dean)著 ; 游懿萱, 張家瑞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480 面; 23 公分 .-- (健康

Smile ; 88) .-- ISBN 978-626-7198-07-0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鎂 2.CST: 營養  399.24  

應用科學類 

總論 

綠色能源科技原理與應用 / 曾彥魁

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19-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能源技術 2.CST: 綠色革命  

400.15  

人文社會的跨領域 AI 探索 / 李建良, 

林文源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

清華大學出版社,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25-0-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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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人工智慧 2.CST: 科學技術 

3.CST: 科技社會學 4.CST: 文集  

407  

醫藥 

恐怖疾病與駭人療法 : 腦洞大開的

醫術奇聞 / 強納森.J.摩爾(Jonathan J. 

Moore)作 ; 柯松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Mirror ; 30) .-- ISBN 

978-626-96096-9-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醫學史  410.9  

救命 : 明清中國的醫生與病人 / 涂豐

恩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14-753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醫學史 2.CST: 醫病關係 

3.CST: 明代 4.CST: 清代  410.92  

MY 健康誌. 2023 / 聯合報記者團隊

文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新聞

部, 11111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35-23-8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阿育吠陀靈性身心平衡調息法 : 掌

握身體的平衡,達到全方位的健康 / 

Akari Lippe(アカリ.リッピー)作 ; 楊

玓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87-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氫分子醫學聖經. 2022 最新版 / 中華

創新未來協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創新未來協會,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035-2-

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氫  411.1  

斷糖生酮飲食法 : 日本名醫教你吃

出燃脂抗老的酮體能量,打造不生病

好體質 / 白澤卓二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瑞麗美人國際媒體,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117-8-

5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健康飲食  

411.1  

小麥完全真相 : 戒除致病糧食,斷開

糖尿病、心臟病、慢性發炎、平衡

荷爾蒙、舒解受損腸胃道、降低罹

癌等健康風險 / 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s)著 ; 閻紀宇, 鄧子衿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8-820-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小麥  411.3  

名醫家吃什麼 : 肝殿下 VS.胃大人 : 

你的營養補給、抗癌保命家庭醫書 / 

張振榕, 林莘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趨勢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餐桌上的良醫. 1, 肝.

胃保健室) .-- ISBN 978-986-95269-3-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消化系統疾

病 3.CST: 食譜  411.3  

超實用!上班族就該這樣吃 : 劉怡里

營養師的診間故事集 / 劉怡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 ; 76) .-- 

ISBN 978-626-7065-75-4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營養常識 2.CST: 食療 3.CST: 

食譜  411.3  

圖解人體最便捷的能量來源 醣類 : 

零概念也能樂在其中!瞭解醣類的功

能&機轉 / 前川智著 ; 徐瑜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572-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411.3  

癌症的最終解答. 首部曲 : 18 年探索

找到最佳的保健食品 / 張金鐘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張金鐘,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10-

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通俗作品  411.3  

臨床營養學 : 膳食療養. volume 1 / 陳

淑娟, 尹彙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10 .-- 2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68-48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營養學 2.CST: 食療  411.3  

茹素運動員 : 頂尖選手、醫學專家

實證,透過植物性飲食打造更健壯的

身體 / 羅伯特.契克(Robert Cheeke), 麥

特.弗拉齊爾(Matt Frazier)著 ; 周沛郁

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58-946-1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素食 2.CST: 健康飲食 3.CST: 

健康法  411.371  

M.A.X. 極 限 增 肌 計 畫 2.0 / Brad 

Schoenfeld 著 ; 林晉利, 萬明岳譯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2-730-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3.CST: 肌肉  411.711  

健美健體備賽聖經 / Peter J. Fitschen, 

Cliff Wilson 原著 ; 陳依萍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

司, 11111 .-- 2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93-35-1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塑身  

411.711  

瀧島體操 / 瀧島未香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沐 光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577-7-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體操  

411.711  

走路救了我 / 張恩珠著 ; 張雅眉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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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91-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健行 2.CST: 運動健康 3.CST: 

生活指導  411.712  

白胖胖、黃胖胖、黑胖胖,你是哪一

種? : 中醫辨證論治減肥法,輕鬆有效

不反彈 / 董正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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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85-45-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中醫  411.94  

旅遊健康管理 : 兼談旅遊安全 / 譚健

民, 李連春, 陳嘉隆合著 .-- 二版 .-- 新

北 市  : 華 立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84-97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411.98  

新冠疫情與法制建構 / 林春元, 江科

郁, 張凱鑫, 王服清, 張愷致, 王舜民, 

林佳妏, 吳予丹, 何致緯合著 ; 倪貴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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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衛生法律與政策研究) .-- ISBN 978-

957-511-864-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 3.CST: 法制  412  

陳時中的真面目 / 季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季節, 11109 .-- 1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15-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時事評論 

3.CST: 言論集  412.133  

臺 中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年 報 . 2021 = 

Health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2021 annual report / 邱惠慈, 

陳麗娟, 施靜儀, 陳淑芬, 楊惠如, 傅

瓊慧, 吳雅玲, 林宛蓁, 湯澡瑛, 王碧

蘭, 黃敏慧, 游寶珠, 王俊翔, 甄蕙芬, 

賴威志, 廖佳郁, 邱美燕, 王琳鈞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 11110 .-- 2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6-36-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衛生行政 2.CST: 臺中市  

412.133/115  

傳染病世界史 : 人類是如何與瘟疫

戰鬥 / 神野正史監修 ; 潘東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18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433-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傳染性疾病 2.CST: 傳染性疾

病防制 3.CST: 世界史  412.409  

我們與疫的距離 : 抗 COVID-19 臺北

群像 = The age of pandemic / 何美鄉, 

張淑卿, 蔡素蓉, 顧雅文作 ; 任紋儀, 

陳姿伶, 胡琬瑜, 田瑞華採訪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文獻館, 

11110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63-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3.CST: 報導文學  

412.471  

新冠疫情下的生命課題 / 桑賈伊.古

普塔(Sanjay Gupta)著 ; 張瓊懿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17-4-

0 (平裝) NT$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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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近健康生活 / 中康生醫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墨提斯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112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95756-7-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民健康管理 2.CST: 衛生教

育  412.5  

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 : 健保改革日記

3.0 / 李伯璋總編輯 .-- 臺北市 : 衛生

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1109 .-- 7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7-60-

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全民健康保險  412.56  

中醫也可以救命! / 臺中慈濟醫院中

醫部主述 ; 吳立萍撰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257-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中西醫整合  

413  

人體使用手冊 : 抗衰老自癒工程 : 對

抗疾病與老化 ,從臟腑自癒開始! = 

User's manual for the human body / 吳清

忠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百科 ; 63) .-- ISBN 978-626-320-

280-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醫理論 2.CST: 養生 3.CST: 

健康法  413.1  

圖解人體實用經絡手冊 / 陳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11 .-- 

256 面; 30 公分 .-- (健康樹 ; 76) .-- 

ISBN 978-626-7065-78-5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經絡 2.CST: 中醫理論 3.CST: 

穴位療法 4.CST: 按摩  413.165  

黃帝內經經絡按摩健康全書 / 曾子

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1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69-1-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經絡療法 2.CST: 按摩  

413.915  

中醫婦科對症調理按摩大全 : 一本

女性專屬的全身經絡穴位保養圖典 / 

查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70-9-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按摩 2.CST: 經穴 3.CST: 婦女

健康  413.92  

怎樣吃最健康 2.0 / 莊靜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5370-7-

5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626-95370-8-2 (下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95370-9-9 (全套: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食療 2.CST: 養生 3.CST: 中醫 

4.CST: 食譜  413.98  

黃師父的指刮療傷 : 佛心傳承與自

我療癒 / 黃許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美魔世代有限公司, 11110 .-- 15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6598-0-

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刮痧  413.99  

中藥鋪與廚房裡的四季本草藥茶  / 

蔡鳴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70-4-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食療本草 2.CST: 養生 3.CST: 

茶食譜  414.14  

現代睡美人 : 以及各種謎樣的心身

症,一位腦神經專家解密文化依存症

候群的全球踏查報告 / 蘇珊.歐蘇利

文(Suzanne O'Sullivan)著 ; 朱怡康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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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26-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心身症 2.CST: 心身醫學  

415  

醫學檢驗品質管理 / 王貞仁, 李名世, 

李詩益, 吳俊忠, 柯建興, 高照村, 陳

怡伶, 陳菀莉, 陳瀅如, 黃仰仰, 黃溫

雅, 楊淑清, 楊雅倩, 蔡慧頻, 謝淑珠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96-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檢驗醫學 2.CST: 品質管理  

415.12  

從絕望到希望 : 一名醫生與罕病戰

鬥與共存的長征  / 大衛 .費根博姆

(David Fajgehbaum)著 ; 楊雅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04 面; 21 公

分 .-- (Ciel) .-- ISBN 978-957-05-3454-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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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費根博姆(Fajgenbaum, David 

C.) 2.CST: 醫師 3.CST: 罕見疾病 

4.CST: 回憶錄 5.CST: 美國  415.18  

醫學影像原理與處理 / 程大川, 謝寶

育, 陳泰賓, 劉國英, 丁健益, 周銘鐘, 

施政廷, 李榮輝, 莊濬超, 黃詠暉, 許

士彥, 陳東明, 劉光筠合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12-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影像醫學 2.CST: 影像診斷  

415.216  

急診的生命練習曲 : 暖醫賈蔚從說

話到聽話的白色故事 / 賈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502-5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急診醫學 2.CST: 醫病關係 

3.CST: 醫病溝通  415.22  

愛人的樣子 : 愛滋感染者伴侶親友

訪談故事集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0

公分 .-- (mark ; 175) .-- ISBN 978-626-

7206-25-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愛滋病 2.CST: 通俗作品  

415.238  

高血壓降壓常備菜 147 道 / 胡大一, 

李寧, 成向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93-6-

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高血壓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食療  415.382  

治咳寶典 : 臨床 38 年名醫,預防與照

護感冒、流感、黴漿菌感染、新冠

肺炎和各種肺炎必讀 / 羅仕寬, 羅際

竹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297-5-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呼吸道疾病 2.CST: 咳嗽 

3.CST: 健康法  415.4  

咳嗽警報 : 從感冒、呼吸道過敏到

嚴重咳嗽的專業治咳指南 / 羅仕寬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3 公分 .-

- (Joyful life ; 15) .-- ISBN 978-626-

7198-08-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呼吸道疾病 2.CST: 咳嗽  

415.4  

新冠疫情發展、因應與影響 : 跨國

比較與超前部屬 / 陳德昇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3 公分 .-- (論壇 ; 25) .-- ISBN 978-

986-387-61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公共衛生 3.CST: 商業經濟 4.CST: 文

集  415.407  

腸道細菌與新冠病毒面面觀 / 姚紀

高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文經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10 .-- 180 面; 21 公

分 .-- (Health ; 30) .-- ISBN 978-957-

663-810-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腸道微生物 2.CST: 胃腸疾病 

3.CST: 冠狀病毒 4.CST: 保健常識  

415.5  

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照護流程與指

導手冊 / 魏璽倫主編 .-- 二版 .-- 臺北

市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1109 .-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57-4 (平裝) NT$25 普遍級  

1.CST: 新陳代謝疾病 2.CST: 慢性病

防治  415.529  

新編輸血醫學 / 孫建峰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 

11110 .-- 6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84-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輸血醫學  415.652  

第 1 型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2022 = 

DAROC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ype 1 diabetes care 2022 /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

會, 11110 .-- 3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6239-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糖尿病  415.668  

過敏知多少 : 你需要知道的 101 個過

敏知識 / 詹哲豪著 .-- 三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32 面; 

23 公分 .-- (專科一本通 ; 30) .-- ISBN 

978-626-320-278-8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過敏性疾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74  

陳德生的腎利人生 / 陳德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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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悅讀健康系列 ; HD3176) .-- 

ISBN 978-626-96478-8-0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腎臟疾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81  

男人大丈夫 : 日常堅挺的那 101 件小

事 / 高銘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意市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29-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性功能障礙 2.CST: 泌尿生殖

系統疾病  415.856  

腦力激盪 300 問  / 芭芭拉 .施穆茨

(Barbara Schmutz)著 ; 鐘寶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4-24-

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腦部 2.CST: 神經系統 3.CST: 

神經學  415.9  

失智症照顧衛教手冊 / 宋惠娟, 蘇信

鳳, 金聖晴, 林孟薇編著 .-- 初版 .-- 花

蓮市 : 宋惠娟, 11110 .-- 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69-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健康照護  

415.934  

活到 100 不失智 : 大腦逆齡對策,穴

道醒神養腦術 / 陳品洋編審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41-7-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健腦法 3.CST: 

經絡療法  415.934  

台灣頭痛治療準則 . 2022 = Taiwan 

guidelines for migraine and cluster 

headache treatment / 台灣頭痛學會編

製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頭痛學會, 

11110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639-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頭痛  415.937  

兒童精神科診斷性會談量表(DSM-5) 

= K-SADS-E interview(DSM-5 version) 

/ 高淑芬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

記圖書出版社, 11110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48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精神醫學 2.CST: 精神診

斷學  415.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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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黑暗 : 從否認、抗拒到面

對、接受,美國文學大師歷經憂鬱症

的真實告白  / 威廉 .史泰隆(William 

Styron)著 ; 張鑫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73-23-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史泰隆(Styron, William, 1925-

2006) 2.CST: 憂鬱症 3.CST: 傳記  

415.985  

情緒失控的平衡練習 : 從憂鬱到狂

躁,一切混亂,都能獲得解決 / 凱蒂.康

尼比爾 (Katie Conibear)著  ; 劉又菘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健

康百科 ; 64) .-- ISBN 978-626-320-254-

2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康尼比爾(Conibear, Katie) 

2.CST: 情感疾病 3.CST: 躁鬱症 

4.CST: 通俗作品  415.985  

台灣女性乳癌白皮書 : 100 個非知不

可的醫學知識,關於妳的乳房掌上微

型 Google 冊 / 杜世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240 面; 28 公分 .-- (身

體文化 ; 175) .-- ISBN 978-626-335-

987-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乳癌  416.2352  

整形外科急診手冊 : 緊急處置原則

與技巧 / Jamal M. Bullocks, Patrick W. 

Hsu, Shayan A. Izaddoost, Larry H. 

Hollier, Jr 原著 ; 王思翰, 陸曉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8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整型外科  416.4  

診間實用骨科學 / Edward(Ted) Parks

著 ; 陳建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金

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7-07-6 (平裝) 

NT$1150 普遍級  

1.CST: 骨科  416.6  

世界第一眼科醫師傳授,如何預防視

力下降 / 深作秀春著 ; 林慧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152 面; 21

公分 .-- (Dr.Me ; HD3178) .-- ISBN 978-

626-96625-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眼部疾病 3.CST: 

視力保健  416.7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 配鏡學 / 

陳偉新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80-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驗光 2.CST: 視力  416.767  

魔人蘇阿軒醫師的婦科衛教診療室 / 

蘇軒著/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

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

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68 面; 

21 公分 .-- (i 健康 ; 059) .-- ISBN 978-

626-7207-02-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婦科 2.CST: 婦女健康 3.CST: 

衛生教育  417  

成年女性拉警報!身體異常徵兆圖鑑 

/ 工藤孝文作 ;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11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7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婦科 2.CST: 婦女健康 3.CST: 

症候學  417.1  

月經不平等 : 一段女性身體的覺醒

之路 / 艾莉絲.迪艾波(Élise Thébaut)

著 ; 劉允華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7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月經 2.CST: 文化研究 3.CST: 

宗教與社會  417.124  

臨床腫瘤學精論 / 廖繼鼎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 

11110 .-- 6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82-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腫瘤學  417.8  

翻轉癌症 : 抗癌力大躍進,不只存活,

還要樂活 /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

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

庫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41-6-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預防醫學  417.8  

疫苗與免疫的科學 : 到底要不要打

疫苗?免疫療法有效嗎?免疫力愈強

愈好嗎? / 宮坂昌之著 ; 藍嘉楹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201) .-- ISBN 978-626-320-251-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疫苗 2.CST: 免疫學  418.293  

老人用藥安全 / 李世代, 林香汶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60-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服藥法 2.CST: 投藥 3.CST: 老

人  418.74  

斷食全書 : 透過間歇性斷食、隔天

斷食、長時間斷食,讓身體獲得療癒 

/ 傑 森 . 馮 (Jason Fung), 吉 米 . 摩 爾

(Jimmy Moore)著 ; 高子梅譯 .-- 再版 .-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

發行,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5-58-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斷食療法  418.918  

肌筋膜疼痛修復全書 : 16 個常見痛

症 X4 大放鬆手法,解析全身筋膜網

的異常,打開層層緊繃和沾黏的疼痛

自救 / 凃俐雯, 蘇柏文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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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7-69-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肌筋膜放鬆術  418.9314  

筋膜解痛自療全書 / 丹尼爾.芬斯特

(Daniel Fenster)作 ; 王念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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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healthy ; 13) .-- ISBN 978-626-7087-66-

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肌筋膜放鬆術 2.CST: 疼痛醫

學  418.9314  

啟動自然療癒力 : 園藝治療的 100 道

四季花草遊戲教案 / 黃香萍, 詹立筠, 

莊燿鴻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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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856-0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自然療法 2.CST: 心靈療法 

3.CST: 園藝學  418.96  

靈魂日記 : 療癒大師羅凱銘從阿卡

西紀錄、希塔療癒及家庭系統排列,

尋找源頭之光到達彼岸的旅程 / 羅

凱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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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26-71-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心靈療法 2.CST: 能量  

418.98  

診所經營人才培訓寶典 / 小暮裕之

著 ; 劉德正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 224 面; 21 公分 .-- (Ideal Business ; 

25) .-- ISBN 978-986-408-857-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診所 2.CST: 醫院行政管理 

3.CST: 人力資源管理  419.2  

陪你走過疾病四季 : 致每一位勇敢

的鬥士及愛你的家人 / 陳怡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

分 .-- (疾病照護 ; 10) .-- ISBN 978-626-

96466-7-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安寧照護 

3.CST: 生死學  419.71  

用愛,送你遠行 / 台灣安寧照顧基金

會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健康人生 ; 212) .-- ISBN 

978-626-96466-6-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安寧照護 2.CST: 通俗作品  

419.825  

新護理師實力評量. 七, 社區衛生護

理學 = Practice test papers for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7, communit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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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89-4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家政 

妳的 ID 是後天美人 : 好感妝容 X 時

髦穿搭 X 優美體態,魅力進化論不必

是母胎美人,也能有超高回頭率! / 高

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1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47-4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女裝 2.CST: 衣飾 3.CST: 時尚 

4.CST: 美容  423.23  

美容丙級技術士 : 技能檢定數位寶

典 / 徐珮清, 賴素漪編著 .-- 第五版 .-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79-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美容 2.CST: 美容師 3.CST: 考

試指南  425  

燙髮 Perm 必學基礎商業冷燙 / 戴美

瑩, 吳瑞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969-9-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髮 2.CST: 髮型  425.5  

舒適耐穿的設計款孩童服 : 運用鈕

釦.抽繩.鬆緊帶.褶子.袖口布來調整

尺寸 / 美濃羽まゆみ著 ; 瞿中蓮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45) .-- ISBN 978-986-

302-642-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衣飾 3.CST: 手工

藝  426.3  

秋高氣爽的好 chill 手作計畫 : 衣物

織品改造術&打造溫馨生活感的布

作大小事 / BOUTIQUE-SHA 授權 ; 周

欣芃, 瞿中蓮, 黃鏡蒨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104 面; 30 公分 .-- (Cotton 

friend 手作誌 ; 58) .-- ISBN 978-986-

302-643-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手工藝  426.7  

簡約至上!設計師風格帆布包 : 手作

言究室的製包筆記 / Eileen 手作言究

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6 公

分 .-- (製包本事 ; 2) .-- ISBN 978-986-

302-641-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手提袋 2.CST: 手工藝  426.7  

簡單玩布 fun 手作 / [藝風堂出版社]

編輯部編企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

堂出版社,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772-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手工藝  426.7  

駕馭各種幸福表情の蝴蝶結 BOOK / 

山口路子作 ; 周欣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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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 面; 26 公分 .-- (愛生

活 ; 130) .-- ISBN 978-986-5520-7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裝飾品 2.CST: 手工藝  426.9  

蔬食者與家人的幸福溝通課 : 改善

蔬食者和非蔬食者關係之指南 / 梅

樂妮.喬伊(Melanie Joy)著 ; 留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78-7-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素食主義 2.CST: 肉食者 

3.CST: 溝通 4.CST: 傳播心理學  

427.014  

尋 味 東 西  / 扶 霞 . 鄧 洛 普 (Fuchsia 

Dunlop)著 ; 何雨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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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23-8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文集  427.07  

USR 林園農魚產品 : 石斑魚、洋蔥

食譜 : dGrouper and onion recipe / 王寶

惜作 .-- 高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

正修科技大學, 11110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442-2-3 (精裝)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日本名廚高湯研究全書 / 柴田書店

編 ; 林香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6 公分 .-- (生活樹 ; 98) .-- 

ISBN 978-626-349-036-9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湯  427.1  

米 粒 Q 的 環 遊 世 界 餐 桌  / 米 粒

Q(MillyQ)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

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9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49-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低 GI 減脂蔬菜湯 : 降體脂、低熱量、

刮油消肚、高纖飽足不挨餓 / 楊馥

美食譜設計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1 公分 .-- (Cook50 ; 224) .-- ISBN 978-

626-7064-27-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我的手作早午餐 / 尤萱慧, 王俊勝, 吳

青華, 吳森澤, 沈貞伶, 李建興, 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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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林明慧, 林楚晟, 邱惠如, 張育菖, 

張智翔, 盛秀娟, 康佩鈺, 陳俊農, 陳

雅心, 陳楷曄, 詹子璋, 詹智皓, 楊裕

能, 鄭昭雲, 鍾懷仁, 羅思傑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144 面; 26 公分 .-- (癮食

文化 ; 6) .-- ISBN 978-957-9065-69-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兩種食材創造驚人美味!一肉一菜快

簡餐 / 陳秭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11 .-- 280 面; 23 公分 .-

- (好食光 ; 39) .-- ISBN 978-626-7065-

76-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427.1  

雷神煮廚的對症健康菜 : 御廚雷議

宗+中西營養學權威黃淑惠,精心設

計 100 道家常宴客菜,以日常飲食方

打造不生病體質,從降血糖、控制膽

固醇、抗癌、防失智,到平衡免疫力

等 8 大類身心失調,統統搞定 / 雷議

宗, 黃淑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常

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06-3-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健康飲食  427.1  

戈登.拉姆齊的快速食譜 / 戈登.拉姆

齊作 ; 黃亭蓉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

業務部發行, 11111 .-- 2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67-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2  

傳承台菜 5 夠香 / 黃景龍, 鄭乃綱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廚

房 Kitchen ; 128) .-- ISBN 978-626-

95848-3-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3.CST: 臺灣  

427.133  

道地台灣味 : 小吃篇、宴客篇、點

心篇 / 潘宏基, 江裕春, 林振廉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11110 .-- 168 面; 26 公分 .-- 

(Cooking ; 15) .-- ISBN 978-986-5481-

31-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3.CST: 臺灣  

427.133  

溫蔬菜與吐司的美味組合公式 / 永

田唯作 ; 邱婉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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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43) .-- ISBN 978-986-5520-78-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速食食譜  427.14  

BrianCuisine 不萊嗯的吐司學 : 學會

麵團發酵、烘焙科學與風味組合,剖

析吐司的 50 個為什麼。 / Brian Li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64-29-0 ( 精 裝 ) 

NT$1300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staub 鑄鐵鍋 自宅麵包烘焙術 / 池田

愛實作 ; 林農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9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74-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肉桂捲技法全圖解 : 零基礎也學得

會!從選料、調餡、擀捲到烘烤,掌握

味道口感打造專屬你的大人味! / 彭

浩著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

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130-561-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芳彤甜點日記 : 經典伴手禮的美味

饗宴 / 方慧珠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Baking ; 13) .-- ISBN 

978-986-5481-33-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食品乙級全錄(麵包、西點蛋糕、

餅乾) / 張庭綺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525-6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職人解構 40 款經典麵包美味技

法 : 吐司 x 貝果 x 可頌 x 丹麥配方公

開,輕鬆做出創意風味麵包 / 鍾瀚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9-501-8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輕鬆學造型中式麵點 : 水餃、鍋貼、

水晶餃、燒賣,包法造型全圖解,蒸煮

完美又飽足的麵食! / 汪宣(朵莉)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94-0 (平裝) NT$548 普

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食食譜  

427.16  

職人手作點心 : 原麥森林主廚精選!

擄獲舌尖的 48 道無添加美味甜點 / 

邱弘裕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Baking ; 12) .-- ISBN 978-986-

5481-32-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藝術果凍花專門書 : 由 12 位果凍花

匠人聯手打造!果凍花 3 大部件 X6 個

常見技巧,全方位解析藝術果凍花 / 

卞柔勻, 吳阿梅, 李宜樺, 吳苡嫙, 邱

淑惠, 林惠鶯, 高翠萍, 張滿足, 黃雪

芳, 楊塵, 蘇美慧, 龔郁婷著 .-- 一版 .-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36 面; 26 公分 .-- (癮食文

化 ; 14) .-- ISBN 978-957-9065-67-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一鍋一餐豐盛飯 / [邦聯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食工坊 ; 97) .-- ISBN 

978-986-06889-3-1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飯粥 2.CST: 食譜  427.35  

吃。飯糰 / 山下生活有限公司作 ; 簡

國書, 史達魯, 謝宜澂(Ozzy), 黃惠玟

食譜設計 .-- 臺東縣關山鎮 : 山下生

活有限公司, 11112 .-- 1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659-0-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稻米 2.CST: 飯粥 3.CST: 食譜  

427.35  

好想喝一口 : SHAKE-經典人氣手搖

飲、配料解密 / 謝美美, 郭植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9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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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06393-6-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飲料 2.CST: 食譜  427.4  

飲料實務 / 王淑媛, 陳淑娟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7-9 (下冊:平裝) 普遍

級  

1.CST: 飲料  427.4  

冠軍咖啡師 手沖咖啡哲學 = Coffee 

first text book / 井崎英典作 ; 龔亭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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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1-582-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Phoebe 的 法 國 料 理 醬 汁 聖 經  = 

Phoebe's sauce bible : a guide to the 

sauces of french cuisine / Phoebe W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96 面; 

26 公分 .-- (生活文化 ; 74)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626-353-040-9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調味品 2.CST: 食譜  427.61  

10 隻小雞去度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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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2 面; 25X25

公分 .-- (迷繪本 ; 121)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90-3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數

學--3-6 歲幼兒讀物  428  

不要就是不要! : 兒童自我保護繪本 / 

詹妮.桑德斯文 ; 潔麗.查瑪金圖 ; 楊

佳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5

公分 .-- (小魯新公民繪本 ; 12N) .-- 

ISBN 978-626-7177-64-8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兒童保護 3.CST: 

親職教育 4.CST: 繪本  428  

天黑我不怕 / Richard Powell[撰文] ; 

Morgan Huff[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

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17-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太空好朋友 / Richard Powell[撰文] ; 

Federica, Roberta[繪] ; 陳朝卿譯 .-- 臺

中 市  : 華 碩 文 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

書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42-18-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手拉手去探險 / Richard Powell[撰文] ; 

Ryan Ball, Emily Bolam[繪] ; 陳朝卿

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

畫書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542-19-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社

會互動--0-3 歲幼兒讀物  428  

必須說出的祕密! : 兒童自我保護繪

本 / 詹妮.桑德斯文 ; 克雷格.史密斯

圖 ; 楊佳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5 公分 .-- (小魯新公民繪本 ; 

13N) .-- ISBN 978-626-7177-65-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兒童保護 3.CST: 

親職教育 4.CST: 繪本  428  

回到侏羅紀! / Richard Powell[撰文] ; 

Federica, Roberta[繪] ; 陳朝卿譯 .-- 臺

中 市  : 華 碩 文 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

書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42-36-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你是我的寶藏 / Richard Powell[撰文] ; 

Ryan Ball, Emily Bolam[繪] ; 陳朝卿

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

畫書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542-20-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吼  動物翻翻有聲書  / 林淑貞總編

輯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4 面; 16X16

公分 .-- (立體有聲繪本 ; 1) .-- ISBN 

978-626-313-094-4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聽

覺--0-3 歲幼兒讀物  428  

我想和你一起玩 / Richard Powell[撰

文] ; Ryan Ball, Emily Bolam[繪] ; 陳朝

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542-21-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友

情--0-3 歲幼兒讀物  428  

奇妙的旅行 / Richard Powell[撰文] ; 

Federica, Roberta[繪] ; 陳朝卿譯 .-- 臺

中 市  : 華 碩 文 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

書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42-22-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非洲大驚奇 / Richard Powell[撰文] ; 

Louise Ellis[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2-23-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圖

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物  428  

咻 ~ 小 心 ! / Richard Powell[ 撰 文 ] ; 

Maxine Lee[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2-35-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認

知發展--0-3 歲幼兒讀物  428  

飛行熱氣球 / Richard Powell[撰文] ; 

Ryan Ball, Emily Bolam[繪] ; 陳朝卿

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

畫書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542-25-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臭臭在身邊 / Richard Powell[撰文] ; 

Federica and Roberta[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

書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42-24-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自

理能力--0-3 歲幼兒讀物  428  

雪 地 奇 遇  / Richard Powell[撰文 ] ; 

Morgan Huff[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

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3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26-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社

會互動--0-3 歲幼兒讀物  428  

尋 龍 高 手  / Richard Powell[撰文 ] ; 

Louise Ellis[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2-27-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菜園香香的 / Richard Powell[撰文] ; 

Maxine Lee[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2-28-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跟上我的節拍 / Richard Powell[撰文] ; 

Maxine Lee[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2-29-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0-3 歲幼兒讀物  428  

鈴 日常生活翻翻有聲書 / 林淑貞總

編輯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14 面 ; 

16X16 公分 .-- ISBN 978-626-313-095-

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聽

覺--0-3 歲幼兒讀物  428  

潛 進 海 底  / Richard Powell[撰文 ] ; 

Morgan Huff[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

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30-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圖

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物  428  

蟲 蟲 世 界  / Richard Powell[撰文 ] ; 

Louise Ellis[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2-31-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昆

蟲--0-3 歲幼兒讀物  428  

寶貝不想睡 / Richard Powell[撰文] ; 

Morgan Huff[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

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32-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生

活體驗--0-3 歲幼兒讀物  428  

寶 貝 奶 爸  / Richard Powell[ 撰文 ] ; 

Maxine Lee[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2-33-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親

情--0-3 歲幼兒讀物  428  

蘇菲的帽子 / Richard Powell[撰文] ; 

Louise Ellis[繪] ; 陳朝卿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111 .-- 16

面; 19X19 公分 .-- (圖畫書系列)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2-34-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社

會互動--0-3 歲幼兒讀物  428  

原味太太的手指食物 : 讓孩子自然

學會吃的「BLW 寶寶主導式離乳法」

全攻略!57 道符合成長需求、方便抓

握的全營養副食品 / 原味太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

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130-560-8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3.CST: 

食譜  428.3  

寶貝睡眠大解密 : 讓你搞懂寶寶睡

覺的事 / Rachel Y. Moon 原著 ; 林奕

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

版社, 11110 .-- 25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368-481-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育兒 2.CST: 睡眠  428.4  

為教養搭鷹架 : 守護孩子長成自己

的建築 / 哈羅德.科普萊維奇(Harold S. 

Koplewicz)著 ; 呂玉嬋譯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教育教

養 ; BEP074) .-- ISBN 978-986-525-839-

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兒童心理學  428.8  

香魚老師的繪本與桌遊私房課 / 王

湘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 11110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8886-57-

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子遊戲 2.CST: 兒童遊戲 

3.CST: 繪本  428.82  

胸腔科權威曹昌堯醫學博士的 36 堂

健康必修課 : 任何人都要為自己的

健康把關,做好管理計畫,大病、小病

都能輕鬆搞定。  / 曹昌堯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健康百

科 ; 62) .-- ISBN 978-626-320-260-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家庭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429  

農業 

石蜻蜓 : 生態、永續、幸福 / 石正人

口述 ; 孫沛芬執筆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97-6-

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農業生態 2.CST: 農業經營 

3.CST: 永續農業  430.1633  

中臺灣農業科技前瞻論壇輯. 2022 / 

林煜恒, 陳葦玲, 陳裕星, 李紅曦主

編 .-- 第一版 .-- 彰化縣大村鄉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 

11110 .-- 100 面; 26 公分 .-- (臺中區農

業改良場特刊 ; 147 號) .-- ISBN 978-

626-7110-06-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農業經營 2.CST: 永續農業 

3.CST: 文集  431.2107  

綠植軟裝佈置提案 : 用觀葉植物型

塑時髦的室內叢林 = The leaf supply 

guide to creating your indoor jungle : a 

guide for growing and styling foliage in 

your home / 蘿倫 .卡蜜勒里 (Lauren 

Camilleri), 蘇 菲 亞 . 凱 普 蘭 (Sophia 

Kaplan)著 ; 杜蘊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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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08-858-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室內植物 2.CST: 觀葉植物 

3.CST: 家庭佈置  435.11  

以菜種菜真簡單 : 第一本居家「再

生栽培」圖解入門書!利用剩的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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莖葉,一個杯子就能種!41 種美味蔬

果從浸水、移植到採收步驟完整解

說 / 宮崎大輔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

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27-4-8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蔬菜 2.CST: 栽培  435.2  

臺灣果樹研究與發展研討會專刊 . 

2022 = A symposium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fruit crops in Taiwan / 王

仕賢, 盧虎生, 李國譚, 陳幼光, 陳京

城, 江淑雯, 盧柏松, 朱堉君, 張哲嘉, 

江一蘆, 李昱錡, 葉文彬, 林宣佑, 陳

思如, 葉德銘, 李雪如, 吳俊達, 林慧

玲, 張嵐雁, 王瀅翠, 王仁晃, 賴信忠, 

謝瑾鴻, 謝鴻業作 ; 張哲嘉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

系, 11109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53-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果樹類 2.CST: 栽培 3.CST: 文

集  435.307  

多肉植物新手養成 BOOK! / 黑田健

太郎作 ; 洪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7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多肉植物 2.CST: 栽培 3.CST: 

園藝學  435.48  

草坪管理 / 謝清祥, 陳宏銘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360-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綠地 2.CST: 園藝學 3.CST: 景

觀工程設計  435.7  

自然風庭園設計 BOOK : 設計人必讀!

花 木 x 雜 貨 演 繹 空 間 氛 圍  / FG 

MUSASHI 編著 ; 陳妍雯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版 : 悅智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12 面; 

26 公分 .-- (綠庭美學 ; 2) .-- ISBN 978-

626-96285-1-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庭園設計 2.CST: 造園設計  

435.72  

國立中興大學新化林場百年傳承  / 

吳佾鴻, 蔡錦堂, 萬正雄, 段洪坤, 陳

皇志, 曾鈞鴻作 ; 吳佾鴻主編 .-- 臺中

市 :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11109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53-1-2 (精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新化林場 2.CST: 林業 3.CST: 

歷史  436.0933  

老樹媽媽 / 謝珮寧圖 ; 劉嘉琪文 .-- 初

版 .-- 苗栗縣大湖鄉 : 財團法人十呆

環境保護基金會, 11109 .-- 30 面; 30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626-

96587-0-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樹木 2.CST: 自然保育 3.CST: 

繪本  436.1111  

樹木博物館 / 凱蒂.史考特(Katie Scott)

繪圖 ; 東尼.柯克罕(Tony Kirkham)撰

文 ; 楊詠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家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201 .-- 96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5562-77-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樹木  436.1111  

一看就懂森林之島 / 遠足地理百科

編輯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8-161-

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森林 2.CST: 森林生態學 

3.CST: 臺灣  436.12  

臺灣木材大揭祕 : 常見國產木材利

用手冊 = Wood secrets revealed : uses 

of Taiwan-made wood / 夏榮生編著 .-- 

初版 .-- 新竹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07-

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木材 2.CST: 臺灣  436.4  

德叔寵物聯合國 / 德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06-12-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寵物飼養  437.3  

狗狗長壽聖經 : 10 個關鍵原則,輕鬆

養出健康又長壽的毛小孩! / 羅德尼.

赫比(Rodney Habib), 凱倫.貝克(Karen 

Becker)著 ;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3 公分 .-- (iDO ; 104) .-- ISBN 

978-626-96533-1-7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3.CST: 健

康飲食  437.354  

來自貓咪的貓生諮商 / 齋藤慈子, 服

部円, にゃんとまた旅作 ; 洪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16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475-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3.CST: 動

物行為  437.364  

退休的貓侍衛 / beat 文字.插畫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0 .-- 128 面; 20 公分 .-- (chill ; 

3) .-- ISBN 978-626-96582-2-0 (精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3.CST: 繪

本  437.364  

觀賞水產養殖學 / 鄭曙明主編 .-- 修

訂二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0 .-- 4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05-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水產養殖  438.6  

野生七彩 : 亞馬遜水中閃耀的寶藏 = 

Wild discus : the glittering underwater 

treasures of Amazonia / Horst Linke 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魚雜誌社,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7406-9-2 (精裝) 

NT$1188 普遍級  

1.CST: 魚 2.CST: 養魚  438.667  

工程 

工程數學 : 含微積分觀念解析 / 莊紹

容, 楊精松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28-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程數學  440.11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實習 / 鐘國家, 侯

安桑, 廖忠興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29-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感測器  440.121  

交通事故力學 / 張超群, 許哲嘉, 黃國

平, 吳宗霖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81-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應用動力學 2.CST: 交通事故  

440.133  

世界第一簡單材料力學 / 末益博志, 

長嶋利夫作 ; 謝承漢譯 .-- 二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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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界 ; 273) .-

- ISBN 978-626-7172-07-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材料力學 2.CST: 漫畫  

440.21  

TRIZ 的創新理論與實戰精要 : 因果

分析、矛盾矩陣、發明原理、科學

效應,一本書教你用創新方法解決實

際問題 / 姚威, 韓旭, 儲昭衛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4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50-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發明 2.CST: 創造性思考 

3.CST: 問題導向學習  440.601  

結構 : 從自然物到人造物,萬物成形

與屹立不搖的永恆祕密 / 詹姆斯.愛

德華.戈登(James Edward Gordon)著 ; 

王年愷譯 .--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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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16 面; 

22 公分 .-- (藝術叢書 ; F11060) .-- 

ISBN 978-626-315-204-5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結構工程  441.21  

建築計畫 : 一個從無到有的設計思

考過程與可行之道 / 李峻霖, 莊亦婷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02-8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設計  441.3  

臺東縣歷史建築天主教白冷外方傳

教會臺灣區會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顧超光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1110 .-- 3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9-88-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公共建築 3.CST: 

歷史性建築 4.CST: 古蹟修護 5.CST: 

臺東縣  441.41  

建築法規彙編 / 周世璋, 吳玫芳主

編 .-- 六版 .-- 臺北市 : 茂榮書局 , 

11109 .-- 6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733-78-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441.51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 / 詹氏書局編輯

部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10 .-- 888 面; 26 公分 .-- 革新編目

版 .-- ISBN 978-957-705-649-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441.51  

室內裝修材料施工作業實務 / 林明

成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10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05-648-1 (平裝) NT$57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施工管理  

441.52  

營建管理實務與工程查核 / 陳純森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科技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6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655-567-1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營建管理 2.CST: 施工管理  

441.529  

*鋼結構施工規範(TISC 031-2022) /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編修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11109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7857-5-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鋼結構 2.CST: 結構工程 

3.CST: 施工管理  441.559  

金門縣縣定古蹟後豐港洪旭古厝修

復及再利用計畫 / 曾逸仁計畫主持 ; 

杜正宇共同主持 .-- 初版 .-- 金門縣金

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10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99-6 (平

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15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金門縣  

441.59  

雲林縣詔安客家「文昌國小舊宿舍

群」調查研究暨規劃設計 / 呂政道

計畫主持 ; 黃衍明, 孫仁鍵協同主

持 .-- 第一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

縣政府, 11109 .-- 4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75-1 (平裝附光碟

片) NT$1800 普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雲林縣  

441.595  

雲林縣歷史建築原莿桐公學校木造

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陳柏宏計

畫主持 .-- 第一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9 .-- 335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075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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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莿桐

鄉  441.595  

新世紀鐵路工程學. 基礎篇 / 黃民仁, 

張欽亮編著 .-- 修訂五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7-236-

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鐵路工程  442.4  

海巡艦艇數位教材. 四, 建造領域 輪

機推進 / 胡誠友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25-5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NT$200 普遍級  

1.CST: 船舶工程  444  

(國民營事業)機械原理(含概要與大

意)奪分寶典 / 祝裕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5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55-6 (平裝) NT$570 普

遍級  

1.CST: 機械工程  446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完全攻略 / 黃

蓉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345-7 (平

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機械力學  446.1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 

謝昇蓉總編輯 .-- 第 14 版 .-- 彰化縣

鹿港鎮 :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

心, 11111 .-- 4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02-1-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汽車檢驗 2.CST: 安全設備  

447.161  

電子學 / 宋由禮, 陳柏宏, 旗立理工研

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313-8 (下冊: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子學  

448.6  

FPGA 可程式化邏輯設計實習 : 使用

Verilog HDL 與 Xilinx Vivado / 宋啓嘉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3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2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積體電路 2.CST: 晶片 3.CST: 

Verilog(電腦硬體描述語言) 4.CST: 

設計  448.62  

半導體,下一個劇本 / 權順鎔著 ; 劉聖

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

限公司, 11111 .-- 336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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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192-41-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 2.CST: 半導體工業 

3.CST: 趨勢研究  448.65  

圖解半導體 : 從設計、製程、應用

一窺產業現況與展望 / 井上伸雄, 藏

本貴文著 ;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

472-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 2.CST: 半導體工業 

3.CST: 產業發展  448.65  

PLC 可程式控制實習與專題製作使

用 FX2N/FX3U / 陳冠良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536-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自動控制 2.CST: 電路  

448.933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都更 QA 大全 / 王進祥編著 .-- 臺北

市 : 現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現代地

政雜誌社,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 (現代地政叢書 ; 74) .-- ISBN 978-

957-0301-46-5 (第 1 冊: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都市更新 2.CST: 問題集  

445.1022  

山城石光 / 江美茹圖 ; 陳俊宏, 廖綺

紋文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 11110 .-- 29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35-40-2 (平裝) .-

- ISBN 978-626-7135-41-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環境教育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繪本  445.9  

未來家園 : 對地球友善的美好生活

方 案  / 瑪 德 萊 恩 . 芬 萊 (Madeleine 

Finlay)文 ; 崔智秀圖 ; 黃靜雅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8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44-3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環境教育 

3.CST: 繪本  445.9  

冷氣鱷魚 / 嚴仟淳, 嚴仟晴圖.文 .-- 新

北 市  : 新 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 

11110 .-- 23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35-36-5 (平裝) .-

- ISBN 978-626-7135-37-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環境教育 2.CST: 氣候變遷 

3.CST: 繪本  445.9  

貪吃鬼孤嚕 = Greedy Gulu / 蔡承妤, 

朱芷萱, 黃奕璇圖.文 .-- 新北市 : 新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10 .-- 25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35-38-9 ( 平 裝 ) .-- ISBN 978-626-

7135-39-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教育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繪本  445.9  

溫室氣體組織層級盤查技術及聲明

書製作手冊 /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

中心編著 ; 翁睿廷, 顏進芳, 曾英富, 

蔡建進, 蔡易璋, 林亮萱, 蔡伯慶, 何

潤堂, 田曉華, 李仁文, 胡稚群, 丘偉

民, 邱翊豪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11109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54-

99-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環境監測 2.CST: 碳排放  

445.981  

*花子的金午時餐館 / 林雅眉文 ; 蘇

晉毅圖 .-- 澎湖縣湖西鄉 : 澎湖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 11109 .-- 24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211-

01-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自然保育 

3.CST: 繪本  445.99  

減碳神隊友 : 攜手護地球 / 陳秋玉

作 .-- 彰化市 :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1110 .-- 28 面; 30 公分 .-- (彰化縣環

境教育小繪本)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73-9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繪本 

3.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445.99  

源源一日遊 / 林建緯作 .-- 彰化市 : 彰

化縣環境保護局, 11110 .-- 27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73-

9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環境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環保--3-6 歲幼

兒讀物  445.99  

礦冶 

大溪驚炭號 : 大嵙崁的煤礦與產業

生活記憶 / 周德清作 .-- 桃園市 : 財

團法人大嵙崁文教基金會, 11111 .-- 

130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

81968-9-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煤礦 2.CST: 歷史 3.CST: 人文

地理 4.CST: 桃園市大溪區  

456.0933  

應用化學；化工 

餐桌上你該害怕什麼? : 揭開飲食業

變成化工業的真相 / 林朗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1 .-- 352 面; 21 公

分 .-- (眾生 ; JP0204) .-- ISBN 978-626-

7219-00-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食品工業 2.CST: 食品加工 

3.CST: 食品添加物  463.12  

超有感!漢方草本蔬果天然萬用皂 / 

范孟竹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

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93-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肥皂  466.4  

製造 

薄膜科技與應用 / 羅吉宗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323-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薄膜工程  472.16  

島木,島作 : 當木工藝、國產材在重

逢的路上 = Our woods, our crafts / 周

耀俊撰文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11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662-3 (精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木工 2.CST: 工藝美術 3.CST: 

木材工業  474  

優雅不打烊 : 埔里手工紙又一春 / 李

今芸, 黃世豐著 .-- 初版 .-- [南投縣埔

里鎮]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110 .-- 

252 面; 21 公分 .-- (水沙連人文創新

與社會實踐叢書 ; 5) .-- ISBN 978-626-

95201-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造紙 2.CST: 造紙工業 3.CST: 

南投縣埔里鎮  47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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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纖維創作獎專輯 . 第五屆 = 

2022 Fiber Creation Award / 陳佳君總

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

物館, 11109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6-25-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纖維工業 2.CST: 作品集  

478.16  

商業；各種營業 

商業服務業年鑑. 2022 : ESG 低碳與

數位轉型 / 經濟部, 財團法人商業發

展研究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經濟部發行, 11111 .-- 352 面; 19 公

分 .-- (Big ; 401) .-- ISBN 978-626-353-

031-7 (平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商業 2.CST: 服務業 3.CST: 年

鑑  480.58  

白金鹽憶 : 臺灣鹽業檔案故事 / 蔡昇

璋撰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 文 化 部 , 

11109 .-- 179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2-21-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鹽業 2.CST: 臺灣  481.9  

中華人文 .新疆和闐玉  : 文藝復興 

D12 玉博文教 611 美術全集 / 抱璞國

際設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

寶石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

堂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增訂再

版 .-- 臺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83-2-9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文藝復興 .新疆和闐玉  : 美術全集 

D12.玉博文教.602 世紀菁英 / 抱璞國

際設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

寶石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

堂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增訂再

版 .-- 臺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83-5-0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玉華天寶 .新疆和闐玉  匡廬奇秀  : 

D12.玉博文教.402 / 抱璞國際設計編

輯 全 組 , 中 國 新 疆 和 闐 玉 . 寶 石

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

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堂人

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臺北市 : 抱璞

國際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83-1-2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玉華天寶 .新疆和闐玉  廬山人文  : 

D12.玉博文教.401 / 抱璞國際設計編

輯 全 組 , 中 國 新 疆 和 闐 玉 . 寶 石

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

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堂人

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臺北市 : 抱璞

國際有限公司, 11110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83-0-5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品牌故事 .新疆和闐玉  : 文藝復興 

D12 玉博文教 601 美術全集 / 抱璞國

際設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

寶石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

堂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增訂再

版 .-- 臺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83-4-3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浪漫愛情.仕女美學 : 天上人間 D12

玉博文教 610 美術全集 / 抱璞國際設

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寶石

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

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堂人

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增訂再版 .-- 臺

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3-3-6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諧振運動 遠離病痛 / 葉宏駿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優至俙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11110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80-0-8 (精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動力學 2.CST: 醫療器材業 

3.CST: 醫療用品  487.1  

* 臺 灣 家 具 產 官 學 策 略 發 展 論 壇 . 

2022. III : 家具與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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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55-1-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家具 2.CST: 家具設計 3.CST: 

產業發展 4.CST: 文集  487.9107  

社區住戶與物業公司的權利與義務 : 

如何挑選優質的物業服務公司 / 陳

建謀, 陳俐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23-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物業管理服務業 2.CST: 物業

管理  489.1  

貴 婦 私 藏  : 全 台 十 大 質 感 護 膚

SALON / 以利文化作 ; 江芳吟, 吳欣

芳, 張荔媛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以利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80-2-

2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美容業 2.CST: 創業  489.12  

8 又二分之一. 2012-2016 / 陳佳臨作 .-

- 再版 .-- 臺南市 : 八又二分之一有限

公司, 11110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78-0-3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旅館業 2.CST: 旅館經營 

3.CST: 藝術展覽  489.2  

8 又二分之一. 2017-2019 / 陳佳臨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八又二分之一有限

公司, 11110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78-1-0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旅館業 2.CST: 旅館經營 

3.CST: 藝術展覽  489.2  

藝術收藏家手冊 : 從購藏及持有藝

術品的權威指南 / 瑪麗.羅澤爾(Mary 

Rozell)作 ; 官妍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31-45-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市場 2.CST: 藝術品 

3.CST: 蒐藏管理 4.CST: 投資  489.7  

花店創業計劃書,從興趣到專業的心

法攻略 : 開店流程.經營實務.必備商

品 / 賴玉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噴

泉文化館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11 .-- 148 面; 23 公分 .-

- (花之道 ; 77) .-- ISBN 978-626-96285-

0-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花卉業 2.CST: 創業 3.CST: 商

店管理  489.9  

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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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本質 :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 / 

泰勒.柯文(Tyler Cowen)著 ; 徐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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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12 面; 21 公分 .-- (經濟趨勢 ; 72) .-- 

ISBN 978-626-7195-04-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商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資本主義 4.CST: 美國  490  

行銷專業秘書人才認證題庫 / 台北

市外貿行銷專案經理人協會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31-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祕書 2.CST: 行銷學  493.9  

會計的世界史 : 財報就像一本故事

書,看記帳如何改變全世界,左右全球

商業模式與金融發展 / 田中靖浩著 ; 

周芷羽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706-

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會計 2.CST: 歷史  495.09  

不花錢也能做到! : 讓社群行銷效果

達到 100%的方法 / 笹木郁乃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97-03-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全球菁英都在讀 MBA 行銷經典 必

讀 50 部 1 冊濃縮精華 / 永井孝尚著 ; 

張翡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 (Trend ; 77) .-- ISBN 978-957-658-943-

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496  

行銷管理 : 超越顧客需求 = Marketing 

management : exceed customer need / 鄭

紹成, 高于歡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73-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銷管理  496  

流 通 管 理  : 掌 握 新 消 費 模 式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 understanding 

the new consumption patterns / 邱繼智

著 .-- 六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4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784-97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行銷管理 2.CST: 流通服務 

3.CST: 零售業  496  

通路管理 / 許正芳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6-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銷通路 2.CST: 行銷管理  

496  

短影音流量變現 : 百萬創作者教你

打造最夯自媒體,TikTok、IG Reels、

YT Shorts、LINE Voom 適用 / 串串李

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1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0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社群 2.CST: 網路行銷  

496  

成功的敏捷產品管理 : 打造暢銷產

品的祕訣 / 周龍鴻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

262-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商品管理 2.CST: 專案管理  

496.1  

新產品開發與分析法 / 陳耀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6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3-438-7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商品 2.CST: 研發  496.1  

成交與不成交的距離只有 0.01mm / 

師瑞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

化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07-202-6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成為金牌業務主管 : 從百萬到百億

的銷售團隊實戰建立祕笈 / 聶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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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04 面; 

21 公 分  .-- (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 

BW0809) .-- ISBN 978-626-318-445-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頂尖業務員必備法則 : 100 個影響顧

客潛意識的心理溝通技巧 / 酒井俊

夫著 ; 謝如欣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32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活 ; 530) .-- ISBN 

978-626-320-273-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文案力就是你的鈔能力 : 寫作教練

Vista 教你打造熱銷商品、快速圈粉

的文案密碼 / 鄭緯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75-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廣告文案 2.CST: 廣告寫作  

497.5  

企業管理 

明賠暗賺 : 追求財富的贏家 / 韋恩

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111 .-- 23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73) .-- ISBN 978-626-

7134-5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成功法 

3.CST: 猶太民族  494  

給經營管理者的數據實戰課 : 建立

以數據驅動為核心的管理模式,逆境

中業績也能翻倍成長 = 99%の社長

が知らない 会社の数字の使い方 / 

小山昇著 ; 方冠婷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生 產 力 中 心 , 

11110 .-- 232 面; 21 公分 .-- (價值創新

系列 ; 24) .-- ISBN 978-986-6254-98-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管理  

494  

超圖解經營績效分析與管理 / 戴國

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00-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管理  

494  

圖解彼得.杜拉克管理學 / 津田太愚

作 ; 胡毓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11 .-- 20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813-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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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杜拉克(Drucker, Peter 

Ferdinand, 1909-2005) 2.CST: 學術思

想 3.CST: 管理科學  494  

管人 36 計 : <<孫子兵法>>&<<三十

六計>>的人才管理與智慧應用 / 許

可欣編著 .-- 三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3 公

分 .-- (Guide book ; 271) .-- ISBN 978-

626-320-250-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孫子兵法 2.CST: 研究考訂 

3.CST: 企業管理  494  

評價小冊子 : 基本觀念、程序、方

法與運用 / 謝國松作 .-- 新北市 : 謝

國松, 11109 .-- 19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568-6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企業管理評鑑 2.CST: 績效評

估  494.01  

總是後悔錯過時機 ,莫非在等時光

機? : 財富、智慧、地位?想成為人生

勝利組,你唯一缺乏的就是精準「理

時」觀! / 林庭峰, 王雪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97-9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工作效率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01  

*從行動研究到教學強化 : 國際企業

管理課程與多元教學方法 / 鄭耿翔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11109 .-- 12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515-3-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教學設計 

3.CST: 教學法  494.033  

SCALE.高成長思維 : 從 0 到世界級

的致勝關鍵,頂尖新創企業家教你再

成長的經營策略 / 雷德.霍夫曼(Reid 

Hoffiman), 茱.寇恩(June Cohen), 德倫.

特里夫(Deron Triff)著 ; 許恬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 ( 創 新 觀 點 ) .-- ISBN 978-957-08-

654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1  

大膽決策,小心選擇 : 到底要 A 還是

B?別人都在做我該不該跟上?一本書

帶你提高「膽商」、擺脫選擇困難,

從此人生高效率! / 溫亞凡, 楚風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31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79-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決策管理 2.CST: 成功法  

494.1  

創新思考與商業文書撰寫 / 莊銘國, 

卓素絹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14-1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創造性思考 

3.CST: 企劃書  494.1  

高績效獲利團隊 : 優化合作流程+提

升心理安全感=高效學習、有效產出

的 永 續 成 長 團 隊  / Stefano 

Mastrogiacomo, Alexander Osterwalder

著 ; 葉妍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7539-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企業組織 

3.CST: 組織管理  494.2  

圖解領導學 / 戴國良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3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494.2  

學管理就是這麼輕鬆 : 精彩案例、

哲人妙語、精闢分析,二十四堂管理

課讓你成為上司最青睞、下屬最信

賴的好主管! / 徐博年, 趙澤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6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20-2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管理者 2.CST: 企業領導 

3.CST: 組織管理  494.2  

領導者的試煉 : 600 位執行長的智慧

與教訓,最務實也最殘酷的七堂管理

課 / 亞當.布萊安特(Adam Bryant), 凱

文.沙爾(Kevin Sharer)作 ; 聞翊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

分 .-- (Big ; 401) .-- ISBN 978-626-353-

00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企業經營 

3.CST: 組織管理 4.CST: 職場成功法  

494.21  

培育人才一甲子 : 中技社工程教育

暨獎學金 60 週年紀念專刊 / 財團法

人中技社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技社, 11110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628-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中技社 2.CST: 人才 

3.CST: 培養 4.CST: 獎學金  494.3  

How to 反內捲 / 王晴天, 吳宥忠合

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71-948-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競爭  

494.35  

UP 學 : 所有經理人相見恨晚的一本

書  / 馬 歇 爾 . 葛 史 密 斯 (Marshall 

Goldsmith), 馬克.賴特著 ; 吳玟琪譯 .-

- 三版 .-- [新北市] : 李茲文化有限公

司, 11111 .-- 3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5291-2-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經理人 

3.CST: 領導  494.35  

工作 DNA / 金範俊著 ; 郭佳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406) .-- ISBN 978-626-7192-31-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人際關係  

494.35  

能馬上交出成果的人,只做這件事 / 

石川和男作 ; 方嘉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408) .-- ISBN 

978-626-7192-38-2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效率  

494.35  

最強生存力 = Viability power up / 洪

豪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1-94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領低薪,是因為你不夠用心 : 帕雷托

法則 x 鯰魚效應 xAIDMA 定律......職

場八大守則,你做對了哪些? / 胡文宏, 

劉燁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

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680-519-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整理想法的技術 : 讓你避免腦袋一

片混亂、語無倫次的 13 項思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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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福柱煥著 ; 張亞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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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新商叢 ; BW0644X) .-- ISBN 978-626-

318-44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思考  

494.35  

公司理財的本土觀點 / 賴鈺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6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財務管理  494.7  

從助理到老總都該看也能看懂的財

務學 / 賈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Biz ; 410) .-- ISBN 978-626-

7192-50-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財務管理 2.CST: 財務金融  

494.7  

社會科學類 

統計 

SPSS 與量化研究 / 凃金堂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435-6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統計套裝軟體 2.CST: 統計分

析 3.CST: 量性研究  512.4  

金門縣統計年報. 第 68 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 Kinmen Count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

輯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政府, 

11109 .-- 5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8-95-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政府統計 2.CST: 福建省金門

縣  514.231/205  

嘉義縣統計手冊. 第 45 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 Statistical manual of Chiayi 

County 2021 / 嘉義縣政府編 .-- 嘉義

縣太保市 : 嘉義縣政府, 11110 .-- 14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09-31-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政府統計 2.CST: 嘉義縣  

514.33/125  

嘉義縣統計年報. 第 72 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ayi 

County 2021 /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編 .-

- 嘉 義 縣 太 保 市  : 嘉 義 縣 政 府 , 

11110 .-- 563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09-2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政府統計 2.CST: 嘉義縣  

514.33/125  

教育 

(教甄教檢)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 

艾育編著 .-- 第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344-0 (平裝) NT$670 普遍級  

1.CST: 教育  520  

用繪本談 SDGs,與國際教育接軌 / 劉

淑雯著 ; 陳佳蕙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03-957-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永續發展 3.CST: 

繪本  520  

透視教科書 : 批判論述取向 / 王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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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3-370-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教育理論 2.CST: 教科書 

3.CST: 批判理論  520.1  

有關教育 / 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6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74) .-- 

ISBN 978-626-7134-59-7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1.CST: 教育哲學  520.11  

會玩在山林 : 成就孩子童年探索的

權利 / 王慧蘭, 陳世聰, 高佩文, 白雅

萍, 蔡國興, 胡欣宜, 陳欣瑜, 胡恆驥, 

黃湘蓮, 柳曉瑜, 林家吟, 楊珮詩, 陳

宇蓁, 林瑞祥, 利麗琴合著 .-- 初版 .-- 

屏東縣瑪家鄉 : 屏東縣瑪家鄉長榮

百合國民小學, 11111 .-- 280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117-59-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教育 2.CST: 文集  

520.933  

勝出 99%人的成癮式學習法 / 粂原圭

太郎著 ; 富雁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77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521.1  

精準閱讀 : 幫助最多人通過國家考

試的大律師,教你進入看得下書的狀

態,同時精準抓重點 / 伊藤真著 ; 林信

帆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

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Think ; 245) .-- ISBN 978-626-7192-51-

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讀書法  

521.1  

雙語體育教學輕鬆上路  = Painless 

bilingual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 

程峻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109 .-- 240 面; 23 公分 .-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

511-863-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師資培育 2.CST: 雙語教育 

3.CST: 體育教學  522.6  

我們的孩子到底需要什麼 : 李家同

給家長和老師的教育建言 / 李家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29-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兒童教育  523  

童話八大神祕事件 / 保羅.馬丁(Paul 

Martin)作 ; 卡蜜兒.羅伊(Camille Roy)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84 面; 26 公分 .-- 

(貓偵探) .-- ISBN 978-957-521-591-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益智遊戲  

523.13  

貓巧可是猜謎大王. 創造力篇 / 王淑

芬文 ; 尤淑瑜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6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05-343-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創造力  

523.13  

語言、語文與閱讀 / 柯華葳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111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25-1-0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兒童語言發展 2.CST: 閱讀  

523.16  

蒙特梭利教育理論與實踐 / 施淑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79-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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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學前教育理論 2.CST: 蒙特梭

利教學法  523.2  

小鹿趣玩ㄅㄆㄇ : 初階注音點讀書 / 

彎彎著 ; 劉小屁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6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7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注音符號 

3.CST: 學前教育 4.SHTB: 語言文學--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音樂入門鍵盤課 : 小小音樂家(課本) 

= Little musician(lesson book) / 陳逸琳, 

朱俐蘭教材撰寫 .-- 新北市 : 優美文

化藝術有限公司 , 11112 .-- 68 面 ; 

22X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626-95138-2-6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音樂教育 

3.SHTB: 藝術媒介--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教甄教檢)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

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

年試題) / 謝坤鐘編著 .-- 第七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41-9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教師專業資

格  523.26  

跨域+探究 素養更有力 / 王嬿婷, 李

芝芬, 李怡穎, 吳璧純, 洪佳微, 范信

賢, 唐郁婷, 徐美玉, 陳美如, 陳永龍, 

陳思玎, 陳怡君, 黃政昱, 葉興華, 訾

德蕙, 練芳好作 .-- 新竹市 : 新竹市東

區關埔國民小學, 111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40-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課程規劃設計 2.CST: 教學研

究 3.CST: 初等教育  523.3  

活力閱讀 100 分. 5 年級 / 熊鴻文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3-096-8 (平裝) 

NT$80 普遍級  

1.CST: 閱讀指導 2.CST: 初等教育  

523.31  

桃園市國小雙語教育 : 各學習領域

課程學習重點 / 桃園市義興國民小

學, 桃園市快樂國民小學, 桃園市青

埔國民小學, 桃園市內壢國民小學, 

桃園市山豐國民小學, 桃園市五權國

民小學, 桃園市大坑國民小學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109 .-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5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雙語教育 2.CST: 課程綱要 

3.CST: 初等教育 4.CST: 桃園市  

523.31  

新編詞語萬花筒  / 賴慶雄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10 .-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

435-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小學教學  523.31  

成語句句有意思. 五年級 / 曾仁華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3-101-9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成語 2.CST: 漢語教學 3.CST: 

小學教學  523.311  

成語句句有意思. 四年級 / 胡婉君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3-100-2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成語 2.CST: 漢語教學 3.CST: 

小學教學  523.311  

活力成語 100 分. 6 年級 / 熊鴻文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3-097-5 (平裝) 

NT$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成語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11  

素養閱讀 Book 思議 / 張馥淳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 

11109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52-432-7 (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11  

量詞這樣學超簡單 / 幼福編輯部編 ; 

張睿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04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243-822-0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量詞 3.CST: 

初等教育  523.311  

新編讀兒歌學語文 / 李光福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10 .-

- 11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52-434-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兒歌  523.313  

舞文倡議 寫出思想影響力 : 第十五

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 第十五屆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優勝同學, 心岱, 

吳鈞堯, 張耀仁, 須文蔚, 周昭翡, 馬

翊航等作家及老師作 ; 鄭曉帆主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35-22-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13  

國小數學學習扶助教材(一般繪本版) 

/ 徐偉民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

屏東大學, 11109 .-- 508 面; 26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59-7-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教材教學 

3.CST: 小學教學  523.32  

國小數學學習扶助教材(原住民繪本

版) / 徐偉民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國

立屏東大學, 11109 .-- 494 面; 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159-

8-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教材教學 

3.CST: 小學教學  523.32  

鍾靜談教與學. 一 : 數學素養導向教

學設計實務 / 鍾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78-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教學設計 

3.CST: 小學教學  523.3207  

CQ 創思手做國際認證解題全攻略 / 

CQ 認證命題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37-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523.36  

唱-故鄉的歌. II : 本土音樂教材編選. 

II, 台語兒童歌曲 / 顏綠芬主編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109 .-- 19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3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歌 2.CST: 臺語 3.CST: 音樂

教育 4.CST: 小學教學  523.37  

Scratch3.0 的 100 個技巧 : 大學問小

技巧,輕鬆建構邏輯思維 / 嚴餘金(小

剛老師)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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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64-337-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電腦遊戲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4.CST: 中小學

教育  523.38  

Scratch3.0 創意程式設計融入學習領

域 / 王麗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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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課程寓教於樂 AI 人工智慧概念 : 

含特徵小偵探桌遊包 / 吳聲毅, 方嘉

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3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電腦教育 

3.CST: 初等教育  523.38  

學習敲敲門 Let's know why! : 臺北市

先鋒學校課程發展故事 / 臺北市大

安區銘傳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

國民小學,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

學,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臺

北市北投區逸仙國民小學編輯 .-- 臺

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08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

59-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小學課程 2.CST: 課程研究  

523.4  

上 岐國小 創校 百週年 校慶 特刊  = 

100th-anniversary of Shang-Chi 

elementary school / 薛奕龍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縣烈嶼鄉 : 金門縣烈嶼

鄉上岐國民小學, 11110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5-00-5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金門縣烈嶼鄉上岐國民小學  

523.8231/205  

原來專題探究可以這樣教 : 如何以

課程設計啟動高層次思考 / 黃春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3 公

分 .-- (學習與教育 ; 238) .-- ISBN 978-

626-305-326-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教學設計 2.CST: 課程規劃設

計 3.CST: 教學法 4.CST: 中等教育  

524.3  

中學台語文教材教法 = Tiong-o̍h Tâi-

gí-bûn Kàu-châi Kàu-hoat / 丁鳳珍, 梁

淑慧, 施炳華, 林秀珍, 林茂賢, 林麗

姿, 江澄樹, 翁曉萍, 曹芬敏, 許芳誠, 

陳麗君, 傅美玲, 程俊源, 楊允言, 蔣

為文著 ; 丁鳳珍, 梁淑慧主編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08-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教材 3.CST: 中等

教育  524.31  

我們正在集思廣議 : 2022 跨域創新

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 謝承諭, 陳

譽翔, 翁子涵, 張涵鈞, 李佳蓉, 李佩

蓉, 籃勝玉, 陳宣丞作 ; 謝承諭主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

中學, 11109 .-- 1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5-4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創造思考教

學 3.CST: 教學設計 4.CST: 中等教育  

524.31  

理想的讀本 : 國文 / 王安祈, 向鴻全, 

江江明, 何淑貞, 李玲珠, 林安梧, 林

玫儀, 林淑貞, 張高評, 曾昭旭, 黃儀

冠, 楊宗翰, 解昆樺, 蕭麗華撰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一爐香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財 團 法 人漢 光 教育 基金 會 , 

11109 .-- 400 面; 26 公分 .-- (傳世經

典 ; 6-) .-- ISBN 978-986-98484-6-6 (第

6 冊: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閱讀指導 

3.CST: 中等教育  524.31  

超簡單數學課 : 自然科超高效學習

指南 / DK 出版社編輯群作 ; 楊朝銘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69-3-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學測數學關鍵 100 題 / 吳宏道, 黃益

祥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351-4-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盧澔化學 : 實驗教戰守策. 必修篇 / 

盧澔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茂喜文

創整合有限公司, 11109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939-3-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化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Makeblock AI 人工智慧與 STEAM 教

育編程入門 / 王振宇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33-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人工智慧 

3.CST: 中等教育  524.375  

國立卓蘭高中創校 70 週年紀念特刊 

/ 傅瀞瑤總編 .-- 苗栗縣卓蘭鎮 : 國立

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111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63-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524.833/113  

探討以參與式學習融入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之成效 : 以大葉大學 USR 為

例 / 陳宜清撰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04-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學校與社會 

3.CST: 問題導向學習  525  

十三引路人 : UFO 計畫個案實錄 / 

UFO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

計畫受補助團隊作 ; 林月雲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 11110 .-- 冊 .-

- ISBN 978-626-7147-10-8 (全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人文教育 

3.CST: 科技教育 4.CST: 文集  

525.307  

鏈結核心課程之表現技法創新教學

研究 / 詹孝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桑格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214-4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核心課程 

3.CST: 教學研究 4.CST: 高等教育  

525.31  

通識創新課程與自主學習專題課程

的設計規劃落實社會踐 : 以神農街

元宵花燈展為例(2018-2022) / 蕭百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48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600-72-3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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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通識教育 2.CST: 高等教育 

3.CST: 課程規劃設計  525.33  

通識教育學報. 第八期 / 許世宗, 劉性

仁, 張曉芬, 樂毅駿, 林志龍作 ; 汪治

平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海軍軍官

學校, 11110 .-- 140 面; 29 公分 .-- 年

刊 .-- ISBN 978-626-7080-42-9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期刊  

525.3305  

EXPLORER 長榮大學探索者成果 . 

2022. Vol.6 / 丁碧惠總編輯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11109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88-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社會服務 

3.CST: 志工 4.CST: 文集  525.39  

以數據驅動的校務策略規劃 / 臺灣

校務研究專業協會著 .-- 新竹市 : 臺

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11110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14-1-1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學校行政 

3.CST: 學校管理  525.6  

以資料為本的校務決策績效評估  /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著 .-- 新竹市 :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14-0-

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學校行政 

3.CST: 文集  525.607  

研究所甄試 : 口試 X 面試 X 推甄一

本搞定 / 大碩教育編輯群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91-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研究所 2.CST: 入學考試 

3.CST: 考試指南  525.74  

蛻變與展翅 : 臺大公衛系五十年系

友專訪 / 鄭雅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 

11110 .-- 289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214-01-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CST: 訪談 3.CST: 人物志  

525.833/10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建校 50 週年菁英

校 友 特 刊  =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50th 

anniversary / 吳雅玲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111 .-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920-6-7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2.CST: 人

物志 3.CST: 臺灣傳記  525.833/115  

臺 灣 高 等 技 職 教 育 之 蛻 變  : 

Metamorphosis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 黃政傑, 葛自祥, 汪昭芬, 龔

信傑, 龔娟宜, 黃士偉, 李益成, 陳鴻

雄, 楊志宏, 楊能舒, 于第, 李潔嵐, 劉

祖華, 薛家明, 廖信德, 劉國偉, 戴昌

賢, 葉蓁蓁, 陳文淵, 李鴻濤, 盧安楚, 

林家羽, 張雅琳, 楊湘琦, 陳又嘉, 蔡

祥吾, 蔡明穎, 李堅萍合著 ; 陳德華, 

胡茹萍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3 公

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

957-511-870-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技職教育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525.93307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 12-year basic 

education / 吳清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36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858-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民教育 2.CST: 教育政策  

526.8  

全班性的正向行為介入與支持 : 預

防性班級經營指引 / Brandi Simonsen, 

Diane Myers 作 ; 洪儷瑜, 陳佩玉, 廖

芳玫, 曾瑞蓉, 謝佳真, 姚惠馨, 李忠

諺, 蘇吉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

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 23 公 分  .-- ( 教 育 現 場 系 列  ; 

41153) .-- ISBN 978-626-7178-19-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班級經營 2.CST: 班級教學 

3.CST: 行為改變術  527  

My reading box : 溫老師的 12 堂讀寫

計畫家長手冊 / 溫美玉, 魏瑛娟文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05-345-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3.CST: 閱讀指導  528.2  

一家子,活得古錐古意 / 周昸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7-194-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不心累的故事教育法 : 改變說教的

口吻,將童話重新詮釋,透過小故事引

導孩子改變自我 / 洪春瑜, 薛梅城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54-2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我的害怕 / 伊莎貝爾.費歐沙(Isabelle 

Filliozat)文 ; 佛萊德 .班拿賈拉(Fred 

Benaglia)圖 ; 王晶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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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96 面; 28 公分 .-- 

(親子情緒互動遊戲系列 ) .-- ISBN 

978-626-7051-97-9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情緒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3.CST: 親子遊戲  528.2  

我的情緒 / 伊莎貝爾.費歐沙(Isabelle 

Filliozat), 維 吉 妮 . 莉 姆 桑 (Virginie 

Limousi)文 ; 艾利克.維耶(Éric Veillé)

圖 ; 王晶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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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12 面; 28 公分 .-- (親子情緒

互動遊戲系列) .-- ISBN 978-626-7051-

95-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情緒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3.CST: 親子遊戲  528.2  

我的憤怒 / 伊莎貝爾.費歐沙(Isabelle 

Filliozat), 維 吉 妮 . 莉 姆 桑 (Virginie 

Limousi)文 ; 艾利克.維耶(Éric Veillé)

圖 ; 王晶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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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12 面; 28 公分 .-- (親子情緒

互動遊戲系列) .-- ISBN 978-626-7051-

96-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情緒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3.CST: 親子遊戲  528.2  

為管教立界線 / 何翩翩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家庭

與生活 ; 81) .-- ISBN 978-626-305-333-

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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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剛剛好的距離 : 設立關愛界限,家有

青少年的親子相處指南 / 尚瑞君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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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養生活 ; CU00072) .-- ISBN 

978-626-353-021-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關係 

3.CST: 青少年心理  528.2  

媽媽這樣做,女孩會不同 / 松永暢史

作 ; 吳怡柔譯 .-- 修訂 2 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08-2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媽媽這樣做,男孩會不同 / 松永暢史

作 ; 王薇婷譯 .-- 修訂 2 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08-25-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飄移的起跑線 / 歐陽立中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46-3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讓孩子受用終身的第一堂理財課! : 

爸媽早知道就能教出「會儲蓄、懂

投資、有正確金錢觀」的小孩 ,從

「零用錢管理」開始學「價值判斷」

與「花錢選擇」,走在財富自由的捷

徑上! / 金仙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0-

559-2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理財  528.2  

超人會擦屁股嗎? / 安英恩作 ; 崔美

蘭繪 ; 孔奕涵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658-966-9 (精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繪本  

528.33  

每個孩子都要知道的犯罪預防安全

自救手冊 / 學研 PLUS 編著 ; 李彥樺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0 .-- 80 面; 27 公分 .-- (廣泛閱

讀) .-- ISBN 978-626-7140-96-3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安全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8  

消防知識多多書 : 台灣消防守護隊,

出動! = Firefighting wimmelbook / 李芃, 

浩克, 賴韻如文 ; 孫心瑜圖 .-- 一版 .-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0X28 公分 .-- ISBN 

978-986-526-276-1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消防 2.CST: 安全教育 3.CST: 

兒童教育 4.CST: 繪本  528.38  

不一樣的學校 : 深入地方的教與學

設計 / 楊志彬, 李易昆, 張金玉, 張素

真, 羅于涵, 周依禪, 許婉鈴, 戴文祥, 

林崇熙, 詹曜齊, 黃世輝, 蔡佩如, 黃

德秀, 鄭秀娟, 李佳瑜, 蔡傳暉, 陳君

山, 蔡素貞, 林朝成, 林冠州, 王複蓉, 

吳茂成, 陳志軒, 柯穎瑄作 ; 楊志彬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56 面; 21 公

分 .-- (社大觀點 ; 14) .-- ISBN 978-626-

96446-4-3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社區大學 2.CST: 成人教學 

3.CST: 文集  528.43207  

「品格」孩子的核心素養 : 社會情

緒學習的日常教學 / 傑佛瑞.S.克雷

斯(Jeffrey S. Kress), 莫里斯.J.埃利亞

斯(Maurice J. Elias)著 ; 陳柚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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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989-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德育 2.CST: 品格 3.CST: 社會

教育 4.CST: 情緒教育  528.5  

本土文化教育 : 三十年回顧與前瞻 / 

廖仁義等人作 ; 林修澈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11109 .-- 2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037-0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鄉土教學 2.CST: 文集  

528.607  

電工電子實習攻略本 / 黃旺根, 羅仲

修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85-311-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電學 2.CST: 技職教育  

528.8452  

HIIT 高強度間歇訓練科學解析 : 從

解剖學與生理學的機制轉變體態  / 

Ingrid S Clay 作 ; 謝靜玫譯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733-

8 (精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人體解剖學 

3.CST: 運動生理學  528.923  

訓練生理學 / 張嘉澤作 .-- 新北市 : 臺

灣運動能力診斷協會, 11112 .-- 4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84368-5-5 (精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體能訓練 

3.CST: 運動生理學  528.923  

評球品足 / 剛田武, 金竟仔, 破風, 老

溫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

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15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61-14-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通俗作品  

528.951  

我們的足球夢 : 從日治到戰後,臺灣

百年足球記憶 / 林欣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Belong ; 11) .-- ISBN 978-626-

7052-48-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528.9510933  

NBA 絕殺 75 式 : 用圖看懂改變 NBA

的偉大球員和其神技的精采瞬間 / 

紀坪作 ; 黃敬中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954-8-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業籃球 2.CST: 運動員 

3.CST: 傳記  528.952  

華佗門傳承心得集要 / 游榮國, 沈茂

宣, 林見鴻, 劉曦, 葉乃實, 郭永昌, 王

基吉, 賴良泉, 游銘土, 羅清香, 王基

福, 崔一凡, 王晨勳, 吳建東, 黃松柏, 

李銘宗, 謝進德, 吳家銓, 高英根, 朴

相炫, 權彛信, 柳澤潤, 鄭天英, 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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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佗門五

禽之戲研究會, 11110 .-- 28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96632-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太極拳 2.CST: 氣功 3.CST: 文

集  528.97207  

新時代全球大局,你的留學思維、選

擇與職涯規劃 / 陳珊貝(Beryl Chen)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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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450-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留學教育 2.CST: 生涯規劃  

529.2  

國小特殊教育師培生 FUN 科學 : 探

究與實作課程初體驗 / 王奕筑, 林欣

瑜, 何宜安, 陳佑琳, 余柔安, 劉宥沂, 

黃鈺鈞, 曾鈺庭, 謝承哲, 張馨云作 ; 

蔡明富, 陳志軒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

心, 11109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11-7-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科學教育 

3.CST: 教學活動設計 4.CST: 初等教

育  529.5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史 = The history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aiwan / 何世芸, 柯

惠菁, 胡心慈, 吳武典, 洪儷瑜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109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66-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教育史 

3.CST: 臺灣  529.50933  

融合教育趨勢下特殊教育教師課程

與教學實施問題及其與普通班教師

實施課程調整可行合作方式之研究 / 

劉明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7-193-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課程綱要 

3.CST: 教學研究  529.53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林寶貴, 楊熾康, 

王聖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

法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11109 .-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429-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語言障礙教育 2.CST: 溝通 

3.CST: 文集  529.6307  

穿越文字森林  / 哈德森 .塔爾伯特

(Hudson Talbott)文.圖 ; 羅吉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9 .-

- 32 面; 28 公分 .-- (生命花園 ; 54) .-- 

ISBN 978-986-400-438-6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閱讀障礙 2.CST: 學習障礙 

3.CST: 繪本  529.69  

禮俗；民族學 

游牧的歷史 : 塑造我們世界的流浪

者 / 安東尼.沙汀(Anthony Sattin)著 ; 

王惟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80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場 ; 

329) .-- ISBN 978-626-353-007-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遊牧民族 2.CST: 文明史  

536.91  

猜猜看節日 / 林芳萍文 ; BO2 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創意

遊戲書 ; BKA12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874-0 ( 第 1 冊 : 精 裝 ) 

NT$360 .-- ISBN 978-986-525-875-7 (第

2 冊: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節日 2.CST: 兒童遊戲 3.CST: 

繪本  538.5  

圖解台灣歲時祭祀小百科 : 神明祭

拜、年俗節氣、擇日宜忌最佳入門

指南 100 問 / 李秀娥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圖解台灣 ; 31) .-- 

ISBN 978-626-320-255-9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歲時 2.CST: 節氣 3.CST: 祭祀 

4.CST: 民俗 5.CST: 臺灣  538.59  

餐桌上的地理課 / 陳曉玲, 林峻有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4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飲食 2.CST: 文化 3.CST: 文集  

538.707  

一碗拉麵的歷史 : 讓麵變好吃又受

歡迎的那些事 / 岡田哲著 ; 楊家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9-27-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麵 3.CST: 歷

史 4.CST: 日本  538.7831  

圖解.究極日本料理 : 透過「食卓」

看日本,從各時代菜單演變,到器皿、

裝盤、上菜知識,拆解和食文化和奧

祕 / 長島博作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72) .-

- ISBN 978-986-289-769-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 3.CST: 

日本  538.7831  

越南美食史 : 米飯與長棍麵包 / 武紅

蓮作 ; 杜蘊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

社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Mirror ; 31) .-- ISBN 978-626-

96577-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越南史  

538.78383  

三峽相褒歌 / 林金城, 許亮昇編著 .-- 

新北市 : 昊天嶺文史工作室, 11110 .-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

29156-5-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民謠 2.CST: 新北市三峽區  

539.133/103  

社會學 

社 會 設 計  : 理 論 與 方 法  = Social 

design : theory and method / 廖世璋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82-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學 2.CST: 論述分析  

540  

什麼是公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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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4

面; 20X20 公分 .-- (童心看世界系

列) .-- ISBN 978-626-96009-6-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會正義 2.CST: 繪本  

540.21  

文化研究 : 理論與實踐 / Chris Barker, 

Emma A. Jane 著 ; 羅世宏譯 .-- 四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704 面; 26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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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43-362-5 (平裝) NT$900 普

遍級  

1.CST: 文化研究  541.2031  

文明論衡 / 余英時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文

集 ; 18) .-- ISBN 978-957-08-6587-5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文明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541.207  

成為文化知識家 : 帶孩子探索文化

資產場所的奧祕  / 榮芳杰, 江篠萱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寸文創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3 公分 .-

- (言無盡 ; 5) .-- ISBN 978-986-06907-

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 2.CST: 鄉土教學  

541.27  

*矽谷價值戰 : 監控資本主義之下言

論自由的未來 / 吉莉安.C.約克(Jillian 

C. York)作 ; 黃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行人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97-1-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資訊社會 2.CST: 網路社群 

3.CST: 言論自由  541.415  

影響力法則 : 建立信任、連結和歸

屬感的藝術 / 瓊.李維(Jon Levy)著 ; 

周詩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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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經企管  ; 

BCB778) .-- ISBN 978-986-525-834-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互動 2.CST: 說服 3.CST: 

應用心理學  541.6  

社會發生什麼事？ : 歧視 : 只是玩笑

話,為什麼不能說? / 素淵作 ; Kwon 

Songyi 繪 ; 陳靖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8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7188-0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社會環境 

3.CST: 人類行為 4.CST: 通俗作品  

541.75  

圖解民意與公共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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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3-361-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民意 2.CST: 公共關係  

541.771  

幻影敘事 : 文化對心靈無形的影響

與貢獻  / 賽繆爾 .金布爾斯 (Samuel 

Kimbles)著 ; 王浩威, 楊菁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

分  .-- (Psychoalchemy ; 36) .-- ISBN 

978-986-357-253-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群眾心理學 2.CST: 社會心理

學 3.CST: 分析心理學  541.773  

視覺傳播概論 / 莊克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353-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視覺傳播  541.83  

圖解傳播理論 / 梁美珊, 莊迪澎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67-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傳播學  541.831  

母女的世界 : 愛有多少,傷害就有多

少 有多親近,就有多麼埋怨 / 金志允

著 ; 陳思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大眾心理館) .-- 

ISBN 978-957-32-9788-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母親 2.CST: 女性心理學 

3.CST: 親子關係  544.141  

在婚姻裡,可以兩個人狂歡,也要一個

人暢快 / 李政燮著 ; 簡郁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1 公

分  .-- (LOVE) .-- ISBN 978-626-335-

99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兩性關係  544.3  

人海中找到你 / 蜜麗安.索柯著 ; 彭玲

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

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75-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好女人的情場攻略 / 路隊長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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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84-39-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重設戀愛腦 : 享受型、自虐型、取

悅型還是掌控型?測出你的情感模式,

擺脫渣男吸塵器的體質! / 陸琪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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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955-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戀愛心理學 

3.CST: 兩性關係  544.37  

戀愛無雙的技巧大全 : 戀愛就該耍

心機,一本學會撩動異性的技巧,擁有

情場無往不利的武器! / HIROTO 著 ; 

KURI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

分 .-- (勁草生活 ; 527) .-- ISBN 978-

626-320-25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永恆的依戀與地方感 / 彭易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74-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544.37014  

女性主義與性別關係 / 林麗珊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5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75-5 ( 平 裝 ) 

NT$640 普遍級  

1.CST: 女性主義 2.CST: 性別研究  

544.52  

男言之癮 : 那些對女人說教的男人 / 

蕾貝嘉.索尼特(Rebecca Solnit)著 ; 徐

立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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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自由學

習 ; 39) .-- ISBN 978-626-7195-05-5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女權 2.CST: 女性主義 3.CST: 

性別研究  544.52  

傲慢的堡壘 : 性侵害、問責制,以及

和 解  / 瑪 莎 . 納 思 邦 (Martha C. 

Nussbaum)著 ; 堯嘉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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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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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11110 .-- 352 面 ; 21 公 分  .-- 

(Courant ; 11) .-- ISBN 978-626-310-

320-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性別歧視 2.CST: 性別差異 

3.CST: 權力  544.7  

感情平衡木,家庭事業兩兼顧 : 細節

決定成敗,付出所有不如找對人,伴侶

共同成長的進化論 / 丁智茵, 馬銀春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8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84-9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兩性關係 2.CST: 生活指導  

544.7  

*讓交織的性別故事現身  : 行政院

111 年性別平等徵件比賽得獎作品集 

/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1109 .-- 1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2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性別平等  544.7  

罔兩問景. II : 中間物 / 丁乃非, 白瑞

梅, 李思齊(Nicholas de Villiers), 林文

玲, 林建廷, 林純德, 張馨文, 黃詠光, 

劉人鵬著 ; 丁乃非, 劉人鵬, 張馨文, 

黃詠光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11 .-- 368 面; 

23 公分 .-- (亞洲現代性與批判思想

系列) .-- ISBN 978-986-5470-48-7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性別研究 2.CST: 文集  

544.707  

「友誼」抑或「疾病」? : 近代中國

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 / 

許維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78 面; 

21 公分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專刊 ; 45) .-- BOD 版 .-- ISBN 978-

626-7187-20-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同性戀 2.CST: 性別認同 

3.CST: 中國  544.753  

AV 經紀人 : 從棒棒堂男孩到棒棒堂

叔叔 / 黃士耕 Kenny Huang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1 .-- 328 面; 21 公分 .-- 

(Sex ; 40) .-- ISBN 978-626-96266-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特種營業  544.767  

「老」得好 : 人生冬天的景緻 / 林稚

雯, 黃素娟, 黃苡安, 鄭碧君採訪撰文 ; 

葉雅馨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董 氏 基 金 會 << 大 家 健 康 >> 雜 誌 , 

11110 .-- 164 面; 23 公分 .-- (健康樂

活 ; 18) .-- ISBN 978-986-97750-9-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老人學 2.CST: 老化 3.CST: 生

活指導  544.8  

享受退休心生活 = Enjoy your life with 

heart / 劉文端等 30 名獲獎者作 ; 李雅

慧主編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9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

025-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退休 2.CST: 生活指導  

544.83  

放大你的退休金  / 李雪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10-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退休 2.CST: 信託管理 3.CST: 

個人理財 4.CST: 生涯規劃  544.83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會刊. 第三十六期 

= The world Hsu's clansmen association 

the 36nd journal / 徐煥祥總編輯 .-- 新

竹縣新豐鄉  :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 , 

11110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270-2-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徐氏 2.CST: 宗親會 3.CST: 期

刊  544.9  

畫說湖峰繪本 / 楊佳廣, 楊詩傳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縣金寧

鄉湖峰社區發展協會, 11110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99-0-6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社區發展 2.CST: 社區總體營

造 3.CST: 繪本 4.CST: 金門縣金寧鄉  

545.09231/205  

都市規劃科學入門 : 複雜學的觀點 / 

賴世剛著 .-- 臺北市 : 複雜學研究社

有限公司, 11110 .-- 141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677-0-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545.1  

安平暨鯤鯓歷史街區計畫擬定成果

報告書 / 曾憲嫻, 陳正哲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 11109 .-- 4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4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聚落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老街 4.CST: 臺南市  

545.4933  

兒童及少年監護權訪視調查工作手

冊 / 王慧琦, 郭世豐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 

11111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62-8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兒童福利 2.CST: 少年福利 

3.CST: 社會工作  547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 陳思緯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5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63-7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547  

圖解社會工作研究法 / 陳思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66-3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研究方法  

547.031  

新編兒童福利 / 馮瑜婷, 朱寶青, 施敏

雄, 楊志宏, 李宏文, 李介至, 洪浚韋, 

邱華慧, 謝佳吟, 許家彰, 張家卉, 郭

春在, 高員仙, 黃紹烈, 謝國聖, 林雅

容, 全國成, 兒福聯盟合著 .-- 八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09-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兒童福利  547.51  

社企力 : 做好事又能獲利!邁向永續

的創新商業力量  / 社企流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漫遊者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304

面; 23 公分 .-- (力世代系列 ; 1. 社會

企 業 實 戰 聖 經 ) .-- ISBN 978-626-

96380-2-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社會企業 2.CST: 創業  547.9  

孩子的保護手冊 : 設定界線、互相

尊重,我的身體我管理! / 瑞秋.布瑞恩

(Rachel Brian)文.圖 ; 羅吉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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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0-21-6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兒童保護 2.CST: 安全教育 

3.CST: 漫畫  548.13  

十年磨一劍 : 運用 ICF 於臺灣障礙鑑

定制度 = Ten-year journey in Taiwan: 

application of the ICF on d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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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ystem / 劉燦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國際

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研究

學會, 111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8185-5-2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身心障礙 2.CST: 診斷評量 

3.CST: 臺灣  548.25  

尋找動物烏托邦 : 跨越國界的動保

前線紀實 / 龍緣之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這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9 .-- 2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03-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動物保育  548.38  

外國消費者保護法. 第二十八輯 / 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行政院, 11111 .-- 500 面; 21 公分 .-

- (消費者法規翻譯叢書 ; 28) .-- ISBN 

978-626-7162-26-2 (平裝) NT$290 普

遍級  

1.CST: 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39023  

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 : 失控、隨機

或預謀?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

犯罪者的內心世界 / 娜拉.塞美(Nalah 

Saimeh)著 ; 姬健梅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

房 ; FS0073X) .-- ISBN 978-626-315-

208-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犯罪心理學  548.52  

犯罪預防 / 鄧煌發, 李修安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 

111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94-1-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犯罪防制  548.56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逐條考點解析 . 

2022 年 / 陳建國編撰 .-- 高雄市 : 高

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11110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013-8-0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刑事偵察 2.CST: 犯罪 3.CST: 

考試指南  548.6  

毒藥與謀殺案 : 從古文明到現代、

下藥暗殺到恐怖攻擊的毒殺歷史  / 

班.哈伯德, 蘇菲.漢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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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9-24-9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中毒 2.CST: 謀殺罪 3.CST: 刑

事偵察 4.CST: 個案研究  548.69  

經濟 

經濟學 / 高翠玲, 陳英純, 陳慧玲, 蔡

惠菁 , 蔡惠琦 ,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85-312-1 (下冊:平裝) 

NT$407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餐桌上的經濟學 : 打破關於經濟成

長、公平、自動化的種種謬誤 / 張

夏準作 ; 羅亞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949-

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總體經濟學  550  

壯世代之春 : 高齡解放運動 9 大預測 

/ 吳春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壯世

代出版, 五六七八久社會企業有限公

司, 111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88-0-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經濟社會學 2.CST: 高齡化社

會  550.16  

政治經濟學 / 朱道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1109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22-3-4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政治經濟學  550.1657  

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主義 超圖解資本

論 : 培養能反思全球政治經濟現況

的宏觀視野! / 白井聰監修 ; 劉宸瑀, 

高詹燦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571-1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 

2.CST: 資本論 3.CST: 馬克斯主義 

4.CST: 資本主義  550.1862  

一本書讀懂資本主義 / 喬納森.波特

斯(Jonathan Portes)著 ; 李芳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10 .-- 27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88-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資本主義  550.187  

疫情經濟 : 全球化、倫理與出路 / 財

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出

版 :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

金會發行,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 (禧年經濟饗宴文輯 ; 22) .-- ISBN 

978-986-277-361-1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1.CST: 經濟倫理 2.CST: 經濟情勢 

3.CST: 文集  550.7  

個體經濟學 / 謝振環著 .-- 5 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30-3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個體經濟學  551  

印太新秩序下的台灣之路 : 數位時

代的產業最適棲息地理論與雙螺旋

策略 / 林佳龍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0 .-- 212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31-1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臺灣經濟 2.CST: 經濟戰略 

3.CST: 產業發展  552.33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 矢內原忠雄作 ; 

黃紹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 11110 .-- 304 面 ; 22 公 分  .-- 

(Common ; 66) .-- 2022 新譯版 .-- ISBN 

978-986-5562-78-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經濟史 2.CST: 臺灣史  

552.339  

戰爭與財政 / 薛化元, 許文堂, 王雲程, 

李為楨執筆 ; 許文堂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

基金會,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78-6-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經濟 2.CST: 政治經濟 

3.CST: 經濟史  552.339  

中小企業白皮書. 2022 年 / 王健全, 林

嘉慧, 林柏君, 彭素玲, 賴偉文, 陳穎

萱撰稿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

中 小 企 業 處 出 版  : 經 濟 部 發 行 , 

11110 .-- 2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01-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小企業管理 2.CST: 白皮書 

3.CST: 臺灣  553.712  

109~110 年百年大旱抗旱紀實 / 經濟

部水利署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1110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299-0 (精裝) NT$30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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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乾旱 2.CST: 災害應變計畫 

3.CST: 水資源管理  554.61  

全球新版圖 : 頁岩油、電動車、再

生綠能,21 世紀能源大國的戰略布局

與衝突 / 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

著 ; 季晶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36 面; 21 公分 .-- (全球視野) .-- ISBN 

978-957-08-659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能源政策 2.CST: 國際經濟關

係 3.CST: 地緣政治  554.68  

淨零排放 : 能源政策的創新與挑戰 / 

馬英九基金會, 長風基金會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539-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能源政策 2.CST: 再生能源 

3.CST: 環境保護  554.68  

從荒漠到雨林 : 新創之島的關鍵 10

年 / 王志仁, 謝爾庭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數位時代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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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08-8-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產業 2.CST: 資訊科技 3.CST: 

產業發展 4.CST: 臺灣  555.933  

勞工法規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 33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13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84-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556.84  

勞資聖經 : 經典勞動六法 / 臺灣勞動

法學會編 .-- 十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40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26-271-

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556.84  

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111 年  = Proceedings of the Traffic 

Safety and Law Enforcement Conference 

in 2022 / 111 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

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 .-- 初版 .-- 桃

園 市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交 通 學 系 , 

11109 .-- 4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418-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交通安全 2.CST: 交通事故 

3.CST: 文集  557.1607  

世界的鐵道火車站 : 深度探索 48 國

火 車 站 與 300 多 座 特 色 車 站  = 

Railway station worldwide / 蘇昭旭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 240 面; 26 公分 .-- 

(世界鐵道大探索 ; 4) .-- ISBN 978-

626-314-303-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鐵路 2.CST: 鐵路車站 3.CST: 

世界地理 4.CST: 圖錄  557.2025  

中東鐵路的修築與經營(1896-1917) : 

俄國在華勢力的發展 / 譚桂戀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6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08-6536-3 ( 精 裝 ) 

NT$780 普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中國  557.258  

世界的鐵道博物館 : 歐美亞澳 75 座

鐵道博物館全紀錄及台灣 11 個潛力

點 = Railway museum worldwide / 蘇昭

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240 面; 

26 公分 .-- (世界鐡道大探索 ; 3) .-- 

ISBN 978-626-314-302-9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世界史 3.CST: 

火車 4.CST: 博物館  557.26  

新驛境.鐵道記憶 : 高雄車站遷移及

鐵路地下化紀念影像集 / 謝明勳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10 .-- 208 面; 26 公分 .-- (高

雄文史采風 ; 第 23 種) .-- ISBN 978-

626-7171-12-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鐵路車站 

3.CST: 鐵路工程 4.CST: 高雄市  

557.2633  

從法律與政策觀點論高端海事產業 / 

饒瑞正, 沈建中, Özgenur Kara Balcı, 

İzel Varan Samut, 江雅 綺 , 楊 宗 翰 , 

Mustafa YILMAZ, Richard Z. LI, Tran 

Thi Phuong Thao, 王震宇, 林泰誠, 鍾

蕙先, 林上閔, 徐胤承合著 ;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饒瑞

正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472 面; 21 公分 .-

- (海大法政叢書 ; 2) .-- 部分內容為英

文 .-- ISBN 978-957-511-865-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航運業 2.CST: 航運管理 

3.CST: 產業發展 4.CST: 比較研究 

5.CST: 文集  557.407  

航向世界的起點 : 臺灣航港簡史圖

說 / 翁健鐘, 高傳棋, 林皓淳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航港局 , 

11109 .-- 8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1-430-9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港埠 2.CST: 航運 3.CST: 歷史 

4.CST: 臺灣  557.5933  

東南亞傳說與美食 / 丁安妮, 王麗蘭, 

匡春芝, 阮氏梅英, 周惠玲, 葉碧珠作 ; 

rabbit44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72 面; 21 公分 .-- (有故事的郵票 ; 

5) .-- ISBN 978-957-32-9836-6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郵票 2.CST: 民間故事 3.CST: 

東南亞  557.64638  

八卦山郵刊. 第 67 期 : 八卦山郵學會

成立二十七週年紀念郵展特刊 / [社

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編輯委

員會編輯 .-- 彰化市 : 社團法人彰化

縣八卦山郵學會, 11110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206-0-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集郵 2.CST: 文集  557.64907  

80 聲傳永恆 : 漢聲廣播電臺八十週

年特刊 / 王進福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漢聲廣播電臺, 111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0-40-5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漢聲廣播電臺  557.76  

影視節目企劃與寫作 / 安碧芸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65-6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影視企劃 2.CST: 企劃書  

557.776  

空服服務溝通與播音技巧 / 劉暉編

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4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04-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航空運輸 2.CST: 航空運輸管

理  557.94  

*應用模擬模式建立國際機場空側容

量評析方法之研究. (1/2) : 臺北松山

機場空側容量評估與分析 / 李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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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佑麟, 盧立昕, 陳蓉萱, 袁永偉, 林

東宏, 許書耕, 賴威伸, 呂蕙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8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29-3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機場 2.CST: 機場規劃 3.CST: 

航空運輸管理  557.9533  

財政；金融；投資 

加密風雲 : 那些不為人知的貪婪與

謊言,和啟動新世界的推手與反派 / 

蘿拉.辛(Laura Shin)著 ; 陳依亭, 柯文

敏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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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440-4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金融史  

561.09  

通膨、美元、貨幣的一課經濟學  : 

對總體經濟的影響 / 亨利.赫茲利特

(Henry Hazlitt)著 ; 高翠霜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208 面; 21 公

分 .-- (經濟趨勢 ; 34) .-- ISBN 978-626-

7195-0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通貨膨脹 2.CST: 美國  

561.17  

*美國金融監理機關之金融科技政策、

監理與法規分析 = Analysis of fintech 

policy,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s of the 

U.S. supervisory authority / 婁天威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茂國際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15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197-1-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金融監理 2.CST: 金融法規 

3.CST: 科技管理 4.CST: 美國  

561.952  

羅斯柴爾德家族傳  / 尼爾 .弗格森

(Niall Ferguson)作 ; 徐立妍, 辛亞蓓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7092-90-3 (全套: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 2.CST: 銀行家 3.CST: 金融業 

4.CST: 家族史  562  

FIRE.致富實踐 / 克利斯.瑪慕拉, 布

萊德.巴瑞特, 喬納森.曼德沙作 ; 李靜

怡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20-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563  

小學生的第一本理財素養書 : 每個

孩子,都能成為金錢的主人! / 蘿拉.馬

斯卡羅(Laura Mascaró)著 ; 坎德拉.費

蘭 德 斯 (Candela Ferránde) 繪  ; 闫 立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前進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28-7-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理財 2.CST: 兒童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563  

柴鼠兄弟理財哲學 / 柴鼠兄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1-99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趕走窮人思維,靠自己成為富一代 / 

關韶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

分 .-- (Happy fortune ; 20) .-- ISBN 978-

986-136-64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加密貨幣的真相 : 揭穿區塊鏈無本

金融的國王新衣 / 曲建仲(曲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商

戰 ; 229) .-- ISBN 978-986-134-438-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563.146  

超解析 NFT 新商機 : Web3 浪潮來襲,

掌握最新 NFT 技術應用與商業模式 

/ 森川ミユキ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534-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產業發展  563.146  

(金融證照)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 / 蘇育群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49-5 (平裝) 

NT$510 普遍級  

1.CST: 外匯 2.CST: 匯兌  563.23  

(金融證照)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 王

志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40-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證券投資 2.CST: 財務分析  

563.5  

*波克夏大學 : 巴菲特與查理.蒙格 30

年的投資備忘錄  / 丹尼爾 .皮考特

(Daniel Pecaut), 科 瑞 . 溫 倫 (Corey 

Wrenn)著 ; 李祐寧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0 .-- 4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15-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巴菲特(Buffett, Warren) 2.CST: 

蒙格(Munger, Charles T., 1924-) 

3.CST: 投資  563.5  

通膨求生記 : 在通膨亂世中配置你

的現金、股票 ,與房地產  / 吳建英

(오건영)著 ; 黃子玲, 陳思瑋, 蔡佩君

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110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90-0-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5  

提早退休說明書 : 定時程、估預算、

存夠錢,登出職場前該做的全方位計

畫 / 嫺人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45-5-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投資 2.CST: 理財 3.CST: 生涯

規劃 4.CST: 退休  563.5  

無痛致富 : 巴菲特測試金鑰幫你找

出鑽石級股票 ,每年穩穩獲利超過

10%,更運用價值投資的「複利雪球

效應」把錢滾成巨大財富 / 佛里曼

投資顧問團隊 (Freeman Publications)

著 ; 呂佩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

2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理財  563.5  

我的第一本投資心理學 / 廖日昇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03-2-6 (平裝) NT$349 普

遍級  

1.CST: 投資心理學  563.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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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與稅務法令手冊 / 資誠企業管

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14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673-0-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證券法規 2.CST: 稅法  

563.51  

防彈交易心理學 / 史帝夫.沃德(Steve 

Ward)著 ; 陳儀譯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星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969-7-3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心理學  563.52  

100 張圖搞懂個股期 / 方天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7-02-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期貨交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10 倍股法則 : 從企業成功軌跡解析

股價上漲 10 倍的祕密 / 林子揚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60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45-3-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證券市場 

3.CST: 美國  563.53  

3 天搞懂美股買賣 : 買分身不如買本

尊,不出國、不懂英文,也能靠蘋果、

特斯拉賺錢! / 梁亦鴻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圖解筆

記 ; 21) .-- ISBN 978-626-7164-68-6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證券市場 

3.CST: 美國  563.53  

「教官,財報有問題!」 : 看穿市場鬼

故事,買到銅板好股 / 楊禮軒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金尉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732-6-5 (平裝) NT$420 .-- ISBN 

978-986-06732-7-2 (精裝) NT$66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多空交易日誌 / 邱逸愷著 .-- 六版 .-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3 公分 .-- (創富人

生 ; 1) .-- ISBN 978-986-302-640-2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證券分析  

563.53  

存一檔穩穩賺的股票 / 鄭廳宜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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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 (business ; 7) .-- ISBN 978-626-7087-

65-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股市就是你的印鈔機 : 市井股神的

籌碼飆股獲利法 / 林上仁, 郭勝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3 公分 .-

- (投資贏家 ; 63) .-- ISBN 978-626-

7014-76-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飆股圖鑑 = Catalogue of soaring stocks 

/ KandleChart K 線交易室, 京曌國際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著 ; 鄭雅瑄, 曾國

展, 陳彥任, 侯孟欣, 李佳揚, 廖偉博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京曌國際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645-0-4 ( 全 套 : 精 裝 ) 

NT$168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期貨與選擇權 : 金融創新個案 / 陳威

光著 .-- 2 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4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7-1-4 (平裝) 

NT$583 普遍級  

1.CST: 期貨 2.CST: 選擇權  563.534  

實質選擇權與企業績效評估小冊子 : 

基本觀念、程序、方法與運用 / 謝

國松作 .-- 新北市 : 謝國松, 11109 .-- 

1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572-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選擇權 2.CST: 企業經營 

3.CST: 績效評估  563.536  

*中華民國財政年報. 2021 = Annual 

report on government fina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21 / 財政部綜合規

劃司編輯 .-- 臺北市 : 財政部, 11109 .-

- 2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45-25-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國家財政 2.CST: 中華民國  

564.133  

公共預算制定政治學 : 收支、借貸

與平衡 / 艾琳.魯本(Irene S. Rubin)原

著 ; 游憲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15-4-

2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政府預算 2.CST: 公用事業 

3.CST: 個案研究 4.CST: 美國  564.3  

參與式預算 : 一本公民素養的全攻

略 / 陳敦源, 黃東益, 董祥開, 傅凱若, 

許敏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344-

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政府預算 2.CST: 預算監督  

564.35  

租稅申報實務 /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

宇編著 .-- 10 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7-2-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稅務 2.CST: 租稅  567.01  

遺產稅及贈與稅節稅規劃 / 簡松棋

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簡松棋發

行 : 三民書局經銷, 11110 .-- 2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584-6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遺產稅 2.CST: 贈與稅 3.CST: 

節稅  567.23  

政治 

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 / 林毓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424 面; 21 公分 .-

- (林毓生作品集) .-- ISBN 978-957-08-

6574-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政治思想  570.1  

權力的復仇 : 獨裁者如何為 21 世紀

重塑政治  / 摩伊希斯 .奈姆(Moisés 

Naím)著 ; 陳於勤, 洪婉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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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生活視野 ; 23) .-- ISBN 978-626-318-

439-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政治權力 2.CST: 民主政治 

3.CST: 民粹主義  570.11  

一個人或一個時代 : 習近平執政十

週年的檢視 / 吳玉山, 寇健文, 王信賢, 

鍾延麟, 蔡文軒, 張執中, 曾偉峯,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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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遠, 林雅鈴, 王韻, 張登及, 黃瓊萩

著 ; 吳玉山, 寇健文, 王信賢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34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58-8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習近平 2.CST: 政治發展 

3.CST: 政治權力 4.CST: 中國大陸研

究  570.15  

拉丁美洲觀察 : 原住民族權利、新

自由主義經濟、認同與轉型正義  / 

石雅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

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15-2-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民族自決 2.CST: 民族運動 

3.CST: 區域研究 4.CST: 文集 5.CST: 

拉丁美洲  571.113  

學校沒教,但一定要懂的地緣政治課 : 

從地球儀開始的國際大局觀 / 田中

孝幸作 ; 陳聖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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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56 面; 19 公分 .-- (地球觀 ; 76) .-- 

ISBN 978-986-384-785-4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地緣政治  571.15  

民主制度之發展  / 余英時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文集 ; 16) .-- ISBN 978-957-08-

6572-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西洋政治思

想 3.CST: 政治思想史  571.6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 : 十九世紀以來

的民主發展 / 余英時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文

集 ; 13) .-- ISBN 978-957-08-6569-1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民主主義 

3.CST: 政治思想史  571.6  

民主革命論 : 社會重建新觀 / 余英時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36 面; 21 公

分 .-- (余英時文集 ; 14) .-- ISBN 978-

957-08-6570-7 (精裝) 普遍級  

1.CST: 革命 2.CST: 民主主義  

571.71  

極權主義的起源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 ; 李雨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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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0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424-4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極權政治 2.CST: 帝國主義  

571.76  

腐敗 : 權力如何崩壞人性? / 布萊恩.

卡拉斯(Brian Klaas)著 ; 林金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736 種)(我思 ; 15) .-- ISBN 978-

626-7181-20-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獨裁 2.CST: 權力政治  

571.76  

自由與平等之間  / 余英時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文集 ; 17) .-- ISBN 978-957-08-

6573-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自由 2.CST: 平等  571.94  

桃園市政府公民審議計畫操作手冊 / 

張婉慈撰作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1110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9-52-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公民 2.CST: 政治參與 3.CST: 

手冊  572.2  

舊金山和約生效 70 週年特展 =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 立法院議

政博物館, 許文堂, 薛化元編著 .-- 臺

中市 : 立法院議政博物館, 11110 .-- 

1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119-

69-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主權 2.CST: 史料 3.CST: 檔案

展覽 4.CST: 臺灣  573.07  

兩岸情勢與區域安全前瞻. 2022 / 劉

文斌, 唐永瑞, 趙成儀, 鄭光傑, 莊國

鼎, 廖劍峯, 黃秋龍, 楊宗新著 ; 劉文

斌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法務部調

查局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11110 .-- 3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3-98-

6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

5443-99-3 (精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區域安全 

3.CST: 中國大陸研究 4.CST: 文集  

573.09  

終極和戰 : 兩岸戰爭與和平,統獨最

短的距離 / 黃河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

場 ; 327) .-- ISBN 978-626-335-929-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統獨問題  

573.09  

臺灣選戰 / 蔡輝振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9 .-

- 246 面; 23 公分 .-- (政論文學. 論戰

系列 ; 341) .-- ISBN 978-626-7161-52-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選舉 2.CST: 選舉文化 3.CST: 

選舉制度 4.CST: 臺灣  573.3  

現行考銓法典 = Personnel law / 郭如

意主編 .-- 十五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

化出版社, 11109 .-- 208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6594-4-9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考銓法規  573.4023  

明朝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 吳晗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46-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廠衛 2.CST: 明代  573.538  

後中共的中國 : 當中共政權解體,所

有台灣人不可不知的天下大勢全推

演 / 范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

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2

面; 21 公分 .-- (焦點系列 ; 21) .-- ISBN 

978-626-7014-79-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政治發

展  574.1  

重構中國 : 杜贊奇及其在美國的中

國研究 / 王雨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

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11109 .--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4-

0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杜贊奇(Duara, Prasenjit)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中國研究  

574.1  

讀懂中國優勢 / 鍾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9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77-6-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政治經

濟  574.1  

*窪地與韭菜 : 阿姨論中國(人)的心

理、現實與結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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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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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88-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言論集  

574.107  

紅色警報 : 中國在太平洋侵略性外

交引發全球戰爭的威脅 / Alexander 

Görlach 作 ; 沈有忠, 阮曉眉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72-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外交 2.CST: 地緣政治  

574.18  

變調的中國夢 : 財經趨勢專家謝金

河觀察中國 40 年,深度解讀美中台三

方關係,剖析世界政經局勢 / 謝金河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

分 .-- (焦點系列 ; 20) .-- ISBN 978-626-

7014-78-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美關係 2.CST: 美中臺關係 

3.CST: 國際經濟 4.CST: 國際政治  

574.1852  

台灣人的心頭話 : <<民報>>評論選

集 / 劉志聰, 陳永興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11 .-- 冊 .-- (民

報文化叢書 ; 2-3) .-- BOD 版 .-- ISBN 

978-626-96328-8-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96328-9-3 (第

2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時事評論 

3.CST: 文集  574.3307  

頑固的民主派 : 邱垂亮民報評論集 / 

邱垂亮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

家, 11110 .-- 360 面; 21 公分 .-- (民報

文化叢書 ; 1) .-- BOD 版 .-- ISBN 978-

626-96328-7-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時事評論 

3.CST: 文集  574.3307  

跨域治理 : 個案應用與分析 / 李長晏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

社, 111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94-3-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地方政治 2.CST: 公共行政 

3.CST: 區域合作  575  

金門縣施政指標(資料期間:民國 104

年-110 年) /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

- 金 門 縣 金 城 鎮  : 金 門 縣 政 府 , 

11109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8-98-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政府統計 

3.CST: 福建省金門縣  575.231/205  

苗栗 慢哲學 : 2014-2022 苗栗縣政成

果全紀錄 / 江和妹總編輯 .-- 第一

版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 11109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0-

27-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苗栗縣  

575.33/113  

高 雄 市 行 政 概 況 . 110 年 版  = 

Overview of Kaohsiung City 

administration / 高雄市政府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 11110 .-- 26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7171-0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高雄市  

575.33/131  

Pingtung go green 屏東,綠色生活家 / 

侯千絹, 賴郁薇, 王瓊瑩文字 .-- 第一

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67-5 (精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環境保護 

3.CST: 屏東縣  575.33/135  

屏東只做證明題 / 郭淑敏, 唐祖湘採

訪撰文 .-- 第一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

政府, 11112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7-62-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屏東縣  

575.33/135  

澎湖縣政府府史續編 / 蔡俊哲, 陳昭

蓉, 林長安編撰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

湖縣政府文化局, 11110 .-- 8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11-03-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澎湖縣政府 2.CST: 歷史 

3.CST: 公共行政  575.33/141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 / 潘日南主編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1744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83-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消防法規  575.81  

警察情境實務 / 李修安著 .-- 九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11109 .-- 

88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94-2-5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警察勤務制度 2.CST: 情境教

育  575.86  

災 害 防 救 白 皮 書 . 民 國 111 年  = 

Disaster management white paper / 行政

院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1112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28-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災難救助 2.CST: 災害應變計

畫 3.CST: 白皮書  575.87  

(消防設備師士)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申報辦法+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

修項目檢修基準(含檢查表填寫說明

及範例) / 黃培誠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48-8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3.CST: 設備管理  575.875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解

說 / 陳火炎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7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27-40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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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消防危險物品 / 盧守謙, 陳承聖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06-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公共安全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黨產偵探旅行團 / 鄧慧恩, 陳秀玲, 白

春燕, 蔡佩家, 陳宇威撰文 ; 鄭清鴻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自然人文

系列 ; NH27) .-- ISBN 978-626-7076-

72-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政黨 2.CST: 財產 3.CST: 史料 

4.CST: 臺灣  576.85  

落地生根 : 越南南部華人禮俗文化

的保存與變遷 = Cultural changes and 

preservation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rn Vietnam / 阮 玉 詩 (Nguyễn 

Ngọc Thơ), 高清新, 黃黃波, 楊黃祿, 

魏瑾媛, 陳氏碧水, 黎氏玉蝶, 劉俊英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亞細亞國際傳

播社, 1111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28-3-0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華僑 2.CST: 移民文化 3.CST: 

禮俗 4.CST: 越南  577.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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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華 70 光耀全僑 / 龔維軍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11110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4453-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577.29  

今日的烏克蘭是明日的台灣 : 台、

烏比較,顯現台灣國家未正常化的危

機也是目前台灣選舉必須面對的問

題 / 鄭欽仁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沃草有限公司, 

11109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9-2-7 (平裝) NT$80 普遍級  

1.CST: 國際政治 2.CST: 國際關係 

3.CST: 臺灣政治  578  

*驚心集 / 練乙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9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956-5-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國際政治 2.CST: 時事評論 

3.CST: 言論集  578.07  

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 : 冷戰後美

國外交政策的檢討  / 關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328) .-- ISBN 978-

626-353-020-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美國外交政策 2.CST: 霸權主

義 3.CST: 國際政治  578.52  

美國會為台灣出兵嗎? : 從美中台三

方關係分析台海危機最佳解方 / 張

德方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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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20 面; 21 公分 .-- (發光體 ; 5) .-- 

ISBN 978-626-96565-3-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際干涉 2.CST: 國際武力 

3.CST: 國家利益 4.CST: 美中臺關係  

579.35  

永 續 發 展 歐 盟 綠 色 供 應 鏈 法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U Green 

Supply Chain Law / 陳麗娟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專業叢

書 ; PS034) .-- ISBN 978-626-7032-31-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綠色企業 2.CST: 國際法 

3.CST: 環境保護  579.948  

法律 

公職考試享唸 : 法學緒論 / 大碩教育

公職考試研究團隊編著 .-- 一版 .-- 臺

北 市  : 大 碩 教 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09-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法之呼吸 : 律師姐姐的法律下午茶 / 

陳靜怡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74-7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法律教育  580.3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陳霨中, 周思

妤, 蔡靖榆, 張公輔, 呂孫吉, 黃麗靜, 

劉蓉蓉, 徐婕伊, 呂翊豪, 林莉軒, 戴

靖恩, 林映辰作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

法律學院, 11109 .-- 20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8584-43-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文集  580.3  

台灣法學新課題. 十七 / 社團法人台

灣法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869-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法學 2.CST: 文集  580.7  

法務研究選輯. 110 年度 / 法務部綜

合規劃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務部, 11109 .-- 7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20-00-9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文集  580.7  

去法院相告 : 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

的 轉 型  = Going to cour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judici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 王泰升著 .-- 增訂三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

立臺灣大學, 11111 .-- 264 面; 21 公

分 .-- (科際整合法學叢書 ; 2) .-- ISBN 

978-986-350-648-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法制史 2.CST: 日據時期 

3.CST: 臺灣  580.933  

公職考試享唸 : 中華民國憲法 / 大碩

教育公職考試研究團隊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392-4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2.CST: 考試指

南  581.21  

民法債編總論講義. 上 : 體系、實例、

圖說 / 姚志明著 .-- 三版 .-- [高雄市] : 

姚志明, 11109 .-- 41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570-9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債法  584.3  

契約法中的給付不當得利 : 契約法

之現代化. VII / 陳自強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90 面; 19X21 公分 .-- (國立

臺灣大學法學叢書  ; 242) .-- ISBN 

978-986-526-273-0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契約  584.31  

當文創遇上法律 : 讀懂經紀合約書 / 

賴文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藝思有法 Arts Law ; 4) .-- 

ISBN 978-626-7031-46-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契約 2.CST: 藝術經紀  

584.31  

人生最重要的使用說明書 : 預立遺

囑 : 專業律師教你遺囑表達、訂立、

保管、財產繼承等關鍵問題 / 劉韋

德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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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6-539-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遺囑 2.CST: 遺產 3.CST: 財產

繼承  584.5  

繼承權益法律指標 : 家族傳承.借名

登記.信託.繼承與遺囑 / 李永然, 黃振

國, 黃斐旻, 李廷鈞合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法律防身

系列 ; 22) .-- ISBN 978-957-485-508-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繼承  584.5  

刑法總則 / 林書楷著 .-- 六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59-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楊過的刑法總則祕笈 / 楊過(郭文傑)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墨提斯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448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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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95756-6-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刑法各論 / 陳子平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8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59-

4 (上冊:精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刑法分則  585.2  

黑錢 / 大衛.蒙特羅(David Montero)著 ; 

辛亞蓓譯 .-- 2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一

起來思 ; 17) .-- ISBN 978-626-96601-0-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賄賂罪  585.24  

反對死刑 : 前法國司法部長與死刑

的直球對決 / 侯貝.巴丹岱爾(Robert 

Badinter)著 ; 謝歆哲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80 面; 21 公

分 .-- (Beyond ; 41) .-- ISBN 978-626-

7052-49-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死刑 2.CST: 人權 3.CST: 法國  

585.51  

什麼都別說 : 北愛爾蘭謀殺與記憶

的 真 實 故 事  / 派 崔 克 . 拉 登 . 基 夫

(Patrick Radden Keefe)作 ; 張芩蕾, 黃

妤萱, 鄭依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320 面; 23 公

分 .-- (黑盒子 ; 8) .-- ISBN 978-626-

96474-6-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謀殺罪 2.CST: 刑事案件 

3.CST: 歷史 4.CST: 愛爾蘭  585.8  

民事訴訟法 / 姜世明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730 面; 23 公分 .-- (伊薩法學

系列 ; 20-) .-- ISBN 978-986-526-268-6 

(上冊: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解題  / 蘇試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提斯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9 .-- 8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756-5-7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586.1  

強制執行法 / 黎民編著 .-- 十七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11109 .-- 

64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5629-9-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強制執行法  586.89  

公司法 : 規範與案例 / 邵慶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62-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587.2  

行政法新論 / 董保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董保城出版 : 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總經銷, 11110 .-- 5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01-0591-4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法講義 / 張陳弘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64-8 (上冊: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公僕與納稅人 : 淺論行政院訴願法

111 年 5 月 19 日修正條文 / 林添旺

編  .-- 初 版  .-- 高 雄 市  : 林 添 旺 , 

11110 .-- 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0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訴願法  588.15  

法院通譯手冊 /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

編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9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99-40-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司法行政 2.CST: 司法制度  

589.1  

軍事 

任務式指揮  / 唐納德 .凡德格里夫

(Donald E. Vandergriff)作 ; 周敦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務辦

公室, 11109 .-- 355 面; 21 公分 .-- (軍

官團教育參考叢書  ; 672) .-- ISBN 

978-626-7080-41-2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作戰指揮 2.CST: 領導統御 

3.CST: 陸軍 4.CST: 美國  591.4  

被課本和電影誤導的二戰真相 : 法

國人跟納粹合作、懦弱的義大利軍

隊、沒有美國就打不贏......你所知道

的二戰,其實都是騙你的。 / 多明尼

克.洛米爾(Dominique Lormier)著 ; 黃

明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有限公司, 11111 .-- 528 面; 23 公分 .-

- (Tell ; 45) .-- ISBN 978-626-7192-36-8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戰史  

592.9154  

台灣軍機賞 : 護衛台灣領空的空軍

戰機觀賞 / 「IDF 經國號」FB 粉絲

專頁, 燎原出版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

原出版, 11110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77-3-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軍機  598.6  

*Su-35. 第一冊, 縱橫萬象 / 楊政衛

著 .-- 1 版 .-- 新竹市 : 楊可夫斯基, 

11110 .-- 30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57-0 ( 平 裝 ) NT$1800 .-- 

ISBN 978-626-01-0558-7 ( 精 裝 ) 

NT$2600 普遍級  

1.CST: 戰鬥機 2.CST: 俄國  598.61  

戰鬥機設計與運作原理 : 帶你了解

戰機的外型、材料、引擎,實戰能力,

與武器的科學 / 王皞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 296 面; 23 公分 .-- (知的! ; 217) .-- 

ISBN 978-626-320-269-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戰鬥機  598.61  

情報學理論與實務 / 李修安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94-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情報  599.71  

史地/傳記類 

中國史 

如果史記這麼帥. 3, 謀臣賢相(超燃

漫畫學歷史+成語) / 戴建業作 ; 漫友

文化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786-1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史記 2.CST: 漫畫  610.11  

活成了帝王將相 : 38 種個人命運,揭

示中國歷史如何被翻轉 / 艾公子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42-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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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失的中國史 : 鄭和下西洋到最

後盛世 / 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中華文明大系 ; 8) .-- ISBN 

978-986-178-626-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讀歷史哪有這麼燒腦 : 鑑古推今、

幽默評論、深入剖析,二十四堂歷史

課讓你不只博學多聞,還能使你不再

身無分文! / 山陽, 高春天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25-7 (平

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中國斷代史 

這就是大宋帝國 : 文化很巔峰,軍事

並不弱 / 孫郡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9 .-- 288

面; 23 公分 .-- (歷史大系 ; 14) .-- ISBN 

978-626-7199-25-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宋史  625.1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 現代史篇 / 余

英時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4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文集 ; 22) .-- ISBN 

978-957-08-6590-5 (精裝) 普遍級  

1.CST: 近代史 2.CST: 現代史 3.CST: 

中國史  627.6  

中國文化史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 古代史篇 / 余

英時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92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文集 ; 21) .-- ISBN 

978-957-08-6591-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化 2.CST: 古代史 

3.CST: 中國史  630  

星火不绝 / 刘洋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9 .-- 196 面; 22

公分 .-- 正體題名:星火不絕 .-- ISBN 

978-626-96509-3-4 (平裝) NT$310 普

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中國  630  

中國外交史 

纏鬥聯合國 : 資深大使見證錄 = That 

nightmare at U.N. / 朱浤源, 楊力明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有限公司, 11110 .-- 526 面; 21 公

分 .-- (說史敘事 ; 6) .-- ISBN 978-626-

7157-66-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聯合國 2.CST: 外交史 3.CST: 

訪談 4.CST: 中國  648.3  

中國地方志 

金門莒光樓 : 建築、歷史及其未來 / 

江柏煒, 翁沂杰作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政府, 11109 .-- 20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468-97-2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古蹟 

3.CST: 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63  

近 代 中 國 的 西 藏 想 像  = Modern 

Chinese imagination Tibet, 1912-1949 / 

簡金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10 .-- 500 面; 

21 公分 .-- (民國論叢 ; 10) .-- ISBN 

978-626-7157-67-1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文化 2.CST: 歷史 3.CST: 西藏

自治區  676.64  

西藏踏查. 一,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 = 

From Tibet to Nepal : the records of 

Chhos-hPhel-hJigs-Med / 歐陽無畏原

著 ; 韓敬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10 .-

- 288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96) .-

- ISBN 978-626-7157-61-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西藏自治區  

676.669  

西藏踏查. 二,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 

= Tawang : the records of Ghhos-hPhel-

hJigs-Med / 歐陽無畏原著 ; 韓敬山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有限公司, 11110 .-- 166 面; 21 公

分 .-- (民國日記 ; 97) .-- ISBN 978-626-

7157-62-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西藏問題 3.CST: 

西藏自治區  676.669  

中國遊記 

新譯徐霞客遊記  / 黃珅注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0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54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中國  690  

世界史地 

人類大歷史 : 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 哈

拉瑞(Yuval Noah Harari)作 ; 林俊宏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96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228) .-- ISBN 

978-986-525-890-0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世界史  710  

人類大命運 : 從智人到神人 / 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作 ; 林俊宏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8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229) .-- ISBN 978-

986-525-891-7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世界史  713  

世界古文明之旅 / 宋彥陞作 ; 蔡豫寧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938-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古代史 3.CST: 

世界史 4.CST: 通俗作品  713.1  

21 世紀的 21 堂課 /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作 ; 林俊宏譯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230) .-- ISBN 978-986-525-

892-4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明史 3.CST: 

二十一世紀  713.9  

橫跨一萬七千公里,一圓作家夢 / 李

慕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

創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96-19-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海洋志 

我們的海 : 一部人類共有的太平洋

大歷史 / 馬特.松田(Matt K. Matsuda)

著 ; 馮奕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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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1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96-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區域研究 

3.CST: 太平洋  721  

亞洲史地 

極簡日本戰國史 / 大石學作 ; 劉姍珊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21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9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本史 2.CST: 戰國時代  

731.254  

赤穗忠臣藏 / 林景淵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368 面; 19X20 公分 .-- ISBN 

978-957-39-1149-4 (精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江戶時代 2.CST: 歷史故事 

3.CST: 武士道  731.26  

東京 / MAPPLE 昭文社編輯部作 ; 李

詩涵, 蔣詩綺, 林庭安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哈日

情報誌 ; 38) .-- ISBN 978-986-461-310-

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 / 林于

心, 墨刻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760-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東京慢旅 : 我的私藏旅居手帖,漫步

東京、寫下日常 / 大塚太太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96-20-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 / 張

淑婷, 謝宸右, 墨刻編輯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61-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關西  

731.7509  

一個人的京都私房旅行 / 柏井壽著 ; 

陳幼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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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87-64-0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京都市  

731.75219  

京都巴士一日遊 : 輕鬆 x 划算暢遊 43

條路線 / MAPPLE 昭文社編輯部作 ; 

李詩涵, 林庭安翻譯 .-- 第一版 .-- 新

北 市  : 人 人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28 面; 25 公分 .-- (哈日情報

誌 ; 39) .-- ISBN 978-986-461-312-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京都市  

731.75219  

九州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 / 墨刻

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763-8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九州  

731.7809  

北海道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 / 墨

刻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0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62-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北海道  

731.7909  

高潮吧!瀨戶內 / 小高潮色計事務所

文字.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

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chill ; 3) .-- ISBN 978-626-

96582-3-7 (平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藝文活動 3.CST: 

日本  731.9  

大首爾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 / 李

聖依, 墨刻編輯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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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764-5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韓國首爾市  

732.7609  

極簡印度史 / 水島司作 ; 陳聖怡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21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08-91-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印度史  737.01  

崛起中的猛虎 : 印尼 / 許文志, 葉燉

烟, 李建宏, 許純碩, 許淑婷, 張李曉

娟, 尤澤森, 張子見, 吳珮慈, 張宏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16-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國家發展 2.CST: 區域研究 

3.CST: 印尼  739.3  

臺灣史地 

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年 / 楊瑞松, 葉

亭葶, 余佩真, 許志成, 蔡文騰, 歐索

瑛, 李禎祥, 洪英雪, 周俊宇, 陳家豪, 

林江臺作 ; 薛化元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

金會, 11111 .-- 4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78-8-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二二八事件 2.CST: 人權 

3.CST: 社會正義 4.CST: 文集  

733.07  

日治前期的族群語言調查 : 一個歷

史 GIS 的解讀取徑 =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rule : an 

interpretation by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pproach / 許世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薈軒文創美

學有限公司, 11109 .-- 31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97020-6-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民族史 3.CST: 

區域研究  733.21  

台灣島史記 = The chronicle of Taiwan 

island / 蔡正元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文教基

金會, 11111 .-- 冊 .-- ISBN 97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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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29-8-1 ( 上 冊 : 平 裝 ) NT$700 .-- 

ISBN 978-986-97929-9-8 (中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626-96664-0-9 (下

冊 :平裝 ) NT$700 .-- ISBN 978-626-

96664-1-6 (全套:平裝) NT$2200 普遍

級  

1.CST: 臺灣史  733.21  

*伊能嘉矩 : 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 陳偉智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

大學發行,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 (臺灣研究先行者 ; 1) .-- ISBN 978-

986-350-647-8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733.21  

臺灣蕃政志 / 伊能嘉矩原著 ; 鳳氣至

純平, 周俊宇中譯 .-- 初版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10 .-- 700 面; 

23 公分 .-- 伊能嘉矩增訂中譯版 .-- 

ISBN 978-626-7119-67-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殖民政

策 3.CST: 臺灣史  733.229  

灣裡溪探蹤 : 曾文溪下游走讀筆記 = 

Tracing the history of Wanli River : 

walkthrough of the Zengwen River in its 

lower reaches / 楊宏裕文字 .-- 初版 .-- 

臺南市 : 曾文社區大學 ; 新北市 : 財

團法人真理大學, 1111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02-1-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自然景觀 

3.CST: 曾文溪  733.32  

台風全球擴散 ing!台式潮流正式來

襲! : 帶你用心品嚐最道地的台味,世

界唯一的台灣 / 林聞凱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 320 面; 21 公分 .-- (Orange Travel ; 

16) .-- ISBN 978-626-96112-9-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臺灣文化  

733.4  

*寧靜時光 : 療癒走訪全臺 28 處宗教

國定古蹟 / 江昺崙, 呂鴻瑋, 林韋聿, 

黃偉強, 張怡寧, 鄭明承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9 .-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

664-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古蹟 2.CST: 宗教建築 3.CST: 

臺灣  733.6  

我那 23 天的徒步環島 台灣朝聖之路 

/ 曾建明(Mike)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27-

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徒步旅行  

733.69  

臺灣山地日記 : 橫越合歡山兼記太

平山 大元山之行 / 程兆熊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程兆熊作

品集 ; 9) .-- ISBN 978-626-7134-60-3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登山 3.CST: 

旅遊文學  733.69  

貓空人 : Maokongian / 徐立真, 鄭雅文, 

黃銘彰, 黃馨儀採訪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一頁文化制作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112 面; 24 公分 .-- (Verse 

books local ; 1) .-- ISBN 978-626-96330-

4-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旅遊 3.CST: 

臺北市  733.9/101.6  

從草地到璞玉 : 九芎林的故事 / 張民

依著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 11110 .-- 293 面; 24 公分 .-- 

(研究叢書 ; 29) .-- ISBN 978-626-7091-

43-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客家 4.CST: 新竹縣芎林鄉  

733.9/111.9/111.2  

谷關里山生活植物 : 大谷關地區原

鄉部落傳統生活與民族植物手冊  / 

謝伯娟, 劉人豪, 楊智凱, 雅砆.鈸告, 

劉奇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11110 .-- 1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09-6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泰雅族 4.CST: 臺中市和平區  

733.9/115.9/123.4  

古厝說故事 : 日治時期建物登記 / 臺

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11109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24-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歷史 3.CST: 

臺中市  733.9/117.2  

鹿港學. 4, 鹿港文史筆記與耆老訪談

錄 / 陳仕賢著 .-- 一版 .-- 臺中市 : 鹿

水文史工作室, 11110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2408-2-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訪談 3.CST: 

文集 4.CST: 彰化縣鹿港鎮  

733.9/121.9/143.4  

小黑啤玩臺灣. 嘉縣篇 : 坐火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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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68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6200-2-9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繪本 3.CST: 

嘉義縣  733.9/125.4  

走!去雜貨店買故事 : 博物館 x 高中

協作的臺南地方學 / 謝仕淵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3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臺南市  733.9/127.4  

臺南歷史名人誌. 文學類. 二 : 廣闊的

海.南方敘事 / 左美雲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內容力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11 輯) .-

- ISBN 978-986-0701-39-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南市  733.9/127.7  

臺南歷史名人誌. 宗教類 : 愛與奉獻-

他們與土地的故事 / 劉裕倫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臺

北市 : 內容力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11 輯) .-- ISBN 978-986-0701-38-8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南市  733.9/127.7  

臺南歷史名人誌, 政治類. 二 : 風起雲

湧 : 臺南 400 年的政治課. II / 曹婷婷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

化局  ; 臺北市  : 內容力有限公司 , 

11109 .-- 30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

化叢書. 第 11 輯) .-- ISBN 978-986-

0701-35-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南市  733.9/127.7  

臺南歷史名人誌. 經濟類, 走在臺灣

奇蹟之前 / 鄭佩雯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內

容力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1 公

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11 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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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0701-36-4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南市  733.9/127.7  

臺南歷史名人誌. 藝術類. 二 : 餘音.

舞影.調色盤 / 謝玲玉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內容力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11 輯) .-

- ISBN 978-986-0701-37-1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南市  733.9/127.7  

臺南辦桌師傅 / 張耘書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內容力有限公司, 11109 .-- 30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11 輯) .-

- ISBN 978-986-0701-34-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南市  733.9/127.7  

轟鳴未曾遠去 : 從日本海軍 61 航空

廠到岡山醒村 / 林玉萍, 陳信安, 邱睦

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04-91-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高雄市岡山區  733.9/133.9/125.4  

玄武岩之島 : 澎湖石空歷險記 / 葉梁

羽作 ; 賴冠傑漫畫 .-- 初版 .-- 澎湖縣

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11110 .-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27-9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地質學 2.CST: 自然地理 

3.CST: 漫畫 4.CST: 澎湖縣  

733.9/141.3  

歐洲史地 

羅馬人的故事. XI, 結局的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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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4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羅馬帝國  

740.222  

羅馬人的故事. XII, 迷途帝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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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4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羅馬帝國  

740.222  

羅馬人的故事 : 基督的勝利 / 塩野七

生著 ; 鄭維欣譯 .-- 修訂三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4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羅馬帝國  

740.222  

巨變時代 : 創造世界秩序的 40 年歐

洲飛躍史  / 帕特里克 .懷曼 (Patrick 

Wyman)著 ; 吳煒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37

種)(知史 ; 22) .-- ISBN 978-626-7181-

21-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歐洲史 2.CST: 經濟史  

740.241  

普通人 : 一 0 一後備警察營與波蘭的

最終解決方案 / 克里斯多福.布朗寧

(Christopher R. Browning)作 ; 陳雅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

公司, 11110 .-- 432 面; 21 公分 .-- (春

山之巔 ; 17) .-- ISBN 978-626-96482-7-

6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納粹大屠殺 2.CST: 戰犯 

3.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4.CST: 德國  

740.274  

格拉斯哥總在下雨 / 李文峰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29-0 (平裝) NT$897 普

遍級  

1.CST: 遊記 2.CST: 英國  741.89  

野生的東歐 : 偏見、歧視與謬誤,毒

舌背包客帶你認識書上沒有寫的歐

洲. 下 / 法蘭西斯.塔朋(Francis Tapon)

著 ; 賴堯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1 .-- 378 面; 21 公

分 .-- (八旗國際 ; 22) .-- ISBN 978-626-

7129-93-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東歐  744.09  

一個女子的朝聖之路,西班牙徒步壯

遊攻略 / 陳洛蓁(Jean Chen)作 .-- 修訂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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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58-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徒步旅行 2.CST: 西班牙  

746.19  

*當個普通人也很自豪 / 吳媛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新視野  ; 53) .-- ISBN 978-986-398-

817-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生活型態 

3.CST: 政治文化 4.CST: 瑞典  

747.53  

二手芬蘭 / 朴賢善(박현선)著 ; 邱麟

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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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ross ; 63) .-- ISBN 978-

626-335-965-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生活型態 

3.CST: 芬蘭  747.63  

重返革命現場 : 1917 年的聖彼得堡 / 

海倫.雷帕波特(Helen Rappaport)作 ; 

張穎綺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480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

986-360-199-9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俄國史  748.281  

美洲史地 

馬雅 : 失落與發現的古代美洲文化 / 

馬修.雷斯特爾(Matthew Restall), 阿瑪

拉.索拉里(Amara Solari)著 ; 張家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4-79-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馬雅文化 2.CST: 文明史 

3.CST: 中美洲  754.3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白令海峽的輓歌 : 漂浮在自然與文

明之間的海岸,現代人類殖民萬物的

野 心 與 潰 敗  / 芭 絲 榭 芭 . 德 穆 思

(Bathsheba Demuth)著 ; 鼎玉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520 面; 23 公

分 .-- (歷史.世界史) .-- ISBN 978-957-

05-3453-5 (平裝) NT$7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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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極地圈 2.CST: 歷史地理 

3.CST: 自然資源 4.CST: 人類生態學 

5.CST: 北極  778  

傳記 

改變歷史 NO.1 : 無止境的巔峰才是

應許之地!以一生鑄成碑銘,感召百代

後人 / 陳深名, 劉國生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6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7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  

勇往直前 : 唐獎第四屆得主的故事 / 

陳雅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558-5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781  

故事東亞史 : 20 個改變東亞的關鍵

人物 / 胡川安總策畫 ; 胡韻葳繪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05-344-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781  

手挽銀河水 : 清季人物、歷史與記

憶 / 布琮任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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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與現

場) .-- ISBN 978-626-335-970-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清代 3.CST: 中

國  782.17  

二十世紀婦女傳記辭典 / 蕭虹總編

纂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111 .-- 792 面; 23 公分 .-- (中國婦女

史研 究專 書  ; 2) .-- ISBN 978-626-

96643-0-6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名錄 3.CST: 

詞典 4.CST: 中國  782.2204  

科舉考試 : 著名狀元榜眼探花傳略 / 

廖忠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出版社,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745) .-- ISBN 978-

986-314-619-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舉 2.CST: 傳記 3.CST: 中國  

782.29  

明寧獻王朱權宗族史料匯輯 / 萬國

強, 姚品文合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110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99-

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明)朱權 2.CST: 家族史 

3.CST: 傳記  782.7  

從前有個諸葛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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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60 面; 25 公分 .-- (漫畫

名人很有事 ; 4) .-- ISBN 978-626-313-

098-2 (精裝) NT$199 普遍級  

1.CST: (三國)諸葛亮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2.823  

蘇軾 / 王水照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90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典文學基

本知識叢書 ; M71) .-- ISBN 978-986-

478-760-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傳記  

782.8516  

文革前的康生 / 孫超, 周言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272

面; 23 公分 .-- (血歷史 ; 233)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52-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康生 2.CST: 傳記 3.CST: 文化

大革命 4.CST: 史料  782.887  

吳忠信日記補編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supplement / 吳忠信原著 ; 

王文隆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 11110 .-- 

冊 .-- (民國日記 ; 98-99) .-- ISBN 978-

626-7157-63-3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57-64-0 (下冊: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吳忠信 2.CST: 傳記  782.887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36 : 魯迅年譜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

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50-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周樹人 2.CST: 年譜  782.984  

覓.黑川 : 一位美濃老校長的故事 / 蔡

幸娥, 邱靜慧, 宋廷棟, 王子培撰稿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高雄市客

家文化事務基金會,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450-2-5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黑川龜吉 2.CST: 校長 3.CST: 

傳記  783.18  

都市的醫師 : 濱野彌四郎之足跡 / 稻

場紀久雄著 ; 鄧淑瑩,鄧淑晶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538-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濱野彌四郎 2.CST: 傳記  

783.18  

亂世麗人李香蘭. 壹, 鶯啼春曉 / 大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

業網, 11110 .-- 612 面; 21 公分 .-- (現

代文學 ; 76) .-- ISBN 978-986-0762-38-

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山口淑子 2.CST: 傳記 3.CST: 

日本  783.18  

路-百歲豐華行 : 2022 臺東縣百歲人

瑞故事寫真 / 林勝賢, 陳世賢, 黃臻妍, 

齊萱編輯.採訪 .-- 初版 .-- 臺東市 : 臺

東縣政府, 11109 .-- 92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19-87-5 (精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人物志 

3.CST: 臺東縣  783.36/139  

*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 : 手島義

矩 / 手島義矩(Avai/Ava'e Tiaki'ana/鄭

茂李)口述 ; Voyu(Vo'e Yulunana/湯進

賢)翻譯 ; Pa'elravang Gusing(陳隼東), 

Moe'o(胡斐穎)口訪紀錄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09 .-- 48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9-66-2 (平

裝) NT$625 普遍級  

1.CST: 鄭茂李 2.CST: 鄒族 3.CST: 臺

灣原住民族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山上的醫生館 / 于劍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5-04-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葉明憲 2.CST: 醫師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心有思慕 : 余英時教授紀念集 / 林載

爵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582-0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余英時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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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詩人謝長海 : 鐸庵先生詩文紀

念集 / 謝長海, 陳運棟, 謝霜天, 謝其

煚, 李元平作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

鄉  : 謝其煚鄉土人文影像工作室 , 

11110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5384-8-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謝長海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年輪.光影 : 林清池的林業生命篇章 / 

林麗蓮作 ; 林清池口述 .-- 宜蘭市 : 宜

蘭縣史館,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 (宜蘭人文系列 ; 15) .-- ISBN 978-

986-5418-93-9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林清池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林業  783.3886  

我們心中的~鴻鍊 / 劉之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35-5-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歐鴻鍊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集  783.3886  

步履跫音 / 劉阿李編著 ; 巫秀千採訪

整理 .-- 桃園市 : 京兆企業社, 11110 .-

- 1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0892-7-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劉阿李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亞威 : 山上的孩子 / 曾明生(亞威)

作 .-- 初版 .-- [新竹縣五峰鄉] : Tau 

Books, 111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070-4-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曾明生 2.CST: 泰雅族 3.CST: 

臺灣原住民族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宛宛兒的人生大補帖 / 宛宛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06-13-3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宛宛兒 2.CST: 自傳  

783.3886  

承擔 : 林佳龍的危機領導學 / 吳佳晉

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986-445-730-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林佳龍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研教兼優的史學家 : 李守孔先生傳 = 

Excellent historian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 Lee Shou-kung / 胡平生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有限公司, 11110 .-- 420 面; 21 公分 .-

- (史家薪傳 ; 03) .-- ISBN 978-626-

7157-65-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李守孔 2.CST: 傳記  

783.3886  

*唐鳳的破框思考力 / 唐鳳口述 ; 楊

倩蓉採訪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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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經企

管  ; BCB780) .-- ISBN 978-986-525-

833-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唐鳳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站在世界之巔的女子 : 曾格爾的旅

程 Grace Journey / 曾格爾 Grace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1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曾格爾 2.CST: 臺灣傳記 

3.CST: 登山  783.3886  

梭哈,換一輩子的幸福 : 單親母子的

韓國勇氣與成長之旅 / 盧妍菲(Lucy)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遊讀會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281-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盧妍菲 2.CST: 自傳  

783.3886  

清華通識人物演講系列專輯 : 梅貽

琦 / 王俊秀, 程海東, 李敏, 岳南, 陳力

俊, 楊儒賓, 吳光庭作 ; 翁曉玲主編 .-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11110 .-- 133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284-3-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梅貽琦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783.3886  

陳懷澄先生日記. 八, 一九二五年 = 

The diary of Chen Huai-cheng. Vol.8, 

1925 / 陳懷澄著 ; 許雪姬編註 .-- 臺北

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臺南

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02-

76-6 (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

7002-77-3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陳懷澄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灣史 4.CST: 史料  

783.3886  

跨越 : 王志剛白首話當年產官學生

涯 / 王志剛口述 ; 曾桂香撰文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5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99-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王志剛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路上的光 / 黃明達口述 ; 周天觀執

筆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周大

觀文教基金會, 11109 .-- 1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047-6-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黃明達 2.CST: 自傳  

783.3886  

夢幻似的愛 : 郭惠二的服事與跨越

文化的海外宣教 = Fantastical love : 

life and ministry of Theodore Kay / 郭惠

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

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110 .-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

858-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郭惠二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基督徒 4.CST: 信仰  

783.3886  

*德行感人的徐醒民老師 / 儒學弟子

作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11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27-8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徐醒民 2.CST: 傳記  

783.3886  

*寰宇情懷 : 創投教父劉宇環的卓越

人生 / 劉宇環口述 ; 楊艾俐採訪撰

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71) .-- 

ISBN 978-986-525-838-2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劉宇環 2.CST: 企業家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豐年蝦之王 : 一個億萬富翁經歷的

真實故事 = King of artemia / 芶壽生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12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88) .-- ISBN 

978-626-353-004-1 (精裝) NT$6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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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芶壽生 2.CST: 傳記  

783.3886  

中国 : 吾心之重 / 董育德(Audrey G. 

Donnithorne)著 ; 姜有国译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明出版社, 11110 .-- 544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中國：吾心之

重 .-- ISBN 978-957-8597-2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董育德(Donnithorne, Audrey.) 

2.CST: 傳記  784.18  

中國 : 吾心之重 / 董育德(Audrey G. 

Donnithorne)著 ; 姜有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明出版社, 11110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97-22-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董育德(Donnithorne, Audrey.) 

2.CST: 傳記  784.18  

從前有個牛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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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60 面; 25 公分 .-- (漫畫名人

很有事 ; 5) .-- ISBN 978-626-313-099-9 

(精裝) NT$199 普遍級  

1.CST: 牛頓(Newton, Isaac, Sir, 1642-

1727)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4.18  

最強女首相柴契爾夫人 : 以女性身

分挑戰父權體制,以婦女之姿站上政

界巔峰,席捲英國政壇成為傑出領袖 

/ 潘于真, 何水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748-1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柴契爾(Thatcher, Margaret, 

1925-2013) 2.CST: 傳記  784.18  

征月軍師馮.布朗 : 憧憬太空,製作火

箭是終身志業,從發射美國第一顆衛

星到登月計畫的幕後推手 / 陳劭芝, 

李建學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6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783-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馮布朗(Von Braun, Wernher, 

1912-1977) 2.CST: 科學家 3.CST: 火

箭 4.CST: 傳記  784.38  

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 : 自我和本

我 X 性學三論 X 夢的解析,開創精神

研究藍圖,挑戰學術底線,心理學界的

革命者 / 許奕廷, 王志豔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2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02-0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2.CST: 傳記 3.CST: 學術

思想 4.CST: 精神分析學  784.38  

紅土之王 : 拉法.納達爾 / 多明尼克.

布利斯(Dominic Bliss)著 ; 李依婷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入

魂 ; 18) .-- ISBN 978-626-7092-82-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費德勒(Nadal, Rafael) 2.CST: 

網球 3.CST: 運動員 4.CST: 傳記  

784.618  

百年不僵的紅色海嘯列寧 : 普丁不

需要革命神話!被忽視淡化的現代俄

國開創者 / 潘于真, 鍾聲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5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81-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列寧(Lenin, Vladimir Ilyich, 

1870-1924) 2.CST: 傳記  784.88  

納粹粉碎者華西列夫斯基 : 一生與

國家共進退,一戰嶄露頭角,二戰大放

光芒,瓦解希特勒的稱霸之夢 / 潘于

真, 陳秀伶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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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32-74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華西列夫斯基(Vasilevsky, 

Aleksandr Mikhaylovic, 1895-1977) 

2.CST: 軍事家 3.CST: 傳記 4.CST: 俄

國  784.88  

飛越雲端 : 父子再度重逢 / 岳納珊.巴

哈著 ; 劉泗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4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76-1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巴哈(Bach, Richard) 2.CST: 巴

哈(Bach, Jonathan) 3.CST: 傳記  

785.27  

外星人選中的科學家. 3, 外星太空戰

計畫 / 威廉.米爾斯.湯普金斯著 ; 傅

鶴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化

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 (星際傳訊 ; STU11003) .-- ISBN 978-

626-95202-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湯普金斯(Tompkins, William 

Mills) 2.CST: 不明飛行體 3.CST: 回

憶錄 4.CST: 美國  785.28  

植物獵人 : 一位民族植物學家對未

來 新 藥 的 追 尋  / 卡 珊 卓 . 莉 . 奎 夫

(Cassandra Leah Quave) 著  ; 駱 香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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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 FS0155) .-- 

ISBN 978-626-315-207-6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奎夫(Quave, Cassandra Leah.) 

2.CST: 傳記 3.CST: 植物學 4.CST: 藥

用植物  785.28  

黑暗中的天使海倫凱勒 : 眼盲心不

盲,用心感受世界,耳聾口未啞,致力

造福盲人 / 鄧韻如, 賀欣欣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4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751-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凱勒(Keller, Helen, 1880-1968) 

2.CST: 傳記  785.28  

與生命的時鐘賽跑 : 80 歲生物學家

對時間與老化的自然觀察 / 伯恩.韓

瑞希(Bernd Heinrich)著 ; 陳岳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0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43-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老化 3.CST: 老年

心理學  785.28  

戰爭終結者歐本海默 : 道德與科學

的掙扎,背負國家使命的原子彈之父,

核武終究是必要之惡 / 陳劭芝, 許興

勝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6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53-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歐本海默(Oppenheimer, J. 

Robert, 1904-1967) 2.CST: 傳記 

3.CST: 美國  785.28  

天水堂十二世祖姜勝智公派下族譜 / 

姜智揚增編修 .-- 新竹縣芎林鄉 : 社

團法人台灣姜勝智公派下宗親會 , 

11112 .-- 1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653-0-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姜氏 2.CST: 族譜  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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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 

翰逸神飛. 2022 :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

會論文集 / 黃彥達總編輯 .-- 臺北市 : 

紙文物維護學會, 111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856-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文物保存維護 2.CST: 文物修

復 3.CST: 文集  790.7207  

小屯南地甲骨選讀 / 朱歧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

司, 11109 .-- 2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5-1898-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甲骨文 2.CST: 研究考訂  

792.2  

玉雕工藝顯微痕跡研究圖集. 第三卷, 

崧澤文化玉雕工藝 / 陳啟賢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眾志美術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9 .-- 28 面; 30 公分 .-

-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圖集系列 ; 

3) .-- ISBN 978-986-95338-6-7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古玉 2.CST: 玉器 3.CST: 工藝 

4.CST: 文物研究  794.4  

兩岸民藏元代青花瓷特展 = Special 

exhibi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blue-and-

white porcelain from private collec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 許明, 周世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史記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0 .-- 19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447-2-2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古陶瓷 2.CST: 瓷器 3.CST: 元

代  796.6  

厦门与海洋的历史岁月 / 靳维柏, 郑

东, 王蒙, 郑滢君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9 .-- 217 面; 27

公分 .-- 正體題名:廈門與海洋的歷史

歲月 .-- ISBN 978-626-96509-1-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考古遺址 2.CST: 福建省廈門

市  797.8331/201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默示語言教學法 : 遇見台灣原住民

族語 / Caleb Gattegno 著 ; 韓楊郁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默示原住

民族語教學發展協會, 111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40-0-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外語教學 2.CST: 教學法  

800.3  

羅蘭 .巴特自述  / 羅蘭 .巴特(Roland 

Barthes)著 ; 懷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0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巴特(Barthes, Roland, 1915-

1980) 2.CST: 傳記 3.CST: 語意學 

4.CST: 符號學  801.6  

閩東方言音變現象的共時與歷時研

究 / 杜佳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406

面 ; 23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字 叢 書  ; 

1000020) .-- ISBN 978-986-478-762-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閩語 2.CST: 語音 3.CST: 比較

方言學  802.5231  

閩南語演說好撇步 / 鄭安住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31-8 (平裝附光碟

片) NT$49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演說  

802.5232  

(教甄教檢)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 

徐弘縉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343-3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說華語.輕鬆行. 南部篇 = A visitor's 

guide to southern Taiwan / 吳玲瑩, 曾

詩情, 鄒夢蘭, 劉莉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75-4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和小小朋友一起讀弟子規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19X21 公分 .-- (快樂小學堂系

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42-

24-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弟子規 2.CST: 蒙求書 3.CST: 

漢語 4.CST: 讀本  802.81  

穿越學文史. 2, 和超炫奇才做朋友 / 

戴建業主編 ; 漫友文化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192 面; 23 公分 .-- (柏樂小學

堂 ; 4) .-- ISBN 978-626-96494-1-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古文 2.CST: 漫畫  802.82  

穿越學文史. 3, 和超猛達人做朋友 / 

戴建業主編 ; 漫友文化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柏樂小學

堂 ; 5) .-- ISBN 978-626-96494-2-6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古文 2.CST: 漫畫  802.82  

穿越學文史. 4, 和超狂文豪做朋友 / 

戴建業主編 ; 漫友文化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16 面; 23 公分 .-- (柏樂小學

堂 ; 6) .-- ISBN 978-626-96494-3-3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古文 2.CST: 漫畫  802.82  

穿越學文史. 5, 和超拔才子做朋友 / 

戴建業主編 ; 漫友文化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柏樂小學

堂 ; 7) .-- ISBN 978-626-96494-4-0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古文 2.CST: 漫畫  802.82  

華語文課程 : 基礎文言文 / 劉承慧主

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

出版社, 11110 .--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25-2-7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文言文 2.CST: 讀本  8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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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71-6 (下冊: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發音 3.CST: 假名  

803.1134  

不用老師教的日語動詞 X 形容詞變

化 / 舒博文, DT 企劃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八方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74-6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形容詞 3.CST: 動

詞  803.164  

我的第一本觀光.遊學日語課本 : 沉

浸式學習!從日本生活學好對話、文

法、單字,教學有效率,自學最實用 / 

藤井麻里著 ; 賴毓棻譯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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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1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244-

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看看「世界」認識日文 / 虞安寿美, 

澤田尚美, 羅曉勤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26 公分 .-- (日語學習系列 ; 

66) .-- ISBN 978-986-5560-8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本語基本 1600 會話 : 生活、旅遊、

交友用這本就夠啦! / 吉松由美, 田中

陽子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3 公分 .-- (實用日語 ; 8) .-- ISBN 978-

986-246-722-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6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日本語從 2266.到連溜 1 分鐘 : 自問

自答法+4 口語技巧演練大公開. 3 /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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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20 面; 26 公分 .-- (自

學會話 ; 3) .-- ISBN 978-986-246-726-8 

(平裝附光碟片) NT$276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超簡單手繪旅遊日語(寂天雲隨身

聽 APP 版) / 橋本友紀, 池畑裕介著 ; 

蔡承啟譯 .-- 增修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00-

160-2 (20K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3.188  

輕鬆打開日語話匣子 / 蘇珊, 渡邊由

里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限公

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日語

系列 ; 24) .-- ISBN 978-626-96215-8-3 

(平裝附光碟片) NT$37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JLPT 新日檢文法實力養成. N2 篇 / 

Hiroshi 著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67-9 (平裝) 

NT$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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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辭典 N5 / 吉松由美, 小池直子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1 公

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27) .-- ISBN 

978-986-246-725-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精修重音版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單字

N2 : 附三回模擬考題 / 吉松由美, 西

村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528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4) .-- ISBN 978-986-

246-728-2 (平裝附光碟片) NT$449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精修重音版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單字

N4 : 附三回模擬考題 / 吉松由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2) .-- ISBN 978-986-

246-727-5 (平裝附光碟片) NT$41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連韓國人都驚呆的韓文文法心智地

圖 / 楊書維, 謝亦晴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7-

203-3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語法  803.26  

新韓檢中高級 5 回實戰模擬試題

HOT TOPIK II / Korean Proficiency Test 

R&D Center 作 ; 曾子珉,龔苡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512 面; 26 公分 .-

- (EZ Korea 檢定 ; 11) .-- ISBN 978-626-

7164-64-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289  

你寫對台語了嗎? : 台語對應(漢)字

之探討 / 呂應棠著 .-- 修訂一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32-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漢字  803.3  

我的第一本圖解泰語單字 / 黃薰慧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

社, 11111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247-5 (平裝) NT$599 普

遍級  

1.CST: 泰語 2.CST: 詞彙  803.752  

*泰語 กจด. III : 掌握泰語,這本就夠 = 

Thai กจด. II : master Thai, this is enough 

= ไทย กจด. III / 時時泰泰語資源中

心編輯 .-- 新北市 : 時時泰工作室, 

111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698-2-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讀本  803.758  

法語文法其實沒那麼難! / 洪偉傑

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3 公分 .-

- (繽紛外語系列 ; 115) .-- QR Code

版 .-- ISBN 978-986-5560-90-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法語 2.CST: 語法  804.56  

*我的第一堂法語課(QR Code 版) / 

Mandy Hsieh( 謝 孟 渝 ), Christophe 

Lemieux-Boudon 合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9 .-

- 248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113) .-- ISBN 978-986-5560-87-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法語 2.CST: 讀本  804.58  

法語 36 音完全自學手冊 / 謝孟渝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9 .-- 240 面; 23 公分 .-- (語

言學習 ; 26) .-- ISBN 978-626-320-249-

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法語 2.CST: 讀本  804.58  

FOOD 超人英語圖解單字書 / 陳乃鳳

編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4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23-761-8 (精裝) NT$299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SHTB: 詞

彙書--3-6 歲幼兒讀物  805.12  

高效聯想記憶法記必學單字 / 蔡文

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

團 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97-48-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圖像式速解易混淆英單 / 張翔, 易敬

能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11 .-- 

33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921-9-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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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怦然心動的看漫畫學英文片語

300 : 從浪漫愛情故事,激發學習熱情,

提升英語理解力! / 大岩秀樹監修 ; 

惠蘋果漫畫 ; 林劭貞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320 面; 26

公分 .-- (英語學習) .-- ISBN 978-626-

7140-91-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慣用語 3.CST: 漫

畫  805.123  

*一次學會 KK 音標 : 融合字母拼讀

雙效學習(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00-161-9 (20K 平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音標  805.141  

英文核心全修班. 1, 發音字彙 / 胡鎮

心作 .-- 臺北市 : 文心大集有限公司, 

11109 .-- 5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56-0-0 (活頁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發音  805.141  

超高效英文文法結構大全 : 拼圖式

拆解 x 直覺聯想記憶 / 汪汪著 ; 何姵

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32-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跟讀學文法 : 用母語人士的方法學

英文,不用想、直接說,就是正確的文

法! / 外文列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出版社,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09-1-1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英文日記寫作句典 / 石原真弓著 ; 林

曉盈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

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7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10-873-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寫作法 3.CST: 句

法  805.17  

*12 堂護理人員專業英文必修課(寂

天 雲隨 身 聽 APP 版 ) / Michael A. 

Putlack 著 ; 彭尊聖, 王婷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0-155-8 (菊 8K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醫學 3.CST: 讀本  

805.18  

我想把英文搞好 : 吳鳳寫給你的外

語課 / 吳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80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80) .-- ISBN 978-

986-179-773-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文閱讀聽力素養訓練課 : 伊索寓

言 故 事 ( 寂 天雲 隨 身聽 APP 版 ) / 

Aesop 原著 ; Richard Luhrs 改寫 ; V.S. 

Vernon Jones 英譯 ; 羅竹君, 林晨禾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語言工場出

版有限公司, 11110 .-- 2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963-83-4 (16K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文閱讀聽力素養訓練課 : 伊索寓

言 故 事 ( 寂 天雲 隨 身聽 APP 版 ) / 

Aesop 原著 ; Richard Luhrs 改寫 ; V.S. 

Vernon Jones 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64 面; 26 公分 .-- 課本+訓練書雙書

版 .-- ISBN 978-626-300-164-0 (16K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聚焦素養 : 輕鬆戰勝大考英文混合

題 / 盧克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51-3-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臨床護理常用的英文 / 何毓霞編著 .-

- 第 1 版 .-- 桃園市 : 台灣緊急醫療救

護訓練協會, 11109 .-- 8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541-5-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護理學 3.CST: 讀

本  805.18  

輕鬆打開英語話匣子 / 蘇盈盈, Lily 

Thomas 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

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 英 語 系 列  ; 80) .-- ISBN 978-626-

96215-7-6 (平裝附光碟片) NT$33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IELTS 雅思單字主題學習法 : 必備高

頻 3000+字彙庫 / 賴世雄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常

春藤 IELTS 雅思系列 ; IE01) .-- ISBN 

978-626-96209-7-5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詞彙  805.189  

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 閱

讀&寫作模擬試題+解答  / 張文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 (英語工具書 ; 19) .-- ISBN 978-626-

96423-4-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能力測驗  

805.1892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GEPT 全民英

檢中級「單字」+「文法」 / 賴美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教育

集團-不求人文化, 11110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42-2-2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805.1892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GEPT 全民英

檢初級「單字」+「文法」 / 賴美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教育

集團-不求人文化, 11110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42-1-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805.1892  

英檢初級片語 滿分速成攻略 / 拉斯

曼菲, 張清芳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

文化,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英

檢系列 ; 12) .-- ISBN 978-626-7203-03-

3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慣用語  

805.1892  

突破 800 分 NEW TOEIC 會考的單字 

/ 張小怡, Johnson Mo 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0 .-- 240 面; 21 公

分 .-- (多益系列 ; 4) .-- ISBN 978-626-

7203-02-6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普

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新制多益 750 超命中攻略 : 搶分密技

+3 回擬真試題(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Kim, Byunggi, Lee, Kwan-woo 著 ; 關

亭薇, 陳依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7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

163-3 (16K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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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多益聽力高分金榜演練 : 關鍵

10 回滿 分模擬 1000 題 (試 題+ 中

譯)(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YBM 

TOEIC R&D 著 ; 黃詩韻, 蔡裴驊, 劉

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56-5 

(16K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文學 

致 走在寫作路上的創作者們 / 維斯

拉瓦.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作 ; 粘肖晶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140 面; 19 公分 .-- (View ; 

118) .-- ISBN 978-626-353-034-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2.CST: 文學評論  

811.1  

與死者協商 : 瑪格麗特.愛特伍談作

家 與 寫 作  / 瑪 格 麗 特 . 愛 特 伍

(Margaret Atwood)著 ; 嚴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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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70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愛特伍(Atwood, Margaret, 

1939- ) 2.CST: 寫作法  811.1  

一張嘴,天下隨 : 精挑話題 X 細選素

材 X 投入情感 X 營造氣氛,演說題材

信手拈來,再也不怕被突然 cue 上臺 / 

吳馥寶, 老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2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523-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演說術 2.CST: 說話藝術  

811.9  

深入人心的神表達 : 從一人告白到

萬人演講,有邏輯就能說出精彩 / 陶

峻, 五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勵志書系 ; 152) .-- ISBN 978-

986-133-84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演說術  811.9  

改編之道 : 將事實與虛構故事改編

成影片 / Linda Seger 著 ; 葉婉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2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68-7 ( 平 裝 ) 

NT$470 普遍級  

1.CST: 電影劇本 2.CST: 寫作法  

812.31  

賽門.史帝芬斯的劇作家日記 / 賽門.

史帝芬斯(Simon Stephens)著 ; 吳政翰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344 面; 23 公分 .-- (愛

說戲 ; 39) .-- ISBN 978-626-7193-0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史帝芬斯(Stephens, Simon, 

1971- ) 2.CST: 劇本 3.CST: 劇場 

4.CST: 寫作法  812.31  

創作的星圖 : 國民散文手藝課 / 石曉

楓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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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中文好行 ; 14) .-- ISBN 

978-626-310-318-4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散文 2.CST: 寫作法 3.CST: 文

學評論  812.4  

幼兒文學 / 林芳菁著 .-- 三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

908-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兒童文學 2.CST: 學前教育  

815.9  

中國文學 

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第十二屆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

文學系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國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11109 .-- 426 面; 

24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

7147-12-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代文學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集  820.902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1 : 漢文學史

綱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 

11110 .-- 1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15-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2.CST: 漢代  

820.902  

空間與視野 : 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

的新進境 / 野村鮎子, 錢南秀, 魏愛蓮, 

王學玲, 華瑋, 王力堅, 伊維德, 彭國

忠, 蔣寅, 張宏生, 方秀潔, 楊彬彬, 曾

禮軍, 劉陽河, 李惠儀, 喬玉鈺, 曼素

恩, 胡曉真, 張雁, 吳玉廉, 李芳, 陳廣

宏, 胡小林, 馬玨玶, 陳啟明, 石旻, 曹

虹, 卓清芬, 呂文翠, 劉詠聰, 趙雪沛, 

夏曉虹, 馬勤勤, 曹曉華, 魏文哲, 毛

文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冊 .-- 

(允晨叢刊 ; 181-182) .-- ISBN 978-626-

96065-5-9 (全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明清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中國文學史  820.906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2 : 中國小說

史略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面; 402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16-6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820.97  

中國文學總集 

夢中唐 : 文學導讀 / 陳怡蓁, 陳義芝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趨

勢教育基金會, 111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241-1-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830.4  

詩經纂箋 / 蔡宗陽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576 面; 23 公分 .-- (經學研究

叢書. 經學史研究叢刊 ; 501011) .-- 

ISBN 978-986-478-761-6 ( 平 裝 ) 

NT$780 普遍級  

1.CST: 詩經 2.CST: 注釋  831.12  

四海俳句賞評集 / 懷鷹, 孫嵐, 蔡献英, 

德清合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109 .-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8-0-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31.86  

大學國文選 : 永續關懷之跨域閱讀

思辨與表達 / 李皇穎, 吳婷薇, 侯雪娟, 

張加佳, 張鳳玲, 莊文福, 趙太極, 廖

仕閔, 劉國平, 歐秀慧, 蔡琳琳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66-2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中文閱讀與表達 / 郭妍伶編著 .-- 二

版 .-- 高雄市 : 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

道學系, 11109 .-- 205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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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95232-3-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歷代文學選讀 / 林文華, 吳煬和, 孫中

峰, 郭晏萍, 邱子玲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65-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34 : 論戰文選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48-7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周樹人 2.CST: 學術思想  

848.4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35 : 綜合文選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49-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48.4  

余英時雜文集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余英

時文集 ; 23) .-- ISBN 978-957-08-6578-

3 (平裝 ) .-- ISBN 978-957-08-6579-0 

(精裝) 普遍級  

 848.7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阮步兵詠懷詩箋 / 黃季剛著 .-- 再

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 11109 .-- 

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

367-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三國)阮籍 2.CST: 中國詩 

3.CST: 詩評  851.424  

羅隱詩風究析 / 黃志高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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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1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368-7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唐)羅隱 2.CST: 唐詩 3.CST: 

詩評  851.441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8 : 血薦軒轅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42-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51.484  

余英時詩存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文

集 ; 28) .-- ISBN 978-957-08-6594-3 (平

裝) .-- ISBN 978-957-08-6595-0 (精裝) 

普遍級  

 851.486  

一個詩人的祖國 / 曹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驛鯨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510-1-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1.487  

幸存者 / 郭雨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9-30-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1.487  

臥木枕石集 木石詩選 / 木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10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762-36-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1.487  

本行. 2 / 宋厚寬, 林乃文, 王思蘋, 陳

樂菱, 吳明倫, 陳建成, 汪俊彥, 鄒景

峰, 劉勇辰, 李子瑄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09 .-- 

190 面; 23 公分 .-- (劇作集成) .-- ISBN 

978-626-96186-6-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舞臺劇 2.CST: 戲劇劇本 

3.CST: 劇評  854.6  

止於至善 : 存一點光明在心中 / 簡墨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9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75-7 (平裝) NT$375 普遍級  

 855  

多年後我憶起台北 / 馬尼尼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

限公司, 11110 .-- 284 面; 20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66) .-- ISBN 978-626-

7061-39-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3 : 野草 / 魯

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17-

3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4 : 朝花夕拾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1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18-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5 : 墳 / 魯迅

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19-

7 (平裝) NT$51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6 : 熱風 / 魯

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20-

3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7 : 華蓋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1-21-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8 : 華蓋集續

補編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2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22-7 (平裝) NT$44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09 : 而已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 2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1-23-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0 : 三閒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1-2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1 : 二心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1-2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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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2 : 偽自由書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26-5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3 : 南腔北調

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 

11110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27-2 (平裝) NT$47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4 : 准風月談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28-9 (平裝) NT$51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5 : 花邊文學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29-6 (平裝) NT$44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6 : 且介亭雜

文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 

11110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30-2 (平裝) NT$44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7 : 且介亭雜

文二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10 .-- 3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31-9 (平裝) NT$490 普

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8 : 且介亭雜

文末編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32-6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19 : 集外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 2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1-33-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0 : 集外集拾

遺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 

11110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34-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1 : 集外集拾

遺補編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10 .-- 5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35-7 (平裝) NT$760 普

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2 : 古籍序跋

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 

11110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36-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3 : 譯文序跋

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 

11109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37-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4 : 域外引介

集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38-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5 : 兩地書:

慕情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39-5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6 : 兩地書:

鑄情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40-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7 : 兩地書:

深情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41-8 (平裝) NT$370 普遍級  

 855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32 : 散文文選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46-3 (平裝) NT$430 普遍級  

 855  

余英時書信選 / 余英時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08 面; 21 公分 .-- (余英

時文集 ; 27) .-- ISBN 978-957-08-6588-

2 (精裝) 普遍級  

 856.286  

<<金瓶梅>>飲食男女 / 胡衍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430-1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金瓶梅 2.CST: 研究考訂  

857.48  

偵探冰室.貓 / 陳浩基, 譚劍, 莫理斯, 

黑貓 C, 夜透紫, 柏菲思, 望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20 公分 .-- (故事集 ; 

29) .-- ISBN 978-986-319-70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61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33 : 小說文選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47-0 (平裝) NT$370 普遍級  

 857.63  

一妻當關 / 不繫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文創風 ; 1111-1114) .-- ISBN 

978-986-509-370-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71-6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72-3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73-0 (第 4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上仙的愛情鳥為何飛走了 / 夏日巧

克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

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米

國度書系 ; B0101) .-- ISBN 978-986-

505-298-0 (平裝) NT$280 限制級  

 857.7  

天火郎中 / 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8-107-7 (第 1 冊:

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

108-4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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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48-109-1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110-7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111-4 (第 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112-1 (第 6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113-8 (第

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114-5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115-2 (第 9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116-9 (第

10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857.7  

田邊的悍姑娘 / 碧上溪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冊 .-- (文創風 ; 1107-1108) .-

- ISBN 978-986-509-366-2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367-9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白鹭传 / 袁雅琴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9 .-- 363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白鷺傳 .-- ISBN 

978-626-96509-2-7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857.7  

白雲藏在深海中 / 言只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2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42-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光之祭司 = Priest of light / 香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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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98-) .-- ISBN 978-626-95887-7-0 (第

8 冊:平裝) NT$199 普遍級  

 857.7  

全民御獸 / 葉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8-117-6 (第 1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

118-3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19-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20-6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21-3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22-0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23-7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24-4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25-1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26-8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857.7  

合約夫夫 / 愛看天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發行,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201-16-9 ( 上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626-7201-17-6 (下

冊 :平裝 ) NT$320 .-- ISBN 978-626-

7201-18-3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別對我動心 / 翹搖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06-545-4 ( 上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506-546-1 (中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506-547-8 ( 下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506-548-5 (全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857.7  

弟弟 / 陳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4-284-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7  

我家掌門天下第一 / 鹿食萍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8-

127-5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28-2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29-9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30-5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31-2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32-9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33-6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34-3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35-0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36-7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857.7  

見鬼了才當後娘  / 霓小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文創風 ; 1104-1106) .-

- ISBN 978-986-509-363-1 (第 1 冊:平

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64-

8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509-365-5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姑娘穿越種田去 / 元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 336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6401) .-- ISBN 978-986-527-655-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穿越扭轉砲灰命 / 朝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5801-

E125803) .-- ISBN 978-986-527-637-9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638-6 ( 中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639-3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修仙 / 鳳嘲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8-045-2 (第 1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

046-9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47-6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48-3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49-0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50-6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51-3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52-0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53-7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54-4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857.7  

財迷滾錢旺家門 / 霜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6801-

E126803) .-- ISBN 978-986-527-660-7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661-4 ( 中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662-1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骨生花 / 燈燈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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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571-9 (平裝) NT$280 限制級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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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吹燈. 4, 崑崙神宮 / 天下霸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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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冊 .-- ISBN 978-986-506-540-9 (上冊:

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6-

541-6 (下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6-542-3 ( 全 套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857.7  

國師的專屬廚娘 / 陳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 384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6101) .-- ISBN 978-986-527-644-7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57.7  

喜遇薄情爺 / 朱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6601) .-

- ISBN 978-986-527-664-5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857.7  

幀破 : 慾望攝獵 / 夜透紫著 .-- 臺北

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70-3-2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857.7  

黑土地上的兒女  / 曹明霞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0 .-- 312

面; 21 公分 .-- (貓空-中國當代文學典

藏叢書 ; 8)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72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7  

歲月的跫音 / 心水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5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855)(秀文學 ; 49) .-- BOD 版 .-

- ISBN 978-626-7187-19-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57.7  

詭祕愛人 / 一個精神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米國度書系 ; B0093) .-

- ISBN 978-986-505-295-9 ( 平 裝 ) 

NT$310 限制級  

 857.7  

滿級女神廚 / 廣靈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352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6901) .-- ISBN 978-986-527-663-8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57.7  

蓉蓉 / 盧妤著 .-- 初版 .-- 宜蘭市 : 松

鼠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16 面; 19

公分 .-- (松果 ; 2) .-- ISBN 978-986-

99868-6-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29 : 吶喊 / 魯

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43-

2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57.7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30 : 彷徨 / 魯

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0 .-- 1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44-

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 31 : 故事新編 

/ 魯迅著 ; 蔡輝振編注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1-45-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57.7  

戰神的小鈴醫 / 錦嫿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藍海系列 ; E126301-E126304) .-

- ISBN 978-986-527-646-1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47-8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648-5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27-649-2 (卷 4: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57.7  

撿到潛力股相公 / 晏梨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冊 .-- (文創風 ; 1109-1110) .-

- ISBN 978-986-509-368-6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369-3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機智謀反生活 / 秋妍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藍海系列 ; E126501-E126505) .-

- ISBN 978-986-527-650-8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651-5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652-2 (卷 3: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527-653-9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654-6 (卷 5: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熹妃傳. 第二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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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38-611-2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38-612-9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38-613-6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

338-614-3 (第 4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857.7  

錦衣的小推官 / 福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冊 .-- (藍海系列 ; E126001-E126003) .-

- ISBN 978-986-527-641-6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42-3 (中

冊 :平裝 ) NT$270 .-- ISBN 978-986-

527-643-0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龍床上的前妻 / 縵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藍海系列 ; E126701-E126704) .-

- ISBN 978-986-527-656-0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57-7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658-4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27-659-1 (卷 4: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57.7  

孺子帝. 卷五, 雙面的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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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80 面; 23 公分 .-

- (New black ; 15) .-- ISBN 978-626-

7092-83-5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57.7  

離婚 / 老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

優文化, 1111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6-00-2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857.7  

懷了雜役的蛋 / 月佩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米國度書系 ; B0103) .-

- ISBN 978-986-505-300-0 ( 平 裝 ) 

NT$280 限制級  

 857.7  

續命小福娘 / 清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 (藍海系列  ; E127101-E127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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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27-666-9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67-6 (下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吃過皇家飯不能不破案 / 騎士丕特

二世著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570-2-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7.81  

倚 天 屠 龍 記 . 1, 屠 龍 寶 刀  =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vol.1 

/ 金庸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8 面; 

21 公分 .-- (金庸作品集 ; 16) .-- ISBN 

978-957-32-9791-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57.9  

倚 天 屠 龍 記 . 2, 九 陽 神 功  =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vol.2 

/ 金庸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金庸作品集 ; 17) .-- ISBN 

978-957-32-9792-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57.9  

倚 天 屠 龍 記 . 3, 羣 雄 歸 心  =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vol.3 

/ 金庸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24 面; 

21 公分 .-- (金庸作品集 ; 18) .-- ISBN 

978-957-32-9793-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57.9  

倚 天 屠 龍 記 . 4, 少 林 大 會  =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vol.4 

/ 金庸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24 面; 

21 公分 .-- (金庸作品集 ; 19) .-- ISBN 

978-957-32-9794-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57.9  

射鵰英雄傳. 1, 大漠風沙 = The eagle-

shooting heroes. vol.1 / 金庸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408 面; 21 公分 .-- 

(金庸作品集 ; 5) .-- ISBN 978-957-32-

9801-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9  

射鵰英雄傳. 2, 九陰真經 = The eagle-

shooting heroes. vol.2 / 金庸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408 面; 21 公分 .-- 

(金庸作品集 ; 6) .-- ISBN 978-957-32-

9802-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9  

射鵰英雄傳. 3, 密室療傷 = The eagle-

shooting heroes. vol.3 / 金庸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408 面; 21 公分 .-- 

(金庸作品集 ; 7) .-- ISBN 978-957-32-

9803-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9  

射鵰英雄傳. 4, 華山論劍 = The eagle-

shooting heroes. vol.4 / 金庸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金庸作品集 ; 8) .-- ISBN 978-957-32-

980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9  

神鵰俠侶 . 1, 投師終南 = 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vol.1 / 金庸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

分 .-- (金庸作品集 ; 9) .-- ISBN 978-

957-32-9796-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9  

神鵰俠侶 . 2, 武林盟主 = 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vol.2 / 金庸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24 面; 21 公

分 .-- (金庸作品集 ; 10) .-- ISBN 978-

957-32-9797-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9  

神鵰俠侶 . 3, 神鵰重劍 = 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vol.3 / 金庸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

分 .-- (金庸作品集 ; 11) .-- ISBN 978-

957-32-9798-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9  

神鵰俠侶 . 4, 生死茫茫 = 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vol.4 / 金庸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32 面; 21 公

分 .-- (金庸作品集 ; 12) .-- ISBN 978-

957-32-979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9  

兒童文學 

封神榜.神界大地圖 / 張卓明著 ; 段張

取藝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24 面; 32 公

分 .-- (小野人 ; 55) .-- ISBN 978-986-

384-791-5 (精裝) NT$990 普遍級  

 859.6  

東方文學 

讀谷川的詩 : 谷川俊太郎詩選全集 / 

谷川俊太郎作 ; 田原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鴻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社出版, 11110 .-- 冊 .-- ISBN 978-

986-06824-0-3 (第 1 冊:精裝) NT$850 .-

- ISBN 978-986-06824-1-0 (第 2 冊:精

裝) NT$850 普遍級  

 861.51  

(好消息)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

夠可愛。 / 氷高悠作 ; 邱鍾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11 .-- 29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968-7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AI 偵探的真.深度學習 / 早坂吝著 ;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空文

化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15 公

分 .-- (娛樂系 ; 43) .-- ISBN 978-626-

95272-6-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Fate/strange Fake / TYPE-MOON 原作 ; 

成田良悟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40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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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1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Gifted 狼先生不放棄戀愛 / 寺崎昴作 ;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3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91-5 (平

裝) NT$240 限制級  

 861.57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 蝸牛

くも作 ; Runoka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

570-2 (第 14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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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的昇天 / 梶井基次郎作 ; 李彥樺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60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585-6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 長月達

平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0-492-2 (第 28

冊 :平裝 ) NT$220 .-- ISBN 978-626-

340-493-9 ( 第 28 冊 : 平 裝 限 定 版 ) 

NT$220 普遍級  

 861.57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 川原礫作 ;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21-959-5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人間椅子 / 江戶川亂步作 ; 既晴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84 面; 17X19 公

分 .-- ISBN 978-986-401-584-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1.57  

小異邦人 / 連城三紀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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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28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 45) .-

- ISBN 978-626-7073-89-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7  

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 / 逢坂冬馬

作 ; 緋華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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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636-5 (平

裝) NT$499 普遍級  

 861.57  

月曜日的抹茶咖啡店 / 青山美智子

作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19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55 種)(大

賞 ; 142) .-- ISBN 978-957-33-3949-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失物請洽圖書室 / 青山美智子作 ; 邱

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15) .-- ISBN 

978-957-741-590-5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61.57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 

枯野瑛作 ;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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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962-5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冰點 / 三浦綾子著 ; 章蓓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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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592 面; 21 公

分 .-- (日本暢銷小說 ; 102) .-- ISBN 

978-626-310-330-6 (平裝) NT$599 普

遍級  

 861.57  

向田理髮店(電影原著小說版) / 奧田

英朗著 ; 王華懋譯 .-- 修訂二版 .-- 臺

北 市  : 精 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47-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

隊伍,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 / ざ

っぽん作 ;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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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966-3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回憶當鋪 / 吉野万理子作 ; 林冠汾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290 面; 21 公分 .-

- 十 週 年 紀 念 版  .-- ISBN 978-626-

96481-4-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有母親等待的故鄉 / 淺田次郎作 ; 葉

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11 .-- 304 面; 21 公

分 .-- (小說緣廊 ; 25) .-- ISBN 978-986-

133-846-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1.57  

行人 / 夏目漱石作 ; 林皎碧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14-

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1.57  

快跟超可愛的我交往! / 三上庫太作 ; 

橋子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569-6 (第

2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1.57  

我當備胎女友也沒關係。 / 西条陽

作 ;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4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972-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刺青 / 谷崎潤一郎作 ; 吳季倫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60 面; 17X19 公分 .-

- ISBN 978-986-401-587-0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61.57  

刮 掉 鬍子 的我 與撿 到的女 高 中生

Another side story 三島柚葉 / しめさ

ば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6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965-6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夜市 / 恒川光太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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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 (E-fiction ; 52) .-- ISBN 978-626-7073-

91-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春天乘坐於馬車上 / 橫光利一作 ; 黃

詩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72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586-

3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1.57  

祈禱之國的莉莉艾兒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494-6 (第

1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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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7  

弱角友崎同學 / 屋久悠樹作 ; 楊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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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35-8 (第 10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神明渴求著遊戲 / 細音啓作 ; 某ㄚ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65-6 (第 1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記憶縫線 YOUR FORMA. 3, 電索官

埃緹卡與群眾的夢 / 菊石まれほ作 ;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967-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副教授高槻彰良的推測. 1, 民俗學如

是說 / 澤村御影著 ; 林孟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

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12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52-37-9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61.57  

副教授高槻彰良的推測. 2, 怪異居於

縫隙之中 / 澤村御影著 ; 林孟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臺 灣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2-38-6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61.57  

強風吹拂 / 三浦紫苑著 ; 林佩瑾, 楊

正敏, 李建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0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704-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1.57  

淺草紅團 / 川端康成著 ; 劉子倩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88 面; 21 公

分 .-- (川端康成作品集 ; 2) .-- ISBN 

978-626-314-289-3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1.57  

被陌生女高中生囚禁的漫畫家 / き

ただりょうま原案 ; 穂積潜作 ; 鄭人

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9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71-7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透明人潛入密室 / 阿津川辰海作 ; 詹

慕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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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 .-- ISBN 

978-957-741-604-9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61.57  

無人逝去 / 白井智之作 ; 李喬智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57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絡新婦之理 / 京極夏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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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京極夏彥作品集 ; 8) .-- ISBN 978-

626-7073-92-6 (上冊:平裝) NT$480 .-- 

ISBN 978-626-7073-93-3 (下冊:平裝) 

NT$480 .-- ISBN 978-626-7073-94-0 (全

套:平裝) NT$960 普遍級  

 861.57  

弒君的血族 / 夜光花作 ; 王美娟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568-9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1.57  

想讓我出人頭地的女師父們,為了培

育方針演變成修羅場 / 赤城大空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496-0 (第

2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義妹生活 / 三河ごーすと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970-0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摩登時代 = Modern times / 伊坂幸太

郎著 ; 李彥樺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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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2 面; 21 公分 .-- (伊坂幸太

郎作品集 ; 12) .-- ISBN 978-626-7073-

96-4 (平裝) NT$499 普遍級  

 861.57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 寿安

清作 ;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92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963-2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學戰都市 Asterisk / 三屋咲悠作 ;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11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

575-7 (第 15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1.57  

龍之國幻想. 2, 天翔之緣 / 三川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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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公司發行, 11111 .-- 3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17-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1.57  

瞬間的風景 / 綠青.薄淺黃作 ; 曾柏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6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95-3 (第 1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翼之翼 / 朝比奈あすか作 ; 堤風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11 .-- 384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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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8-615-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1.57  

續.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 魔法人聯

社 / 佐島勤作 ;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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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 史上最強的

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 

秋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72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964-9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 衣笠彰梧作 ; 一杞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6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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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8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戀愛狗狗的行為圖鑑 / 海野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

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11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01-07-7 (平裝) NT$350 限制級  

 861.57  

田中家全員轉生 / 猪口作 ; 蘇聖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97-7 (第 2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9  

外星來的神祕朋友 : 小熊貝魯和小

蟲達達 / 原京子文 ; 秦好史郎圖 ; 周

姚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72 面; 19

公分 .-- (我自己讀的故事書 ; 20N)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62-4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妖怪托顧所. 7, 妖怪奉行所大騷動 / 

廣嶋玲子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4-

13-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妖怪托顧所. 8, 女妖的報復 / 廣嶋玲

子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4-14-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烏鴉天婦羅店 / 加古里子文.圖 ; 米雅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4-12-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6  

小小人兒來幫忙 : 快樂星期天 / 中川

千尋文 ; 古寄純嗣圖 ; 周姚萍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7-77-8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小人兒來幫忙 : 搜救大隊出動了 / 

中川千尋文 ; 古寄純嗣圖 ; 陳毓書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7-76-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永遠永遠在一起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

姚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8 面; 26

公分 .-- (宮西達也繪本 ; 309) .-- ISBN 

978-626-7177-66-2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1.599  

車子修馬路 / 鈴木守文.圖 ; 陳昕翻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15X18 公

分 .-- (繪本 ; 307)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24-3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車子蓋房子 / 鈴木守文.圖 ; 游韻馨翻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15X18 公

分 .-- (繪本 ; 30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22-9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看,車子在工作 / 鈴木守文.圖 ; 陳昕

翻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15X18

公分 .-- (繪本 ; 308)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25-0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旅之繪本. X, 荷蘭 / 安野光雅文圖 ; 

鄭明進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

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6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274-

616-5 (精裝) 普遍級  

 861.599  

消防車來滅火 / 鈴木守文.圖 ; 陳昕翻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15X18 公

分 .-- (繪本 ; 306)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23-6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探險貓玩數學 / N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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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48 面; 26 公分 .-- (精選圖畫

書 ; 1134) .-- ISBN 978-626-7140-97-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數學--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眼鏡會議 / 菊野葉子作 ; 洪俞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

司,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小米

粒 ; 51) .-- ISBN 978-626-96354-3-6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畫鯨魚的小孩 / 高崎卓馬著 ; 黒井健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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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7051-94-8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SHTB: 想像--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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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變變 / 田中達也文.圖 ; 張玲玲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5X26 公

分 .-- (想像與創意繪本) .-- ISBN 978-

626-7180-32-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媽媽,對不起! / 宮西達也作 ; 蘇懿禎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0 .-- 24 面; 24 公分 .-- (精選圖畫

書) .-- ISBN 978-626-7140-90-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媽媽看我! / 円七美文 ; 宮西達也圖 ; 

陳瀅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6 面; 

17X19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80N) .-- 

ISBN 978-626-7177-58-7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搗蛋貓過聖誕 / N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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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40 面; 21X21 公分 .-- (精選

圖 畫 書 ) .-- ISBN 978-626-7140-98-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跟著小指尖去遊歷 / 岩井俊雄文.圖 ; 

劉康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7-78-

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夢銀行 : 好夢糖或惡夢糖 / aki kondo

文.圖 ; 劉淑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4 面; 23 公分 .-- (小魯療癒繪本 ; 

AHL016) .-- ISBN 978-626-7177-75-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雖然我的頭髮亂七八糟 / 吉竹伸介

作繪 ; 許婷婷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48 面 ; 

20X20 公分  .-- (三采繪本書坊 ) .-- 

ISBN 978-957-658-936-2 ( 精 裝 ) 

NT$36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原本以為跑步的人都是笨蛋 / 松久

淳作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771-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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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發行,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1-20-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70 限制級  

 862.57  

問題終結者黑喵. 3, 成為跆拳道高手! 

/ 洪旼靜文字 ; 金哉希繪 ; 賴毓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04 面; 21 公分 .-

- (小書芽) .-- ISBN 978-626-307-777-5 

(平裝) 普遍級  

 862.596  

月亮和夢 = 달님이랑 꿈이랑 / 楊善

文.圖 ; 陳思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

5570-97-2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如果我是市長 / 塞西爾.金(Cecil Kim)

著 ; 瑞辛.奇瑞耶(Rashin Kheyrieh)繪 ; 

黃瑋琳譯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08-6557-8 (精

裝) 普遍級  

 862.599  

形形色色的星星學校 / 尹真賢文.圖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11 .-

- 40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51-78-8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862.599  

我可以自己睡覺了(真的!) / 洪秀姈

作.繪 ; 孔奕涵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658-

965-2 (精裝) NT$340 普遍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魔法圖書館. 5, 紅髮安妮的煩惱 / 智

逌莉作 ; 李景姬繪 ; 石文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大邑文化, 11111 .-- 136 面; 21

公分 .-- (魔法圖書館 ; 5) .-- ISBN 978-

986-0761-81-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2.599  

我們是微小的存在 / 微小工作室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

版有限公司, 11111 .-- 250 面; 21 公

分 .-- (K 原創 ; 20) .-- ISBN 978-986-

179-771-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2.6  

後來,我總算學會如何去愛 / 金慜珍

著 ; 陳彥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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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06-550-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2.6  

Forever you 光年之詩 / JittiRain 作 ; 舒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

行,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1-19-0 (平裝) NT$380 限

制級  

 868.257  

判決 / 查.勾吉蒂作 ; 欒文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樂思文化國際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28-6-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8.257  

現實與詩意 : 馬華文學的欲望 / 黃錦

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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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學 ; 326) .-- ISBN 

978-626-310-317-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馬來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文集  868.707  

臺灣文學 

七情七縱 : 臺灣詩學散文詩解讀 / 陳

政彥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1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37)(台

灣詩學散文詩叢 ; 2) .-- BOD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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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187-18-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詩 2.CST: 散文詩 3.CST: 

詩評  863.21  

噪音 : 夏宇詩歌的媒介想像 / 張皓棠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 

11110 .-- 20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801)(台灣詩學論叢 ; 23) .-- 

BOD 版 .-- ISBN 978-626-95350-7-1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新詩 2.CST: 詩評  863.21  

凡人的告白書 : 第二十四屆臺大文

學獎作品集 / 劉正忠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

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10 .-- 424

面; 21 公分 .-- (Taida 臺大系列) .-- 

ISBN 978-986-350-649-2 ( 平 裝 ) 

NT$610 限制級  

 863.3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2 / 

林秀蓉, 陳胤, 黃明峯, 林世明, 莊雅

雯, 馬行田, 柯志遠, 劉天浩, 許恩恩 

吳妖妖, 楊子霈, 陳榕, Walice, 陳心容, 

騙人小鬼愛阿布爸笨, 炩作 ; 王聰威

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

局,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1-13-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3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七屆 / 駱育萱

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09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27-80-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63.3  

迴旋梯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 4 屆 /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資訊處圖書服

務組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山醫

學大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38-0-4 (平裝) 普遍

級  

 863.3  

基隆海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111 年 / 

徐麗娟, 蔡沛鈴, 鄭健民, 劉俊輝, 鄭

昀等著 ; 陳靜萍主編 .-- 初版 .-- 基隆

市 : 基隆市文化局,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文心叢刊 ; 318) .-- ISBN 

978-986-5417-41-3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863.3  

道南文學. 第四十一輯 / 國立政治大

學中國文學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11109 .-- 

21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7-

11-5 (平裝) 普遍級  

 863.3  

臺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二屆 / 

謝宗翰等作 ; 王聰威總編輯 .-- 臺南

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0 .-- 500

面; 21 公分 .-- (臺南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0701-50-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3  

文學夢 : 我的創作年表 / 涂靜怡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詩藝文出版社,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化書

坊 ; 40) .-- ISBN 978-986-446-022-9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863.4  

二分之一星光燦爛  / 愛羅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雅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184 面; 22 公分 .-- (詩意

雅集 ; 14) .-- ISBN 978-626-95578-2-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1  

*子青詩作選 : 上元懷古念伊人 = A 

poetry collection : nostalgia for 

unrequited love on the Lantern Festival / 

魯子青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禾田人

文出版社, 11110 .-- 3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922-6-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1  

天籟吟社先賢詩選 / 楊維仁, 張家菀, 

莊岳璘合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0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古典詩學

叢刊 ; 804025) .-- ISBN 978-986-478-

758-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63.51  

天籟吟社舊籍復刻 / 何維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500 面; 23 公分 .-- 

( 文 學 研 究 叢 書 . 古 典 詩 學 叢 刊  ; 

804026) .-- ISBN 978-986-478-759-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863.51  

水中的對話 : 向明寫詩讀詩 / 向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詩藝文出版社, 

11110 .-- 224 面; 22 公分 .-- (詩歌書

坊 ; 85) .-- ISBN 978-986-446-021-2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863.51  

*王宣曆詩集. IX : 花正在開 / 王宣曆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王 宣 曆 , 

11109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17-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用散文打拍子 / 孟樊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9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841)(臺灣詩學散文詩叢 ; 3) .-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17-3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1  

用詩祭念你 = In memory of you with 

poety / 何冠妤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告 別 狂 想 藝 文 智 庫 網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622-0-3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全世界的澎湖人都回來 / 渡也著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1109 .-- 176 面; 20 公分 .-- (澎湖縣作

家作品集 ; 49) .-- ISBN 978-986-5427-

95-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1  

在躺平的細縫裡 -兜兜風  / 詹凱迪

作 .-- 初版 .-- 彰化縣溪州鄉 : 月晴映

像有限公司, 11109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96620-0-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好鳥擋路 : 陳克華同志詩選 / 陳克

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

社, 11110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12-7-0 (精裝) NT$420 普

遍級  

 863.51  

你就是我所有的喜歡 : 黎俊成.新詩

集 / 黎俊成作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10 .-- 156 面; 21 公

分 .-- (磺溪文學. 第 30 輯, 彰化縣作

家作品集) .-- ISBN 978-986-5473-96-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1  

坐看雲起時 / 林經豐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1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92-7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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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詩 / 馮小康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春暉出版社, 11110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524-93-4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3.51  

我喜歡我自己 / 潘柏霖作 .-- 初版 .-- 

新北市淡水區 : 潘柏霖出版 ; 臺北市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509-9 (精裝) NT$777 普遍級  

 863.51  

波特萊爾,你做了什麼? : 臺灣詩學散

文詩選 / 寧靜海, 漫漁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66 面; 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836)(台灣詩學散文詩叢 ; 

1)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

1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1  

阿疼說 / 李瑞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1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31)(台灣詩學同仁詩叢  ; 9)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16-6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863.51  

晨間微風 : 小詩集 / 鄧駿福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25-2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863.51  

這個城市,有雨 : 賴文誠.新詩集 / 賴

文誠作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

文化局, 11110 .-- 216 面; 21 公分 .-- 

(磺溪文學. 第 30 輯, 彰化縣作家作品

集) .-- ISBN 978-986-5473-94-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1  

惑惑齋詩集 / 黃智茂詩文 .-- 初版 .-- 

花 蓮 縣 壽 豐 鄉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 

11109 .-- 5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74-1-4 (精裝) 普遍級  

 863.51  

掌門 44 詩學風 : 同仁詩選. 6 = Zhang 

men 44 lotus style poems : a collection of 

zhang men members' poems. volume 6 / 

掌門詩學社同仁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宏 文 館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23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501-5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番薯記持.臺灣詩 / 康原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 272 面; 23 公分 .-- (晨星文學館 ; 

63) .-- ISBN 978-626-320-267-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1  

進出一本改變你腦袋的詩集 : 許其

正<<一定>>釋放核能量 / 陳福成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9 .-- 22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刊 ; 465) .-- ISBN 978-986-314-618-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許其正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863.51  

詩,全境擴散 : 2022 臺北詩歌節詩選 

= Poetry in duffusion : an anthology of 

poems for the 2022 Taipei Poetry 

Festival / 楊佳嫻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4-64-

0 (平裝) NT$100 普遍級  

 863.51  

詩意滿階 : 涂靜怡詩選 / 涂靜怡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詩藝文出版社, 

11110 .-- 176 面; 21 公分 .-- (詩歌書

坊 ; 84) .-- ISBN 978-986-446-020-5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漂雲集 / 渡夫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41-

2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1  

鄰坡室庚辛吟卷 : 林文龍.傳統詩集 / 

林文龍作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

縣文化局,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 (磺溪文學. 第 30 輯, 彰化縣作家作

品集) .-- ISBN 978-986-5473-97-6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863.51  

霞光及其它 / 陳育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11109 .-- 

272 面; 21 公分 .-- (洪範文學叢書 ; 

363) .-- ISBN 978-957-674-36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觀音 : 周蘇宗臺語詩 / 周蘇宗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31-7-2 (平裝) NT$490 普

遍級  

 863.51  

小月曆 / 蔡璧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貝

殼放大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962-8 (精

裝) NT$1280 普遍級  

 863.55  

小步走 / 蔡璧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貝

殼放大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7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967-3 (精

裝) NT$1280 普遍級  

 863.55  

王爺廟旁的糊紙店 / 洪明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言文化, 11110 .-- 2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51-9-

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王爺廟旁的糊紙店 / 洪明傑著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10 .-- 2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5-01-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我在公司的日子  / 吳東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學街出版社, 11110 .-

- 4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580-8-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5  

那些再與你無關的幸福 / 肆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937-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5  

咖啡的旅行 : 陳胤.散文集 / 陳胤作 .-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10 .-- 264 面; 21 公分 .-- (磺溪文學. 

第 30 輯, 彰化縣作家作品集) .-- ISBN 

978-986-5473-95-2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63.55  

初欲 / Katie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89-38-2 (精

裝) NT$800 普遍級  

 863.55  

*長照鏡頭下的漏網特寫! : 一位中年

女子和老父間的私密時光 / 阿 Hing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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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300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986-445-727-4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863.55  

阿姨們 = Unorthodox aunties / 羅毓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land ; 234) .-- ISBN 978-986-

406-322-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風有話要說 : 一個東海岸新隱士的

札記 / 周慶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68

面; 21 公分 .-- (冷知識 ; 1) .-- ISBN 

978-626-96055-8-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5  

飛越了上百個世紀,妳依然很溫柔 / 

小仰作 .-- 桃園市 : 輝映出版, 11109 .-

- 144 面; 21 公分 .-- (輝映文藝 ; 1) .-- 

ISBN 978-626-96585-0-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食在四方 : 上下游副刊華文飲食文

選 / 古碧玲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卷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12-5-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5  

耗盡時光抵達有你的地方 / 落涼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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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966-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迷離在時空裡 / 張至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43-1 (平裝) 普遍級  

 863.55  

追憶大鵬灣的日子 / 王治興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26-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863.55  

酒香四溢 : 時間釀造出生命的滋味 / 

黃育清著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09 .-- 216 面; 21 公分 .-

- (遠景文學叢書 ; 114) .-- ISBN 978-

957-39-1148-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尋常小日子 : 疫情下的圖像記憶 / 林

豐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38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33-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5  

焚鶴人 / 余光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余光中作品集 ; 31) .-- 

ISBN 978-986-450-494-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5  

微笑天使 / 陳義宗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3 公分 .-- (晨星文庫 ; 215) .-- 

ISBN 978-626-320-266-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63.55  

想念,卻不想見的人(暢銷 10 年.紀念

版) / 肆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ISBN 978-

957-658-94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榮民至上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行政管理處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 

11110 .-- 11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27-9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與北埔.藍鵲書房有關的智慧故事 / 

楊世英著 .-- 第 2 版 .-- 南投縣埔里

鎮 : 楊世英, 11109 .-- 47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561-7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863.55  

親愛與星散 / 賴鈺婷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有 鹿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552-2-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鴻爪集 / 袁士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3-

43-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舊日廚房 / 詹宏志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 經 典 圖 文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384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

林 ; LF0165) .-- ISBN 978-626-7061-37-

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5  

25 個春夏秋冬 / 陳驊璟著 .-- 初版 .-- 

新竹市 : 陳驊璟, 11110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03-4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7  

Covid Gigolo 新冠舞男 / 黃莉翔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

分 .-- (city ; 98) .-- ISBN 978-626-353-

001-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image 特派記者 : 小說式採訪.評論.報

導 / 張人耀作 .-- [臺北市] : 張人耀, 

11109 .-- 18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88-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King of Diamonds : 方塊老 K(豎) / 貞

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

司, 11109 .-- 320 面; 21 公分 .-- (米國

度書系 ; B0094) .-- ISBN 978-986-505-

296-6 (平裝) NT$320 限制級  

 863.57  

七個邪惡預兆 / 星子(teensy)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0 公分 .-- (星子故事

書房 ; TS031) .-- ISBN 978-986-319-

701-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十朝. 二部曲 : 奇道. 卷一, 藏龍臥虎 

/ 高容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高容作品集 ; 16) .-- ISBN 

978-626-7189-31-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7  

十朝. 二部曲 : 奇道. 卷二, 龍戰于野 

/ 高容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高容作品集 ; 17) .-- ISBN 

978-626-7189-35-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7  

十朝. 二部曲 : 奇道. 卷三, 神龍擺尾 

/ 高容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高容作品集 ; 18)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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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89-36-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7  

十朝. 首部曲 : 隱龍 / 高容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89-

40-5 (全套:平裝) NT$1050 普遍級  

 863.57  

大唐李靖. 卷三 : 龍旂陽陽 / 齊克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0 面; 

21 公分 .-- (時報悅讀 ; 41) .-- ISBN 

978-626-335-971-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7  

子彈是餘生 / 寺尾哲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星

叢) .-- ISBN 978-957-08-6535-6 (平裝) 

普遍級  

 863.57  

井月流轉 / 李秀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晨星文學館 ; 62) .-- ISBN 

978-626-320-265-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63.57  

方斯華 / 邱比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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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人間叢

書 ; 369) .-- ISBN 978-626-353-032-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打贏魔王後,勇者的下一個任務是相

親?! / 千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發行, 1111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36-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守護天使 / 水筑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39-

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宅宅帝國元帥的心機小嬌夫 / 來交

作業啊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 (米國度書系 ; B0102) .-- ISBN 978-

986-505-299-7 (平裝) NT$280 限制級  

 863.57  

別來無恙 / 晨羽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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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7-0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即使世界如冰雪,我也用盡全力擁抱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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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951-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7  

我的牙想你 : 影視改編小說 / 羽宸寰

作 ; 蔡妃喬, 林珮瑜原著編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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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572-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7  

我養了一隻最強哨兵(豎) / 夢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米國度書

系 ; B0100) .-- ISBN 978-986-505-297-3 

(平裝) NT$280 限制級  

 863.57  

扳手阿發 : 扶青新世代 引領潮未來 / 

張家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張家

現, 11109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521-1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863.57  

拐妳當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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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紅

櫻桃 ; 1518) .-- ISBN 978-986-335-817-

6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花心浪子的初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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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19) .-- ISBN 978-

986-335-818-3 (平裝) NT$290 限制級  

 863.57  

星術少女 / 曾珮琦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10 .-- 230 面; 21 公分 .-

- (釀冒險 ; 62)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728-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毒醫忙養家 / 千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33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5901) .-

- ISBN 978-986-527-640-9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63.57  

皇城有個癡情種  / 夢南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9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6201) .-- ISBN 978-986-527-

645-4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冤伸俱樂部 / 林庭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43) .-- ISBN 978-626-

7094-99-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神略計劃 / 天地無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2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63) .-- 

ISBN 978-626-7054-93-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63.57  

紙星星 / 晨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冊 .-- 紀念

版 .-- ISBN 978-626-7217-01-6 (上冊:

平裝) NT$330 .-- ISBN 978-626-7217-

02-3 (下冊: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7  

荒淫的魔尊不可能這麼可愛 / 阿滅

的小怪獸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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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16-7 (平裝) NT$260 限制級  

 863.57  

從前.悠漾 / Shinee Chuang 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49-8 (平裝) NT$300 限

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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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最後安慰 / 邱比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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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人間叢

書 ; 370) .-- ISBN 978-626-353-03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斯堪地聯邦冒險手記 / 本生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

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1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01-06-0 (第 2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863.57  

鄉野財藝班之紙會生財 / 風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7001) .-- ISBN 978-986-527-

665-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開著福音車徵廟公  / 浮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62) .-- ISBN 978-626-7054-92-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集郵者 / 高雲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0 .-- 232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105) .-- BOD 版 .-- ISBN 978-

626-7058-59-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黑俠 / 蘇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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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17) .-- ISBN 978-986-335-816-9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愛情有賺有賠 / 子陽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朧 月 書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201-13-

8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626-7201-14-5 (下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201-15-2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63.57  

當傷心落下 ,讓我為你撐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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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939-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塵砂追憶 / 亞次圓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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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576-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演藝之城 / 陳苑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44-8 (平裝) 普遍級  

 863.57  

請把門鎖好 / 既晴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 41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53 種)(Joy ; 234) .-- ISBN 978-957-

33-3940-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鄰女 / 王定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38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693) .-- ISBN 978-986-387-

615-1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3.57  

錦荔枝的滋味 / 洪淑昭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九 歌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93) .-- ISBN 978-986-450-495-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還剩半碗滷肉飯  / 陳朝靜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89-34-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7  

7 雪城之翼 夜之書短篇集 : 湛羽洛雅 

/ 羽冰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李昕羽, 

11109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28-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  

可以幫我打個電話嗎? / 林加春著 ; 

芳安繪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兒童文

學 ; 59) .-- BOD 版 .-- ISBN 978-626-

96349-4-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  

陰陽眼大夫 / 陳碏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古靈精怪 ; 5) .-- 

ISBN 978-986-5581-74-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  

臺南市兒童文學創作專輯 : 小黑琵. 

第 12 輯 / 鄭新輝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 11109 .-- 2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48-7 (平裝) 

NT$108 普遍級  

 863.593  

大人山下跌倒 / 王文華文 ; 徐至宏

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144 面; 22 公

分 .-- (可能小學的愛臺灣任務 ; 4)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40-3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少年祕密偵探史密斯 : 消失的富翁 / 

陳奕旭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廖芸

卉, 11110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596-9 (平裝) NT$168 普

遍級  

 863.596  

木馬屠城記 / 希臘神話原著 ; 管家琪

改寫 ; 蔡豫寧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48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

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

338-532-5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96  

仙靈探魔境 / 劉思源作 ; 李憶婷繪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奇想聊齋 ; 3) .-- ISBN 978-626-305-

33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加油!二號龍舟 / 陳啟淦著 .-- 雲林縣

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11 .-- 1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750-78-2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半個老大 / 王文華作 ; 王秋香繪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5-336-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快跑,騰雲妖馬來了 / 王文華文 ; 徐至

宏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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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44 面; 22 公

分 .-- (可能小學的愛臺灣任務 ; 3) .-- 

ISBN 978-626-305-339-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96  

狐狸一族心探險. 2 : 誰是第一名? / 

王淑芬文 ; 蔡豫寧圖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01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42-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真假荷蘭公主 / 王文華文 ; 徐至宏

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152 面; 22 公

分 .-- (可能小學的愛臺灣任務 ; 1)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37-3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跟古人學智慧 : <<智囊>>故事選集 / 

謝武彰著 ; 顏銘儀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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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小麥

田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83-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63.596  

鄭荷大戰 / 王文華文 ; 徐至宏圖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144 面; 22 公分 .-- (可

能小學的愛臺灣任務 ; 2)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305-338-0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96  

小動物兒歌集 / 林良著 ; 鄭明進繪 .-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48 面; 21X23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32-5 (精裝) 

普遍級  

 863.598  

在睡覺的地瓜 : Funspace 孩子們的童

詩集 / 謝鴻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10 .-- 168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433-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8  

Black & white / 美育研發部著作.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美育旺旺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626-95164-5-

2 (精裝) NT$1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八斗秘境 : 基隆市一區一特色學校

主題兒童遊戲場 / 尹誠文 ; 蔣文琴

圖 .-- 基隆市 :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國

民小學, 11111 .-- 32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17-40-6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99  

十四歲的生日禮物 / 吳爾祜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

館, 11109 .-- 44 面; 30 公分 .-- (南海藝

教叢書 ; 188)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45-028-8 (平裝) NT$395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小灰狐 = The little grey fox / 劉泓君作 ; 

AlinaGraphicArt 插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勁旺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1110 .-

- 54 面; 22X22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0383-3-1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9  

小雨怪 / 劉嘉路文 ; 湯瑪士.瑞杰可

(Tomáš Řízek)圖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捷克商

麋鹿多媒體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18-92-2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小飛馬 / 文婷圖.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婷, 11111 .-- 36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15-7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99  

小紙船看海 / 林良著 ; 鄭明進繪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48 面; 21X23 公分 .-

- ISBN 978-957-08-6533-2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布朗克 : 巨大南瓜怪現身 / 妙蒜小農

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4 面; 23X23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

06949-7-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交換一天 = Let's swap for a day / 廖書

荻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7-79-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回家 / 劉奕希圖 ; Ivy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

司, 11109 .-- 32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557-1-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9  

成功協奏曲 : 基隆市一區一特色學

校主題兒童遊戲場紀念繪本 / 尹誠, 

黃瑋臻文 ; 朱源清圖 .-- 基隆市 : 基

隆市仁愛區成功國民小學, 11109 .-- 

20 面; 18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17-38-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99  

池府千歲,好神!之冬至送火王 / 張淑

賢作 ; 呂孟儒, 余珈澂, 李怡姿, 吳子

妍繪 .-- 臺南市 : 臺南市將軍區苓子

寮保濟宮, 11112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049-1-4 ( 精 裝 ) 

NT$420 普遍級  

 863.599  

我只撿一個 / 林千鈺文 ; 森酪梨圖 .-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1X2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

102-6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杜杜先生在哪裡? = Where is Mr.Dodo? 

/ Alice Coc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柯

秋逸, 11109 .-- 46 面; 21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519-8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626-01-0520-4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863.599  

沒有臉的人 / 林子毓圖.文 .-- 初版 .-- 

臺 北 市  :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 

11109 .-- 40 面; 21X28 公分 .-- (南海

藝教叢書 ; 189)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45-029-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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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什麼天氣 / 王元容文 ; 赤川明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32 面; 20X21 公分 .-- (自

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49-4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阿紅要搬家 / 何佳芬文 ; 何文瑩圖 .-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4 面; 15X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54-8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阿莉的尾巴 / 何佳芬文 ; 吳嘉鴻圖 .-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0X21 公分 .-- (自然

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50-0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信箱裡的小紙條 / 王元容文 ; 朱朱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3-55-5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保庇保庇,魔鬼來了! / 鐘穎作 ; 莊予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4 面; 23X25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80-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是誰拿走了蜂蜜 / 王元容文 ; 黃麗珍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32 面; 20X21 公分 .-- (自

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51-7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哥哥!請多指教 / 蔡永盛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1109 .-- 28 面; 30 公分 .-- (南海藝教

叢書 ; 187)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45-027-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粉粉的約定 / 何映萱圖 ; 葉人瑋文 .-

- 初版 .-- 苗栗縣大湖鄉 : 財團法人十

呆環境保護基金會, 11109 .-- 24 面; 30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626-

96587-1-8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第一次大發脾氣 / 沙永玲文 ; 張麗真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6 公

分 .-- (小魯成長繪本) .-- ISBN 978-

957-490-607-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貨櫃城堡 : 基隆市一區一特色學校

主題兒童遊戲場繪本 / 尹誠文 ; 李芸

禎圖 .-- 基隆市 : 基隆市中山區仙洞

國民小學, 11111 .-- 19 面; 21X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17-

43-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軟絲樂園 : 基隆市一區一特色學校

主題兒童遊戲場繪本 / 尹誠文 ; 呂春

美圖 .-- 第 2 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暖

暖區暖西國民小學, 11111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7-39-

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愛吹氣的阿郎 / 王元容文 ; 卓昆峰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32 面; 20X21 公分 .-- (自

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52-4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愛講話的多多 / 王元容文 ; 巫筱芳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32 面; 20X21 公分 .-- (自

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53-1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當 我 們 同 在 一 起  = Unser zweites 

Leben = Our second life / 張明慧文 ; 莊

淑雅繪 .-- 初版 .-- 花蓮市 : 無尾熊顧

問有限公司, 11110 .-- 36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623-0-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當我們同在疫起 / 劉青玲文 ; 謝宜珊

圖 .-- 初版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服務

學習發展中心, 11109 .-- 26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031-

3-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嗶波與可麗 = Bebo & Keli / 廖嘉文文.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

教育館, 11109 .-- 40 面; 21X30 公分 .-

- (南海藝教叢書 ; 190)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45-030-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福爾摩沙陌生文明的近距離接觸 = 

A close encounter with an unfamiliar 

civilization in Formosa / 陳慶坤文.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陳慶坤, 11112 .-- 60

面; 21X24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19-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863.599  

綠光森林 : 基隆市一區一特色學校

主題兒童遊戲場繪本 / 尹誠文 ; 簡名

辰圖 .-- 第 1 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信

義區深美國民小學, 11111 .-- 17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417-44-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蜻春蜓園 : 基隆市一區一特色學校

主題兒童遊戲場繪本 / 尹誠故事原

創.插圖繪製 .-- 基隆市 : 基隆市安樂

區長樂國民小學,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7-37-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蔬菜還是水果 / 王元容文 ; 林傳宗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32 面; 20X21 公分 .-- (自

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48-7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誰來玩躲貓貓? / 湯姆牛文.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5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855-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變成恐龍 / 張睿恆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1109 .-

- 32 面; 21X30 公分 .-- (南海藝教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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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186)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345-026-4 (平裝) NT$285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客家 101 童謠 / 劉芳郁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劉芳郁出版 ; 臺北市 : 臺

北市客家文化協會發行, 11110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17-

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7598  

瓦歷斯.諾幹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孫大川(paelabang danapan), 浦忠成

(pasuya poiconx), 陳敬介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9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52-2-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文學 2.CST: 臺灣原住民

族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文集  

863.82  

柏楞 = Pelenge / Bikare 凃郡曜, Zipulu

邱馨慧, Paelrese 柯瑜萱, Muni 杜羽諾, 

Cegaw 賴奕勳, Arwai 宋以琳圖.文 .-- 

屏東縣霧臺鄉 :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

國民小學,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中文、魯凱語對照 .-- ISBN 978-626-

7117-60-6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859  

西洋文學 

憾 母 勒  / 莎 氏 筆 雅 (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 蕭文乾中譯 .-- 臺

北市 : 實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臺灣雙母語學殿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504-0-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873.43357  

冰裡的女孩 / 羅柏特.布林澤作 ; 趙丕

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ella ; 143) .-- ISBN 978-

957-741-596-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3.57  

客製化自殺 / 約翰.馬爾斯作 ; 陳岳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39) .-- ISBN 978-

957-741-592-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3.57  

格理弗遊記 : Gulliver's travels / 綏夫

特(Jonathan Swift)著 ; 單德興譯注 .-- 

四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672 面; 21 公分 .-

- ( 聯 經 經 典 ) .-- ISBN 978-957-08-

6567-7 (精裝) NT$780 普遍級  

 873.57  

無名的裘德  / 湯瑪斯 .哈代(Thomas 

Hardy)著 ; 陳錦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496 面; 21 公分 .-- (商周經典

名著 ; 71) .-- ISBN 978-626-318-446-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73.57  

燈塔行  / 維吉尼亞 .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 ; 宋德明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48 面; 21 公分 .-- (不朽

Classic) .-- 出版 91 周年典藏紀念版 .-

- ISBN 978-957-08-6568-4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73.57  

SOS 公主出任務. 7, 拯救雨林猴子 /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 陳子

萱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136 面; 21 公

分 .-- (Much 讀本 ; 98) .-- ISBN 978-

957-521-587-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73.596  

中間人 / 柯斯蒂.阿普鮑姆作 ; 林靜華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小魯大獎小說 ; BSP876) .-- 

ISBN 978-626-7177-70-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96  

快樂王子 : 王爾德世紀末唯美主義

童話代表作 /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作 ; 顏湘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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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144 面; 19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384-795-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6  

柳林中的風聲  / 肯尼斯 .格雷厄姆

(Kenneth Grahame)著 ; 亞瑟 .拉克姆

(Arthur Rackham), 曾銘祥繪 ; 謝世堅

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360 面; 21 公分 .-- (愛

藏本 ; 115) .-- 中英雙語典藏版 .-- 

ISBN 978-626-320-252-8 ( 精 裝 ) 

NT$330 普遍級  

 873.596  

童話夢工場 : 快樂王子與燕燕公主 / 

王爾德原著 ; 耿啟文作 ; 貓十字繪 .-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192 面; 20 公分 .-- (童

話夢工場 ; 16)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589-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聰明的波麗和大野狼 / 凱薩琳.史都

文 ; 黃淑華繪 ; 吳宜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84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338-529-5 (平裝) 

NT$230 普遍級  

 873.596  

叩叩叩,是誰呀? / 莎莉.葛林德列文 ; 

安東尼.布朗圖 ; 侯秋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7-80-8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奶奶的花園 / 彤恩.凱西(Dawn Casey)

文  ; 潔 西 卡 . 寇 特 妮 . 堤 可 (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5X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53-

056-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9  

巫婆阿妮上太空  / 韋樂莉 .湯瑪士

(Valery Thomas)文 ; 柯奇.保羅(Korky 

Paul)圖 ; 吳其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2 面; 22X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615-8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我女兒 / 安東尼布朗文.圖 ; 何儀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31-0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我媽媽 / 安東尼布朗文.圖 ; 何儀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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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30-3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倉鼠賽跑 / Kim Hillyard 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10 .-- 4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7051-75-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海邊的麵包師傅  / 寶拉.懷特(Paula 

White)文.圖 ; 王奕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70-98-9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追逐太陽的小鹿 / 喬安娜.麥克倫尼

(Joanna McInerney) 文  ; 光 & 蓮

(Quang&Lien)圖 ; 黃婷涵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48 面; 32 公分 .-- ISBN 978-

626-96287-5-9 (精裝) 普遍級  

 873.599  

淹水了,怎麼辦? / 瑪麗安荷.伊勒斯崔

霍 (Mariajo Illustrajo)文 .圖  ; 黃迺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762-746-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9  

聖誕老爸 / 雷蒙布里斯文.圖 ; 洪妤靜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626-7180-29-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夜空穿透傷 / 王鷗行著 ; 何穎怡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52 面; 21 公

分 .-- (藍小說 ; 331) .-- ISBN 978-626-

335-961-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4.51  

八 百 萬 種 死 法  / 勞 倫 斯 . 卜 洛 克

(Lawrence Block)著 ; 易萃雯譯 .-- 六

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1 .-- 416 面; 21 公

分 .-- (馬修.史卡德系列 ; 5) .-- ISBN 

978-626-315-196-3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874.57  

不明嫌犯 / 梅格.嘉德納作 ; 尤傳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ella ; 142) .-- ISBN 978-957-

741-594-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失蹤人口 / 麗莎.格雷作 ; 顏湘如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分 .-

- (Storytella ; 140) .-- ISBN 978-957-

741-591-2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74.57  

*我要對另一個世界的你說再見 / 達

斯汀.邵(Dustin Thao)著 ; 陳思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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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272 面; 21 公分 .-- (文學新象 ; 297) .-

- ISBN 978-986-506-535-5 (平裝) 普遍

級  

 874.57  

奇蹟潛水艇 / 金恩姬作 ; 顏湘如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分 .-

- (Storyella ; 141) .-- ISBN 978-957-741-

595-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波士頓人 /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作 ; 柯宗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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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560 面; 21 公分 .-- (Great! ; 

57) .-- ISBN 978-626-310-328-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74.57  

阿 基 里 斯 之 歌  / 瑪 德 琳 . 米 勒

(Madeline Miller)作 ; 黃煜文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Echo ; MO0027X) .-- ISBN 

978-626-7156-32-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74.57  

紅眼睛的山姆 / 羅伯.杜格尼作 ; 陳岳

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9 .-- 464 面; 21

公分 .-- (Growing ; 24) .-- ISBN 978-

957-741-589-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家園 : 基列系列第二部 / 瑪莉蓮.羅賓

遜 (Marilynne Robinson) 作  ; 姬 建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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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160) .-- ISBN 

978-626-314-309-8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874.57  

酒 店 關 門 之 後  / 勞 倫 斯 . 卜 洛 克

(Lawrence Block)著 ; 王凌霄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1 .-- 368 面; 21 公

分 .-- (馬修.史卡德系列 ; 6) .-- ISBN 

978-626-315-197-0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874.57  

傑克 : 基列系列第四部 / 瑪莉蓮.羅賓

遜 (Marilynne Robinson) 作  ; 姬 健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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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44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162) .-- ISBN 

978-626-314-311-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74.57  

惡警 / 唐.溫斯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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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orytella ; 138) .-- ISBN 978-957-741-

588-2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74.57  

萊拉 : 基列系列第三部 / 瑪莉蓮.羅賓

遜 (Marilynne Robinson) 作  ; 姬 健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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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161) .-- ISBN 

978-626-314-310-4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1, 來勢洶洶 / 賈德諾

(Erle Stanley Gardner)著 ; 周辛南譯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49-9 (平裝) NT$24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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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2, 險中取勝 / 賈德諾

(Erle Stanley Gardner)著 ; 周辛南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3-52-9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874.57  

解鎖師 / 史蒂夫.漢密頓作 ; 周倩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44) .-- ISBN 978-

957-741-597-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疑雲重重 / 喬瑟夫.芬德作 ; 宋瑛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40) .-- ISBN 978-

957-741-593-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遺愛基列 : 基列系列第一部 / 瑪莉蓮.

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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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159) .-- ISBN 

978-626-314-308-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74.57  

勸 誘 之 邦  / 喬 治 . 桑 德 斯 (George 

Saunders)著 ; 宋瑛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64 面; 21 公分 .-- (大

師名作 ; 330) .-- ISBN 978-626-335-

998-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4.57  

小婦人  / 露意莎 .梅 .艾考特(Louisa 

May Alcott)著 ; 張琰譯 .-- 二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60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110) .-- 中

英雙語典藏版 .-- ISBN 978-626-320-

276-4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74.59  

我的阿富汗筆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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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32 面; 21 公分 .-- 

(安德魯.克萊門斯 ; 9) .-- ISBN 978-

957-32-9790-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  

奇蹟麵包店 / 譚雅.葛雷諾著 ; 趙映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40-0 (平裝) 普遍

級  

 874.59  

繼承遊戲. 2 : 繼承之戰 / 珍妮佛.琳.

巴恩斯(Jennifer Lynn Barnes)著 ; 郭庭

瑄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945-4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74.59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6, 星際終局之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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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故事++) .-- ISBN 978-

626-314-28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神奇樹屋. 特別篇. 3, 羅馬皇帝的智

慧  / 瑪 麗 . 波 . 奧 斯 本 (Mary Pope 

Osborne)文 ; 吳健豐圖 ; 蔡冠群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525-854-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鯨魚少年之歌 : <<手斧男孩>>作者

最後的冒險故事  / 蓋瑞 .伯森(Gary 

Paulsen)作 ; 蕭寶森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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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208 面; 20 公分 .-- (故事盒

子 ; 69) .-- ISBN 978-986-384-796-0 (平

裝) NT$330 普遍級  

 874.596  

小美人魚 : 聖誕尋寶遊戲 / 麗莎.安.

瑪索利(Lisa Ann Marsoli)文 ; 迪士尼

繪本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圖 ; 曾秀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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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聖

誕 系 列 ) .-- ISBN 978-626-7051-82-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公主與青蛙 : 魔法盛宴 / 麗莎.安.瑪

索利(Lisa Ann Marsoli)文 ; 迪士尼繪

本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圖 ; 

曾秀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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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32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聖

誕 系 列 ) .-- ISBN 978-626-7051-86-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冰雪奇緣 : 安娜、艾莎和迷人的假

期 / 梅雷迪思.魯蘇(Meredith Rusu)文 ; 

娜塔娜.埃里卡(Nathanna Érica)圖 ; 朱

崇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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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32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聖誕系

列) .-- ISBN 978-626-7051-87-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冰雪奇緣 : 雪寶的平安夜 / 潔西卡.朱

里爾斯著 ; 奧里加.摩斯瑰達繪 ; 朱崇

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11 .-- 32

面; 25X25 公分 .-- (迪士尼聖誕系

列) .-- ISBN 978-626-7051-81-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灰姑娘 : 完美聖誕派對 / 麗莎.安.瑪

索利(Lisa Ann Marsoli)文 ; 迪士尼繪

本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圖 ; 

曾秀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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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24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聖

誕 系 列 ) .-- ISBN 978-626-7051-84-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走 進 自 然 裡  / 黛 博 拉 . 安 德 伍 德

(Deborah Underwood)作 ; 辛蒂 .德比

(Cindy Derby)繪 ; 游珮芸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 面; 22X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

837-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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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的魔幻電梯 / 明.勒(Minh Lê)著 ; 

丹.桑塔(Dan Santat)繪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56 面; 28

公分 .-- (小麥田繪本館) .-- ISBN 978-

626-7000-84-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74.599  

怎麼感覺怪怪的? / 喬里 .約翰(Jory 

John)作 ; 艾琳.克蘭(Erin Kraan)繪 ; 李

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617-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美女與野獸 : 給阿齊的聖誕禮物 / 黛

娜.彌道頓(Dana Middleton)文字 ; 迪

士尼繪本藝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 曾秀鈴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小光點, 11111 .-- 32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聖誕系列) .-- ISBN 978-626-

7051-77-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迪士尼公主 : 聖誕倒數十二天 / 荷莉.

萊斯著 ; 約翰.巴傑繪 ; 朱崇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11 .-- 24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聖誕系列) .-- ISBN 

978-626-7051-79-5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迪士尼反派 : 反派想毀掉聖誕節 / 瑟

瑞娜.瓦倫汀諾著 ; 周喬伊繪 ; 朱崇旻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11 .-- 32 面; 

25X25 公分 .-- (迪士尼聖誕系列) .-- 

ISBN 978-626-7051-83-2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瓶 中 船  / 安 德 魯 . 普 拉 欣 (Andrew 

Prahin)文.圖 ; 柯倩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110 .-

- 40 面; 22X24 公分 .-- (繪本夏令營 ; 

3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480-

0-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愛麗絲 : 給紅皇后的禮物 / 崔西.維斯

特著 ; 迪士尼繪本團隊繪 ; 朱崇旻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11 .-- 24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聖誕系列) .-- ISBN 

978-626-7051-80-1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睡美人 : 歐羅拉的假期 / 麗莎.安.瑪

索利(Lisa Ann Marsoli)文 ; 迪士尼繪

本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圖 ; 

曾秀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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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32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聖

誕 系 列 ) .-- ISBN 978-626-7051-85-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蜘蛛人與他的神奇朋友們 : 蜘蛛小

隊過聖誕! / 迪士尼 Disney Books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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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38-609-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壞種子愛上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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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80-33-4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妲莉與坦克 / 傑.弗雷克(Jay Fleck)文.

圖 ; 海狗房東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48 面; 23X23 公分 .-- (繪本 ; 30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28-1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蘋果樹小女巫 : 農場的假期 / 薩比娜.

斯塔丁(Sabine Städing)文 ; 薩賓娜.比

希納(SaBine Büchner)圖 ; 莊亦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6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762-748-3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75.596  

牆 : 沙特短篇小說 / 沙特(Jean-Paul 

Sartre)著 ; 周桂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18-430-5 (精裝) NT$460 普遍級  

 876.57  

怪盜亞森.羅蘋. 4, 水晶瓶塞 / 莫理斯.

盧布朗作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 (經典名著 ; 16) .-- ISBN 978-626-

95934-5-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76.596  

薛西弗斯神話 /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著 ; 袁筱一譯 .-- 1 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03-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76.6  

大人的謊言生活  / 艾琳娜 .斐蘭德

(Elena Ferrante)著 ; 倪安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0 公分 .-- 

(to ; 132) .-- ISBN 978-626-7206-14-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7.57  

魔 鬼 峰 少 年  / 朱 瑟 培 . 費 思 達

(Giuseppe Festa)著 ; 倪安宇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7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7.59  

想哭就哭成一座噴水池 / 諾耶蜜.沃

拉文.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62-1 (精裝)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7.599  

白國王 : 紅皇后. 三部曲 / 胡安.高美

(Juan Gómez-Jurado)作 ; 謝琬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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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599-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8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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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只是個小不點 / 

凡妮莎.馬丁尼茲(Vanesa Martínez)作 ; 

薇芙.坎貝兒(Viv Campbell)繪 ; 黃筱

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618-9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78.599  

男孩?女孩? / 喬安娜.艾斯特拉著.繪 ; 

李家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957-08-6530-

1 (精裝) 普遍級  

 879.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看不見的訪客 / 瑪麗亞.格里珀(Maria 

Gripe)作 ; 任溶溶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青春悅讀

Bridge) .-- ISBN 978-986-338-530-1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881.359  

騎鵝歷險記 / 塞爾瑪.拉格洛夫作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 160 面; 23 公分 .-- (精典世界名著 ; 

43) .-- ISBN 978-626-95729-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81.3596  

給父親的一封信  / 法蘭茲 .卡夫卡

(Franz Kafka)著 ; 禤素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20) .-- ISBN 978-986-406-32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82.46  

烏克蘭的眼淚 : 一位母親的戰時日

記  / 奧 爾 加 . 格 里 班 尼 克 (Olga 

Grebennik)著 ; 丁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 144 面; 19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50 種)(非小說文叢 ; 48) .-- ISBN 

978-957-33-3944-1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83.86  

相愛或是相守  / 艾莉絲 .孟若(Alice 

Munro)著 ; 王敏雯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木馬

文學) .-- ISBN 978-626-314-276-3 (平

裝) 普遍級  

 885.357  

通緝!動物王國裡的頭號要犯 / 海瑟.

特卡維克(Heather Tekavec)文 ; 蘇珊.

巴托利(Susan Batori)圖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32 面; 25X26 公分 .-- 

(迷繪本 ; 120)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588-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85.3596  

微物的情歌 : 塔布拉答俳句與圖象

詩集 / 塔布拉答(José Juan Tablada)著 ; 

陳黎, 張芬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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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19 公

分 .-- (白盒子 ; 1) .-- ISBN 978-626-

96474-7-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85.451  

謊 言 誕 生 的 房 間  / 邁 可 . 洛 勃 森

(Michael Robotham)著 ; 江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1 .-- 432 面; 21 公

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92) .-- ISBN 

978-626-315-205-2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887.157  

新聞學 

電視與新媒體新聞製作實務 / 許志

明, 沈建宏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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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視新聞 2.CST: 新聞報導 

3.CST: 媒體  897.5  

藝術類 

總論 

藝術這樣看 / 莎拉.霍爾(Sarah Hull)

著 ; 張茂芸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5-856-6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藝術哲學 2.CST: 藝術欣賞 

3.CST: 通俗作品  901  

一幅畫看世界 / 高畑勳著 ; 陳令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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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馬藝術) .-- ISBN 978-

626-314-288-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藝術評論  901.2  

「百繪詩采 再現容顏」新竹公會堂

開幕展 : 林耀堂 X 翁金珠 X 謝嘉亨 / 

林耀堂, 翁金珠, 謝嘉亨[作] .-- 初版 .-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 

11110 .-- 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68-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五橘宮沿革誌 .-- 初版 .-- 臺北市 : 黃

舜廷, 11111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01-0595-2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南投縣美術家聯展專輯. 2022 / 林榮

森總編輯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

化局, 11111 .-- 180 面; 25X26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52) .-- ISBN 

978-986-5471-1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南美展 : 第七十屆南美展特展專輯 = 

2022 Tainan Fine Arts Association 7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 侯美雲主編 .-

- 臺南市  : 社團法人臺灣南美會 , 

11110 .-- 32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5646-4-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埔鹽鄉藝術家聯展專輯. 第二十屆 / 

施宗榮總編輯 .-- 初版 .-- 彰化縣埔鹽

鄉 :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11110 .-- 7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3-

91-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神紋樣 : 廖慶章 X 蘇小夢雙個展 = 

Cosmos and its patterns : a duo exhibition 

by Chin-Chang Liao & Hsiao-Meng Su / 

龔卓軍主編 .-- 2 版 .-- 臺南市 : 臺南

市政府文化局, 11109 .-- 12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40-1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無明 = Realities of ignorance / 黃翔總

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財團

法人毓繡文化基金會, 11109 .-- 16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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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44-9-3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 南 美 展 . 2022 = Tainan Fine Arts 

Exhibition / 陳修程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0 .-

- 16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0701-49-4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美術班

學生作品專輯. 34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 11109 .-

- 11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27-96-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磺溪美展. 第 23 屆 = 23rd Huang Si Art 

Exhibition / 張雀芬總編輯  .-- 第一

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10 .-

- 21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73-90-7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提姆波頓異想世界 : 展覽手冊 = The 

world of Tim Burton / 麥若愚專文撰

寫 .-- 臺北市 : 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715-3-1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3.CST: 藝

術展覽 4.CST: 手冊  902.52  

藝想起飛 X 菁采絕倫 : 教育部 110 年

度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學

習實錄 = Plenty more : exploring design 

with possibilities & more / 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編輯 .-- 一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出版 : 高等教

育司發行, 11111 .-- 13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39-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人才 3.CST: 

培養  903  

藝術史的一千零一夜  / 麥可 .博德

(Michael Bird)著 ; 蘇威任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4-48-9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通俗作品  

909  

共構記憶 : 臺府展中的臺灣美術史

建構 = Co-memory :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 art history in Taiten and Futen / 

賴明珠, 邱琳婷, 謝世英, 施慧明, 孫

淳美 , 徐婉禎 , 瑪達蓮娜 .克羅迪傑

(Magdalena Kolodziej), 盧茱妮雅(Roh 

Junia), 兒島薰, 金正善, 鈴木惠可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11 .-- 3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59-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文集 3.CST: 臺

灣  909.33  

前沿與邊緣 : 1980 年代臺灣藝術當

代性探討 = Frontiers and peripheries : 

exploring the contemporaneity of 

Taiwanese art in the 1980s / 王品驊, 張

乃文, 張晴文, 許遠達, 陳永賢, 楊子

強, 陳譽仁, 簡子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11 .-- 28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60-9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現代藝術 

3.CST: 臺灣  909.33  

流變的展覽 : 北縣美展與前衛實驗

1992-1997 = Exhibition in becoming : 

Taipei County art exhibition and 

experimental art, 1992-1997 / 蔣伯欣主

編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

北市美術館籌備處, 11111 .-- 360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135-43-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藝術展覽 

3.CST: 現代藝術 4.CST: 藝術評論  

909.33  

西洋美學與繪畫藝術史 = Art history 

on western aesthetics and painting / 劉秋

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73-9-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繪畫史 3.CST: 

西洋美學 4.CST: 藝術評論  909.4  

睜開眼的祈禱 : 從文藝復興與巴洛

克大師名作,看見藝術中的神聖寓意

與象徵 / 羅頌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

構,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27-612-4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宗教藝術 

3.CST: 基督教  909.4  

春天終將來臨 : 大衛.霍克尼在諾曼

地 / 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 馬

丁.蓋福特(Martin Gayford)作 ; 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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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448-1 (精

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霍克尼(Hockney, David) 

2.CST: 藝術家 3.CST: 自然美學 

4.CST: 英國  909.941  

音樂 

音樂創作報告 / 謝宗仁著 .-- 初版 .-- 

員林市 : 謝宗仁, 111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0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現代音樂 2.CST: 音樂創作 

3.CST: 樂曲分析  910  

村上私藏 : 懷舊美好的古典樂唱片 / 

村上春樹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3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3-033-1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古典樂派 2.CST: 音樂欣賞 

3.CST: 唱片  910.38  

無法複製的美好 : 聽音樂找快樂 / 毛

昭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毛昭綱, 

1111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26-3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音樂欣賞  910.38  

音樂藝術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2022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n 

musical arts and pedagogy / 何育真, 紀

雅真, 鄭愷雯, 蘇筠涵, 曾怡蓉, 周久

渝, 蔡佳璇, 蔡永凱, 葉乃菁著 ; 黃勤

恩主編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

大學, 11109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9-9-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音樂 2.CST: 文集  910.7  

偉大作曲家群像 : 德弗札克 / 尼爾.巴

特沃斯著 ; 郭思蔚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17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77-

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德弗札克(Dvorak, Antonin, 

1841-1904) 2.CST: 音樂家 3.CST: 傳

記 4.CST: 捷克  910.99443  

重返 61 號公路 : 巴布.狄倫巔峰之作

全 解 析  / 馬 克 . 波 里 佐 提 (Mark 

Polizzotti)著 ; 李函譯 .-- 新北市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潮浪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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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327-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狄倫(Dylan, Bob, 1941- ) 

2.CST: 搖滾樂 3.CST: 樂評  

910.9952  

波昂東亞研究院臺灣音樂館藏. vol.4 : 

聽見 1967 : 寒溪村泰雅族 = Ostasien-

Institut e.V. Bonn collection of Taiwan 

music vol.4 : hearing 1967-Stacis Village, 

Atayal / 呂鈺秀, 廖英杰, 余錦福, 黃志

堅文稿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11109 .-- 100 面; 14X14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65-8 (精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民謠 2.CST: 原住民族音樂 

3.CST: 臺灣原住民族  913.533  

歌頌山林 吟唱歷史 : 屏東縣原住民

族傳統歌謠 : 兒歌 / 周明傑作 .-- 屏

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9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63-7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歌謠 2.CST: 原住民族音樂 

3.CST: 屏東縣  913.533  

歌頌山林 吟唱歷史 : 屏東縣原住民

族傳統歌謠 : 勇士之歌 / 周明傑作 .-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9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64-

4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歌謠 2.CST: 原住民族音樂 

3.CST: 屏東縣  913.533  

歌頌山林 吟唱歷史 : 屏東縣原住民

族傳統歌謠 : 情歌 / 周明傑作 .-- 屏

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9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65-1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歌謠 2.CST: 原住民族音樂 

3.CST: 屏東縣  913.533  

歌頌山林 吟唱歷史 : 屏東縣原住民

族傳統歌謠 : 結婚歌 / 周明傑作 .-- 屏

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9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66-8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歌謠 2.CST: 原住民族音樂 

3.CST: 屏東縣  913.533  

大家來吟詩 : 臺灣傳統吟詩入門 / 陳

茂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351-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詩文吟唱 2.CST: 臺語  

915.18  

Master solo secret : master bass solo 

transcribe & analysis / 蘇庭毅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89-28-3 (平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撥絃樂器 2.CST: 演奏  

916.6904  

建築 

現 代 建 築 史  =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 王受之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10 .-- 10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82-306-

4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史 2.CST: 現代建築  

920.9  

99%隱形的城市日常設計 / 羅曼.馬

斯 (Roman Mars), 柯特 .科爾斯泰特

(Kurt Kohlstedt)作 ; 高霈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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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地球觀) .-- ISBN 978-986-384-792-2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都市建

築 3.CST: 公共建築 4.CST: 基礎工程  

921  

孤獨島嶼 : 自然人之島 = Monologue 

of isle : naturalized island / 龔愛崴著 .-

- 初版 .-- 桃園市 : 陳英峯出版 : 陳英

峯建築師事務所發行, 11109 .-- 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64-8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空間設

計  921  

孤獨島嶼 : 情愛之島 = Monologue of 

isle : affection island / 詹寓凱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陳英峯出版 : 陳英峯

建築研究室發行, 11109 .-- 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65-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空間設

計  921  

傳統建築稿畫差異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111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574-

7 (精裝) NT$400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裝飾藝術  

921  

傳統建築臺灣導論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1111 .-- 6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573-

0 (精裝) NT$600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裝飾藝術 

3.CST: 臺灣  923.33  

臺灣古建築特色 = Features of classic 

Taiwanese architecture / 李乾朗著 .-- 臺

北市 : 國立歷史博物館, 11112 .-- 184

面; 26 公分 .-- (史博叢刊 ; 75) .-- ISBN 

978-986-532-669-2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臺灣  

923.33  

走讀六堆客家傳統建築 / 曾喜城著 .-

- 初版 .-- 屏東縣內埔鄉 : 屏東縣文化

資產維護學會, 11111 .-- 2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5022-8-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客家 4.CST: 屏東縣  

928.33/135  

島嶼之野 : 吳書原與太研十年地景

美學新時代 = Wild landscape of the 

island : 10 years of motif planning & 

design consultants / 詹偉雄, 黃映佳, 郭

慧文字 .-- 臺北市 : 一頁文化製作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96330-2-9 (平裝) 

NT$550 .-- ISBN 978-626-96330-3-6 (精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景觀工程設計 2.CST: 景觀藝

術 3.CST: 作品集  929  

雕塑 

東方羅丹 : 梁銓雕塑 / 陳彩雲總編

輯 .-- 臺中市 : 任漢平美術館, 11109 .-

- 1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1110-9-6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2  

*潤物細無聲  : 張子隆雕塑  = All 

things refined in silence : Chang Tzu-

Lung sculpture / 花蓮縣文化局編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文化局 , 

11109 .-- 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9-7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1 : 薪傳木

雕名家聯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

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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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70-

28-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烈焰中的修行者 : 蔡永武潑釉瓷版

藝術. II / 蔡永武創作 .-- 嘉義市 : 桃

城陶埕藝術工作室 : 西部菸酒有限

公司, 11109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20-1-6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陶瓷畫 

3.CST: 作品集  938  

斯土醉陶 : 2022 台南市陶藝學會會

員聯展專輯 / 王國雄等 98 位著 ; 范

仲德, 陶國隆總編輯 .-- 臺南市 : 台南

市陶藝學會, 11111 .-- 11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7361-2-1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書畫 

事物祖源 : 造物未說的秘密 / 王曉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

業網, 11111 .-- 544 面; 23 公分 .-- 簡

體字版 .-- ISBN 978-986-0762-37-2 (平

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圖像學 2.CST: 文物研究  

940.11  

游藝.逸遊 : 日本名畫家の世界 / 羅珮

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

版社, 11109 .-- 冊 .-- ISBN 978-986-

282-309-5 (第 1 冊:平裝) NT$580 .-- 

ISBN 978-986-282-310-1 (第 2 冊: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畫家 2.CST: 傳記 3.CST: 日本  

940.9931  

手完成的話 : 時局下的李石樵人物

畫 / 黃琪惠, 陳文恬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

金會, 11110 .-- 48 面; 21 公分 .-- (二二

八藝文系列. 他們的年代 ; 臺展 95) .-

- ISBN 978-626-95678-7-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李石樵 2.CST: 畫家 3.CST: 畫

論 4.CST: 臺灣傳記  940.9933  

鄭瓊娟 : 臺灣戰後第一代女畫家 = 

Chung-chuan Cheng : the generation of 

post-war female Taiwanese artist / 白雪

蘭作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化

局, 11111 .-- 19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091-41-8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鄭瓊娟 2.CST: 畫家 3.CST: 畫

冊 4.CST: 臺灣傳記  940.9933  

*狂筆.顛墨 : 徐永進贈藏特輯 = Mind 

& matter unleashed : donated artworks by 

Hsu Yung-Chin / 王麗娟總編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 

11109 .-- 2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48-4 (平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雨曼陀羅花 : 拾得 書.畫.印 / 釋拾得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長歌藝術傳播

有限公司, 11110 .-- 72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298-8-2 (精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篆刻 3.CST: 作品

集  941.5  

道法自然 景慕金門 : 李轂摩 82 書畫

展 / 李轂摩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

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96-5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依仁游藝 : 111 年新北市民公益書畫

展 / 徐秀娥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

市新莊書畫會, 11110 .-- 1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9841-7-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寫盡繁華 : 晚明文化人王世貞與他

的志業 = All that flourishes under the 

brush : the Late Ming culturati Wang 

Shizhen and his endeavors / 林麗江, 何

炎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

宮博物院, 11110 .-- 3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562-858-1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古器物 3.CST: 博

物館特展  941.6  

致虛守靜 : 楊旭堂北高雙城書藝展 .-

- 初版 .-- 臺北市 : 楊旭堂, 11110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83-

9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書齋涵晞 / 江明良編輯 .-- 新北市 : 江

明良出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筆墨有限

公司總經銷, 11110 .-- 240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16-4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華夏獎書法比賽優勝作品專輯 / 吳

真才總編輯 .-- 新北市 : 國家藝術聯

盟, 11109 .-- 5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12-5-3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緣旭書藝學會壬寅聯展作品集 / 何

林標執行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北市緣旭書藝學會, 11110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040-2-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墨香盈校園 / 游玉婷總編輯 .-- 桃園

市  : 游玉婷出版  : 塘潮書會發行 , 

111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82-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兒童鋼筆習字帖 : 成語選. 基礎篇 / 

大風文創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393-5-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943.97  

歐豪年動物畫特展集 / 李婉慧, 歐大

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

大學歐豪年美術館, 11109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26-9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動物畫 3.CST: 

畫冊  944.7  

江山如此多嬌 : 兩岸藝術家共繪雁

蕩山 / 王正典, 孫迪, 麻念台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藝術家協會, 

111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485-2-4 (精裝) NT$960 普遍級  

1.CST: 山水畫 2.CST: 水墨畫 3.CST: 

畫冊  945.5  

*百年風華 : 中華民國畫學會歷年金

爵獎得主暨會員聯展作品集 / 唐健

風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畫學會, 

11109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1474-7-8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5  

一代宗師 : 文人藝術家 : 曹緯初紀念

展 = Grandmaster : literati artist Tsao 

Wei-Chu memorial exhibition / 曹緯初

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09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28-4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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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生 幻 景  : 李 貞 慧 膠 彩 藝 術  = 

Floating fantasy / 李貞慧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111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37-6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膠彩畫 2.CST: 畫冊  945.6  

節氣 24 帖 : 疫情下的創作 / 李賢文

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雄獅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74-169-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劉墉 : 畫我童年 SdLiu Yong : painting 

my childhood / 劉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郭木生文教基金會 , 

11110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0663-7-2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臨界  : 黃碧惠當代水墨創作展  = 

Thresholds : Huang Pi-hui's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k-wash 

artworks .-- 初版 .-- 新北市 : 黃碧惠, 

11109 .-- 84 面; 29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62-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動物素描 / 傑克.漢姆(Jack Hamm)著 ; 

羅嵐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

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9 .-

- 1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80-

247-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動物畫 3.CST: 繪

畫技法  947.16  

速寫品味 = The taste of quick sketch / 

孫少英作 .-- 臺中市 : 盧安藝術文化

有限公司, 11110 .-- 124 面; 21X23 公

分 .-- ISBN 978-986-89268-8-2 (平裝) 

NT$108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繪畫技法  

947.16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最終研究 / 

コスミック出版編輯部作 ; 廖婉伶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93-4-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讀物研究  

947.41  

新手漫畫技法教程 : 零基礎漫古風

畫入門 / C.C 動漫社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

812-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1  

楓之谷大冒險 / 宋道樹作 ; 徐正銀繪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 ISBN 978-957-658-948-5 (第 33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debbyw∞ & Irene 的改變小行動日

曆 2023 / Debbyw∞, Irene 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756 面; 15 公分 .-- (catch ; 

289) .-- ISBN 978-626-7206-11-9 (平裝) 

NT$89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作品集  947.45  

illus+ / 劉亞涵, 吳亭諺, 游姿穎, 劉祥

蝶採訪撰稿 ; 黃昱禎, 吳亭諺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開翔國際展覽有限

公司, 11110 .-- 1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6658-0-8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插畫 2.CST: 作品集 3.CST: 博

覽會  947.45  

日本頂尖繪師 100 人. 2022 / Remi-Q, 

BNN 編 ;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

560-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找出插畫風格的關鍵 50 招 / 塞爾溫.

黎米(Selwyn Leamy)著 ; 蘇威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

4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從零創造 角色設計和表現的訣竅 / 

紅木春著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

41-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描繪逼真肉感角色!上色控的百科全

書. 女孩篇 / HJ 技法書編集部著 ; 邱

顯惠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62-42-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鉛筆 1 枝!繼續輕鬆畫插圖練習本 : 

人物表情和動作、服裝、動物等大

集合 / Nazomi Kudo 作 ; 黃姿頤翻譯 .-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62-43-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找尋詩書畫的樂趣 / 莊金聰著 .-- 高

雄市 : 莊金聰, 11110 .-- 16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01-0609-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書法 3.CST: 作品

集  947.5  

徐秀美 : 超越的奧秘 = May Hsu : the 

mystery of transcendence / 蕭瓊瑞, 鄭

家鐘, 王焜生, 徐秀美撰文 .-- 臺北市 : 

看見藝術工作室, 11110 .-- 136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96589-0-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3.CST: 畫論  

947.5  

寫生十載 人生風采 : 雲林縣寫生研

究會 10 週年紀念專輯 / 洪志嘉總編

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寫生研

究會, 11110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853-1-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寫生 2.CST: 繪畫 3.CST: 畫冊  

947.5  

熱帶天堂 重合視域 : 張新丕個展 = 

Tropical paradise-a vision coincidence : 

Chang Sin-Pi solo exhibition / 吳守哲總

編輯 .-- 高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

正修科技大學, 11110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42-3-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賢賢易色 = Surface beyond / 黃志超

(Dennis Hwang)作 .-- 臺北市 : 藝星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5686-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雕塑 3.CST: 作品

集  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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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鉛筆的上色實作課 : 一天一主題,

入門到進階!14 天對照式教學練習,

帶你快速學會筆觸應用 X 疊色混色

X 光影質感的繪師級技巧 / 渡邊芳子

著 .-- [臺北市] : 紙印良品出版社 , 

11110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367-4-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2  

我見 我思 我畫 : 林英宏首選水彩畫

冊 = The watercolor collection by Lin, 

Ying Hong .-- 新 北 市  : 林 英 宏 , 

11109 .-- 6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01-0566-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鄉野.藝境 : 賴鴻進水彩作品集 / 賴鴻

進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人字山莊, 

11110 .-- 6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33-0-9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行旅人生 : 梁家榮紀念畫冊 / 梁家榮

作 .-- [臺北市] : 黃瑞芬, 11111 .-- 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559-

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素描 3.CST: 畫冊  

948.5  

東禪韻.西勁道 : 廖本生油畫創作專

輯 / 廖本生創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

化生活美學館, 11110 .-- 6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667-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珍愛藝生 : 2022 吳綿珍個展 / 吳綿珍

作 .-- 臺中市 : 臺灣山二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518-1-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純屬虛構 : 曹文瑞個展 =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 : Wen Jui TSAO x 

GSA Gallery / 鄭世弘, 陶文岳, 曹文瑞

專文撰稿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璽藝

術事業有限公司 , 11109 .-- 96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751-3-

4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盡態.極姸 : 黃進龍個展 = Beauty in 

the extreme : Chin-Lung Huang solo 

exhibition / 黃進龍[作] .-- 臺北市 : 國

立國父紀念館, 11110 .-- 20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65-4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水彩畫 3.CST: 畫

冊  948.5  

藝海雁行 : 林天瑞.林勝雄兄弟情緣

紀念畫展 = Fly over the ocean of art / 

蔡獻友策展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

市政府文化局, 11110 .-- 1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171-1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水彩畫 3.CST: 畫

冊  948.5  

光影.瞬變 : 印象派藝術 / 邱艷翎撰

稿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800 面; 44

公分 .-- ISBN 978-626-95365-7-3 (精裝) 

NT$6990 普遍級  

1.CST: 印象主義 2.CST: 畫論 3.CST: 

畫家 4.CST: 藝術欣賞  949.53  

畫筆下的流動光影 : 印象派藝術 = 

Impressionist art / 邱艷翎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64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626-95365-8-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印象主義 2.CST: 畫論 3.CST: 

畫家 4.CST: 藝術欣賞  949.53  

攝影；電腦藝術 

攝影 : 感知與意識 / 楊椀爲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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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45-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  950  

藝術松. NO.3 : 關於 Web3 = ARThon. 

NO.3 : Web3-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 

毛鱷, 王柏偉, 王家薰, 王睿麒, 何明

諠, 吳礽瑜, 李佳霖, 李承錱, 官妍廷, 

邱誌勇, 施登騰, 洪譽豪, 胡育祥, 唐

瑄, 徐詩雨, 張白香(張顥馨), 郭佩奇, 

郭知藝, 陳禹先, 陳斌華, 黃大旺, 黃

文浩, 黃豆泥(黃彥霖), 鄧雯馨(海星

星)作 ; 陳禹先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數位藝術基金會出

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1 .-- 1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1977-5-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網路空間 

3.CST: 藝術評論 4.CST: 文集  

956.07  

臺北數位圖像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 : 

預 視 未 來  = The 2021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imation 

and New Media : envision the future / 張

維忠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 11109 .-- 21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41-17-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數位媒體 

3.CST: 電腦動畫 4.CST: 文集 5.CST: 

作品集  956.707  

台灣旅遊攝影學會三十週年慶暨國

際藝術年鑑 / 黃美莉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旅遊攝影學會, 11109 .-

- 13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84648-3-4 (精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風景攝影 2.CST: 攝影集  

957.2  

飛羽攝影. 3, 翼翔視界 / 謝正英編

著 .-- 基隆市 : 謝正英, 11112 .-- 12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589-1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鳥類 2.CST: 動物攝影 3.CST: 

攝影集  957.4  

HAO About Love : 石承鎬寫真書 / 石

承鎬文 ; 藍陳福堂攝影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1-99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人像攝影  

957.5  

西裝褲與菜瓜布 : 林佳龍寫真集 / 陳

建仲攝影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1 .-- 160 面; 20X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32-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5  

生命的寬度 = Broadness of life / 黃玉

成, 黃湘玲, 黃建興, 霍榮齡, 阮義忠

作 ; 阮義忠主編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宜蘭市公所, 11110 .-- 208 面; 

28 公分 .-- (阮義忠台灣故事館. 影像

文化資產叢刊 ; 5) .-- ISBN 978-986-

5418-9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再見府城 : 2014 年鯤鯓王臺南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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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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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216 面; 29X30 公分 .-- (南鯤

鯓文化叢書  ; 37) .-- ISBN 978-986-

91865-4-4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那一天 / 維利.羅尼斯著 ; 周明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智慧田 ; 

118) .-- ISBN 978-986-179-772-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國家重要民俗 : 南鯤鯓王爺進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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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 ISBN 978-986-91865-7-5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臺灣第一大醮 : 2014 年羅天大醮攝

影集 / 李國殿, 黃文博合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南鯤鯓代天府 , 11110 .-- 

冊 .-- (南鯤鯓文化叢書 ; 39) .-- ISBN 

978-986-91865-5-1 ( 第 1 冊 : 精 裝 ) 

NT$1600 .-- ISBN 978-986-91865-6-8 

(第 2 冊: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海峽兩岸攝影家攝影展. 2022 第四屆 

= The 4th cross-strait photographers 

exhibiting works in 2022 / 桃園觀光雜

誌社, 四川省旅遊協會合編 .-- 桃園

市 : 桃園觀光雜誌社, 11110 .-- 16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9919-2-

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  

既遠又近...... = Near & far... / 游本寬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游 本 寬 , 

11110 .-- 80 面; 23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97-6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逐光紀影 / 許義榮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160 面; 23 公分 .-- (Origin ; 

29) .-- ISBN 978-626-335-931-4 (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光,帶我走向遠方 / 李屏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3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739 種)(Forward ; 60) .-- ISBN 

978-626-7181-23-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李屏賓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攝影師  959.33  

工藝美術 

「再觀點」之視覺設計創作論述 = 

Re-view : a thesis on visual design / 林

育靚著 .-- 高雄市 : 林育靚, 11109 .-- 

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0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海報設計  

960  

臺灣原色-工藝之美 : 當代工藝展 = 

The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craft : by 

24 Taiwanese crafters / 沈培澤等 24 位

著 .-- 初版 .-- 彰化市 : 財團法人拓展

文教基金會, 11109 .-- 10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175-3-7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工藝美術 2.CST: 作品集  

960  

未來 X 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X design 2021 .-- 桃

園市 :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 11111 .-- 

635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796-7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文集  960.7  

作字作法 : 日本文字設計的思考與

過程 / グラフィック社編輯部編 ; 劉

京偉譯 .-- 臺北市 : 桑格文化有限公

司, 11110 .-- 17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7214-46-1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2.CST: 字體  962  

解剖設計配色 : 提供色彩靈感 X 激

發創意,350+日本當代人氣設計師海

報傳單作品集 / 櫻井輝子監修 ; 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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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859-1 (平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2.CST: 平面設計  

963  

How To 設計經典 : 設計大師麥可.貝

汝帶你用設計改變世界 / 麥可.貝汝

(Michael Bierut)著 ; 劉佳澐, 陳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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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5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318-438-

1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貝汝(Bierut, Michael.) 2.CST: 

平面設計 3.CST: 作品集  964  

文具控最愛の手工立體卡片 : 超簡

單!看圖就會作!祝福不打烊!萬用卡 x

生日卡 x 節慶卡自己一手搞定! / 鈴

木孝美著 ; 黃盈琪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

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80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19) .-- 

ISBN 978-957-9623-91-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工藝美術 2.CST: 設計  964  

品牌識別與設計 : 品牌塑造、個案

研究的設計師指南 / Catharine Slade-

Brooking 著 ; 張雅億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08-853-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品牌 2.CST: 商標設計 3.CST: 

個案研究  964  

傳統紋樣絕美配色圖典 / 紅糖美學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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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0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0-77-

9 (精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2.CST: 色彩學  

964  

*編排設計實驗室 : 教學策略創新及

應用 / 廖卿枝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11109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01-0-1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2.CST: 版面設計 

3.CST: 教學策略  964  

台灣時尚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22 : Fashion time / 陳怡君, 洪慶助主

編 .-- 臺南市 : 令和開發有限公司, 

111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707-1-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時尚 3.CST: 文集  

964.07  

好 LOGO 的設計法則 / 大衛.艾瑞

(David Airey)著 ; 吳莉君, 邱春煌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95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

46-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商標 2.CST: 標誌設計 3.CST: 

平面設計  964.3  

豐濱製造 : 原住民編織工藝師圖冊 / 

鄭立渝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縣豐濱

鄉 : 花蓮縣豐濱鄉公所, 11111 .-- 9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

76-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編織工藝 2.CST: 臺灣原住民 

3.CST: 花蓮縣豐濱鄉  966  

最新室內設計入行指導 : 圖解裝修

流程與工程實務  / 宮恩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428-0-9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967  

經典設計椅的解剖新書 : 看不見的

地方才是技術所在!藉由分解、剝除、

重組、替換,解析成為經典設計的理

由 / 西川栄明, 坂本茂著 ; 許郁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9-30-0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椅 2.CST: 家具設計  967.5  

*流光溢彩摩瑟夢. 2022 : 一場金風玉

露的水晶盛宴 = The dazzling Moser 

dream : a crystal feast of autumn light / 

稅素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裕生

活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05-7-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晶 2.CST: 藝術 3.CST: 作品

集 4.CST: 捷克  968  

凝藝流傳 : 桃園客家百工百業輯錄 / 

徐彩雲採訪撰文 .-- 桃園市 : 財團法

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11110 .-- 

21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8725-2-2 ( 精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350 普遍級  

1.CST: 民間工藝 2.CST: 傳統技藝 

3.CST: 客家 4.CST: 人物志 5.CST: 桃

園市  969  

精湛籐藝 : 程精鈞 / 葉國樑總編輯 .-

-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 11109 .-- 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9-32-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籐工 2.CST: 編織工藝 3.CST: 

作品集  969.7  

技藝 

庋藏晚清「玉成窑」文人壺 / 陳宗

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雪泥鴻爪

工作室, 11109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07-0-4 ( 平 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茶具 2.CST: 壺 3.CST: 蒐藏品 

4.CST: 圖錄  974.3  

在規劃與變化之間 : 編創與即興舞

蹈 / 古名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6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舞蹈創作 2.CST: 舞蹈美學 

3.CST: 文集  976.07  

COOL 獅頭 / 洪孟真文字 ; 洪孟芬繪

圖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雲林縣

虎尾鎮虎尾國民小學, 11109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76-8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舞獅 2.CST: 通俗作品  

976.27  

從舞開始 / 劉阿李編著 ; 巫秀千採訪

整理 .-- 桃園市 : 京兆企業社, 11110 .-

- 96 面 ;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0892-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舞蹈 2.CST: 舞蹈創作 3.CST: 

兒童  976.53  

自由之舞鄧肯 : 以復興為起點創新,

現代舞的奠基者 / 盧芷庭, 賴春紅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26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746-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鄧肯(Duncan, Isadora, 1877-

1927) 2.CST: 現代舞 3.CST: 舞蹈家 

4.CST: 傳記  976.9352  

戲劇 

向國家文化記憶庫取材 : 「地方教

育」轉化指南手冊 : 以「表演藝術」

為例 / 阮義, 吳瑀俐, 邱映寰, 林秀芃, 

高韻軒, 陳韻文, 陳彥碩, 楊仙妃撰文 ; 

江明珊總編輯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 11110 .-- 1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7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表演藝術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文集  980.3  

物的力量 : 從道具到物件劇場 / 艾莉

諾.瑪格里斯(Eleanor Margolies)著 ; 白

斐嵐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

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 (愛說戲 ; 38) .-- ISBN 978-626-7193-

05-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劇場藝術 2.CST: 舞臺設計  

981.3  

戲曲新繹境 : 傳統、創新、跨域 / 馬

薇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出版

社,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國家

文史叢書 ; 33) .-- ISBN 978-957-36-

1606-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戲曲藝術 2.CST: 藝術教育  

982.03  

笑隱堂憶故 : 包緝庭談京劇 / 包緝庭

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0 .-- 500 面; 21 公分 .-

- (血歷史 ; 232) .-- ISBN 978-626-7128-

53-4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表演藝術 3.CST: 

劇評  982.1  

看西方的古早人扮戲. 2 : 新文明的曙

光中世紀戲劇 / 殷偉芳著作 .-- 臺北

市 : 香爵有限公司, 11111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02-0-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西洋戲劇 2.CST: 戲劇史  

984.9  

電影美學 : 心靈的藝術 / 井迎兆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9 .-- 2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352-6 ( 平 裝 ) 

NT$370 普遍級  

1.CST: 電影美學 2.CST: 影評  

987.01  

電影理論 / 黃新生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354-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電影理論  987.01  

電影敘事影像美學 : 剪接理論與實

證 / 程予誠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363-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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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剪輯技術 2.CST: 影像美學 

3.CST: 電影  987.47  

影像的原則 : 初學者到專業人士的

分鏡 / 富野由悠季著 ; 林子傑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376-2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動畫製作  987.85  

我的牙想你 : 劇照書 / 結果娛樂原

著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1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73-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2.CST: 照片集  989.2  

我的牙想你 : 寫真書 / 結果娛樂原

著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1 .-- 2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74-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2.CST: 照片集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獎勵旅遊與活動管理 / 劉喜臨, 劉碧

珍作 .-- 臺北市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1110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02-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遊業 2.CST: 產業政策 

3.CST: 臺灣  992  

台灣觀光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 

Annual report on tourism 2021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局, 11110 .-- 231 面; 28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31-

431-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交通部觀光局  992.061  

彰化優鮮. 2022 : 彰化縣農特產品型

錄  = Changhua fresh select : premiu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anghua 

County / 邱奕志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

化縣政府, 11110 .-- 120 面; 26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73-89-1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禮品 2.CST: 農產品 3.CST: 彰

化縣  992.4  

山痕 : 靠自己也能親近山林的 20 堂

課 / 陳彥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5-928-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登山  992.77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竹梅古

道縱走心得集. 第五屆 / 國立嘉義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第十八屆

社會學程全體學生合著 .-- 初版 .-- 嘉

義市 :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社會科, 11109 .-- 14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62-2 (平裝) 

NT$222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文集  992.7707  

登山安全課程暨全民登山論壇講義. 

2022 / 丁博慶, 史慶昇, 林金龍, 柯正

民, 邵定國, 徐鴻奐, 陳章波, 楊建夫, 

楊瑞芬, 張福和, 鄭峰茂等作 .-- 屏東

縣泰武鄉 : 屏東縣北大武山林守護

協會, 11109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31-0-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登山 2.CST: 安全教育 3.CST: 

文集  992.7707  

福爾摩斯偵探遊戲 : 農場怪盜抓鬼

任務 / 桑德拉.勒雲(Sandra Lebrun)著 ; 

蘇菲.修薩德(Sophie Chaussade)繪 ; 洪

鈺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86-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邏輯 3.CST: 

推理  997  

尤怪魔宮 / 尤怪編著 .-- 初版 .-- 新竹

縣湖口鄉 : 尤怪工作室, 11111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74-2-

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辛辣數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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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500-

1 (第 1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自動設計的最高境界!Minecraft 紅石

機關陸海空大進擊! / カゲキヨ作 ; 

林克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尖 端 出 版 ,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33-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我的 Minecraft DIY 大事典 : 1.19 荒野

更新大改版完全攻略 / 盧品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1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565-8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腦力大挑戰!Minecraft 超極限解謎模

式正式開啟! / 麥塊職人組合作 ; 林

克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110 .-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8-

632-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歡樂玩遍 Minecraft : 冒險、建築、紅

石、指令超速成 !這樣玩才好玩! / 

Project KK 作 ; 盧品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尖端出版, 11111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34-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邁向賭神之路 : 麻將必勝秘笈 / 洪錦

魁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46-57-6 (平裝) 

NT$666 普遍級  

1.CST: 麻將  998.4  

麻將王特訓班 : 60 道提升雀戰實力

的絕讚好題 / 張國天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192 面; 23 公分 .-- (遊藝館 ; 

25) .-- ISBN 978-626-7199-2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麻將 2.CST: 問題集  

998.4022  

*日本扭蛋模型師教你做!肉嘟嘟的

石粉黏土小動物 / もんとみ著 ; 莊琇

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Elegant-

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9 .-- 64 面; 26 公

分 .-- (趣.手藝 ; 113) .-- ISBN 978-957-

9623-90-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泥工遊玩 2.CST: 黏土  999.6  

年度會刊. 2022 : 宜傢宜飾 / 黃郁雯, 

謝雪妙, 蔡繡芳, 曾于菱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台灣麵包花與紙黏土

推展協會 ; 民 111.12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641-0-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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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泥工遊玩 2.CST: 黏土 3.CST: 

作品集  999.6  

誘人の夢幻手作! : 光澤感 x 超擬真.

一眼就愛上の甜點黏土飾品 37 款 / 

河出書房新社編輯部著 ; 苡蔓譯 .-- 

三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110 .-- 72 面; 26 公分 .-- (趣.

手藝 ; 30) .-- ISBN 978-957-9623-9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泥工遊玩 2.CST: 黏土  999.6  

自然童玩 DIY / 鄭一帆(銀樺), 鄭皓謙

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自然生活家 ; 47) .-- ISBN 978-626-

320-268-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勞作 2.CST: 工藝美術 3.CST: 

植物  999.9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Coup d'œil sur Taiwan. 2022-

2023/rédaction Alicia Y.H. Wang, Torie 

Gervais, Clare Lear, Jim Hwang .-- 1re 

éditio .-- 臺北市 : 外交部, 11111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46-

5 (平裝) NT$70 普遍級  

Esbozo de Taiwan. 2022-2023/redactores 

Alicia Y.H. Wang, Torie Gervais, Clare 

Lear, Jim Hwang, Pat Gao .-- primera 

edición .-- 臺北市 : 外交部, 11111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

47-2 (平裝) NT$70 普遍級  

Food cultures and technologies/edited by 

Shuenn-Der Yu .-- 臺北市 : 中研院民

族所,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2-75-9 (平裝) NT$640 普

遍級  

HPV 疫苗衛教手冊(民眾版)/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著 .-- 第六版 .-- 臺北

市 : 健康署, 11109 .-- 25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37-61-1 ( 平 裝 ) 

NT$29 普遍級  

Introduction to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in 

Taiwan(R.O.C). 2023/editor 

Biotechnology &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Offic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工業局, 11110 .-- 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33-300-3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Networked bodies: the culture and 

ecosystem of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Asia Discovers Asia Meeting for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2017-

2021/edited by River Lin; authors I-Wen 

Chang, Cheng-Ting Chen, Betty Yi-Chun 

Chen, Enoch ChengG, Xin Cheng, 

Cheng-Hua Chiang, Chih-Yung Aaron 

Chiu, Ling-Chih Chow, Freda Fiala, 

Nicole Haitzinger, Xuemei Han, 

Rosemary Hinde, Ding-Yun Huang, 

Danielle Khleang, Tsung-Hsin Lee, Helly 

Minarti, Nanako Nakajima, Jessica 

Olivieri, Hsuan Tang, Cristina Sanchez-

Kozyreva, Anador Walsh, Po-Wei Wang; 

translators Elliott Y.N. Cheung, Johnny 

Ko, Elizabeth Lee, Stephen Ma, Cheryl 

Robbins, Tai-Jung Yu, Yen-Ing Chen .-- 

1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北表演藝術

中心, 111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4-60-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Sa'aniwan 宜灣部落阿美族生活歌謠/

陳正雄 Fulaw Masao 總編輯 .-- 桃園

市 : 桃市原民局, 11109 .-- 31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9-54-5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Sa'aniwan 宜灣部落阿美族祭儀歌謠/

陳正雄 Fulaw Masao 總編輯 .-- 桃園

市 : 桃市原民局, 11109 .-- 35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9-55-2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Status and trends of STEM education in 

highly competitive countries: country 

report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editors-in-chief Yi-Fang Lee, 

Lung-Sheng Lee .-- 臺北市 : 師大技職

中心, 11110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8-67-2 (平裝) NT$690 普

遍級  

Stone fish weirs in Penghu: nomination 

dossiers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author Ming-Ru Lee, Chao-

Yuan Chen, Yu-Chin Lin .-- 澎湖縣 : 澎

縣文化局, 11109 .-- 302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7-99-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Taicca issue: 製造怦然心動的文化內

容!說故事、找資源、兜科技全面啟

動/李明哲總編輯 .-- 臺北市 : 文策院,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75-3 (平裝) 普遍級  

tjaucikel ni vuvu 排灣族諺語/高佩文, 

租港.巴茲葛了.咑里嗎繞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長榮百合國小, 

11109 .-- 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61-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力行: 國立聯合大學李偉賢校長就職

二週年紀實/胡宣德, 侯帝光主編 .-- 

苗栗市 : 聯合大學, 11108 .-- 1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23-4-5 (平

裝) 普遍級  

中華民國生技醫藥產業簡介. 2023/經

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工 業 局 , 

11109 .-- 5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3-298-3 (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中華民國運動統計 . 111 年= Sports 

statistics 2022/教育部體育署編 .-- 臺

北市 : 體育署, 11110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38-7 (平裝附

光碟片) NT$150 普遍級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澎湖石滬群申

遺文本 /李明儒 , 陳昭淵 , 林妤蓁撰

文 .-- 澎湖縣 : 澎縣文化局, 11109 .-- 

22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27-98-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灰色向度: 水墨中的幽冥地帶= Grey 

dimension: the hazy area of ink art/孫翼

華, 吳佳軒, 李書嫺, 曾冠樺, 馮雯琳, 

劉念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1109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68-9 (平裝) 普遍級  

竹縣市集新鮮 go!/傅琦媺, 林玉菁, 林

慧靜, 黃怡軒主編 .-- 新竹縣 : 竹縣府, 

111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91-39-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老師上學"趣"-找回孩子天賦的美感

力 : 走進綠藝 ,走出美麗 /林玫君總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1109 .-- 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34-9 (平裝) 普遍級  

*老師上學"趣"-找回孩子天賦的美感

力: 玩美上桌/林玫君總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9 .-- 3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31-8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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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上學"趣"-找回孩子天賦的美感

力: 當戲劇遇上繪本與節令生活/林

玫君總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9 .-- 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32-5 (平裝) 普遍級  

*老師上學"趣"-找回孩子天賦的美感

力: 戲劇統整學習區及主題課程/林

玫君總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9 .-- 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33-2 (平裝) 普遍級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農 田 水 利 署

Annual Report. 110 年/伍冠宇, 朱志彬, 

呂有為, 林柏璋, 林振庭, 陳秀玲, 董

廷璽編輯委員 .-- 初版 .-- 新北市 : 農

委會農田水利署, 11109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05-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吹簫中階/陳中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 , 

111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08-9 (平裝) 普遍級  

*我們的愛依然在: 認識油症/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 國立臺灣大學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9 .-- 

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58-1 (平裝) NT$50 普遍級  

走讀手冊. 中年級/林晏禎主編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桃子腳國民

中小學, 11109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5-33-4 (平裝) NT$65

普遍級  

走讀手冊. 低年級/林晏禎主編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桃子腳國民

中小學, 11109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5-32-7 (平裝) NT$65

普遍級  

走讀手冊. 高年級/林晏禎主編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桃子腳國民

中小學, 11109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5-34-1 (平裝) NT$65

普遍級  

妮妮的環保日記/吳若依作 .-- 臺南

市  : 南市環保局 , 11109 .-- 20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41-

8 (平裝) NT$299 普遍級  

花蓮縣各鄉鎮統計彙編. 第二十四期. 

中華民國一一 0 年= The township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Hualien County 

2021/花蓮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 花蓮

縣 : 花縣府, 11110 .-- 1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29-75-1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迎向臺大百年學術傳承講座. I, 台北

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林秀美, 洪子

偉, 吳秀瑾, 陸品妃, 吳密察, 陳偉智, 

蔡祝青, 王智明, 吳叡人, 張文薰, 黃

美娥, 王泰升, 黃紹恆, 歐素瑛著; 蔡

祝青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52-99-5 (EPUB) NT$500 普遍級  

金漫獎頒獎典禮暨系列交流活動導

覽手冊. 第十三屆= 13th Golden Comic 

Awards & connection+/ 陳 瑩 芳 總 編

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文化部 , 

11110 .-- 17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66-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客語家庭親子共學遊戲活動設計= 

Hakka family parent-child learning 

activity design/陳雅鈴, 蔡宜雯編 .-- 初

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學, 111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22-00-

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書寫的景深: 柯良志創作個展專輯/

劉俊蘭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

美術館, 111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50-7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桃園散策/蕭景文文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桃園市秘書處, 111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53-8 (平

裝) 普遍級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年報. 110 年= 

2021 annual report/許進隆, 陳耀森, 楊

惠禎, 吳建勳, 柯慶麟, 郭庭羽, 馬振

耀, 陳鴻文, 鄭光宏, 梁漢偉, 吳羽翎

編輯 .-- 高雄市 : 海保署, 111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24-

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國立成功大學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

程畢業展. 111 級: 成為連結的第 N 遍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aster program on techno art: be the Nth 

connection/廖子瑩總編輯 .-- 臺南市 : 

成大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11110 .-

- 5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004-8-9 (平裝) 普遍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

輯: 開枝散葉雕塑三人展=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center exhibition: 

joint exhibition of three artists: blooming 

branches and spreading leaves/謝棟樑, 

余燈銓, 邱泰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勤益科大, 111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20-7-4 (精裝) 普遍

級  

從徵才到解僱都不 NG 的新手雇主

指南. 工時休假篇: 工作時間、休假

請 假 的 問 題 解 方 = Guideline for 

employers/王厚偉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勞動部, 11110 .-- 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81-6 (平裝) 

NT$75 普遍級  

從徵才到解僱都不 NG 的新手雇主

指南. 工資薪水篇: 工資計算、薪水

發 放 的 問 題 解 方 = Guideline for 

employers/王厚偉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勞動部, 11110 .-- 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82-3 (平裝) 

NT$50 普遍級  

從徵才到解僱都不 NG 的新手雇主

指南. 徵才簽約篇: 招募面試、到職

簽 約 的 問 題 解 方 = Guideline for 

employers/王厚偉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勞動部, 11110 .-- 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80-9 (平裝) 

NT$70 普遍級  

從徵才到解僱都不 NG 的新手雇主

指南. 職安保險篇: 職場安全、社會

保 障 的 問 題 解 方 = Guideline for 

employers/王厚偉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勞動部, 11110 .-- 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83-0 (平裝) 

NT$50 普遍級  

從徵才到解僱都不 NG 的新手雇主

指南. 離職與爭議處理篇: 解僱離職、

勞資爭議的問題解方= Guideline for 

employers/王厚偉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勞動部, 11110 .-- 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84-7 (平裝) 

NT$50 普遍級  

從徵才到解僱都不 NG 的新手雇主

指南: 不管你是科技新創或小吃攤老

闆 都需要知道的當代勞資疑難雜症

全圖解= Guideline for employers/王厚

偉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勞動部,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25-85-

4 (全套:平裝) NT$300 普遍級  

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 第 84

期/最高法院編輯 .-- 臺北市 : 最高法

院,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9-39-6 (光碟片)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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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生活. vol.13/葉國居, 丁書璿, 林

麗香, 謝嘉玲, 賴玲慧, 辜凱莉, 沈嘉

慧, 張淑娟編輯委員 .-- 臺中市 : 中市

地方稅務局, 11109 .-- 34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7166-27-7 (平裝) 普遍

級  

飯 店 華 語 = Chinese for the hotel 

industry/黃勇中作 .-- 高雄市 : 高雄餐

旅大學, 11109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476-7-9 (平裝附光碟

片) NT$1130 普遍級  

僑胞服務手冊. 2022/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僑委

會, 11109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2-22-4 (平裝) 普遍級  

*廖慶華書藝展覽作品精選集. 2015-

2022= Portfolio of the calligraphy 

artworks of Ching-Hua Liao/廖慶華作 .-

- 初版 .-- 花蓮縣 : 東華大學, 11108 .-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574-0-7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彰化縣托嬰中心標準化作業手冊/周

凱翎, 江泳緹, 曾伯英, 邱芷芸編輯 .-- 

第五版 .-- 彰化市 : 彰縣府, 11112 .-- 

2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

98-3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臺北市毒品危害防制工作手冊/陳亮

妤, 臺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總

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毒防中心, 

11109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62-6 (平裝)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政府推動能源

轉型政策執行情形/審計部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1110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68-6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體育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 年/陳耀宏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大學體育系, 11109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632-6-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讓教育成為城市的榮耀: 臺北教育世

界翹楚 2015-2022= Make education the 

pride of the city/李素禎, 黃喬偉, 鍾德

馨, 簡境霈, 官月蘭, 李曉青, 林奎宇, 

黃一正, 陳秉熙, 劉姿君, 蔡宗良, 蕭

永添, 何宜達, 高于婷, 劉沛玟, 林思

均編輯委員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09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66-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一般警察 /警察特考)犯罪學 (含概

要 )(題庫+歷年試題)/王強 , 宇寧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0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64-8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升科大四技)家政概論與家庭教育

(歷年試題+模擬考)/范穎芳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66-2 (平裝) NT$41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

擬考). 2023 版/黃蓉編著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352-5 (平裝) NT$41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歷年試題+模

擬考)/湯耀期, 李瓊惠, 李國豪編著 .-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31-0 (平裝) NT$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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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版/何

曜辰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9 .-- 3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7-347-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台電)電路學. 112 版/鄭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13-0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外語領隊)領隊導遊人員課文版套

書. 2023/吳瑞峰, 林俐, 邱燁, 陳書翊, 

張馨文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37-338-9 (全套 :平裝 ) NT$2545

普遍級  

(外語導遊)領隊導遊人員課文版套

書. 2023/吳瑞峰, 林俐, 邱燁, 章琪, 陳

書翊, 千華編委會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 ISBN 978-626-337-334-1 (全套:平裝) 

NT$2470 普遍級  

(消防設備師士)水與化學系統消防

安全設備(含概要). 2023 版/傅維廷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9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50-1 (平裝) NT$750 普

遍級  

(消防設備師士)警報與避難系統消

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2023 版/傅維廷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51-8 (平裝) NT$670 普

遍級  

(高普考)文化行政類(本國文學概論)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吳姍姍編著 .-- 第

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46-4 (平裝) NT$490 普遍級  

(專業職(一)晉升營運職)郵政從業人

員職階晉升甄試課文版套書. 2022/駱

英, 歐恩, 劉似蓉, 陳金城, 楊均, 程馨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337-354-9 (全套:平裝) NT$2735 普遍

級  

(專業職(二)晉升專業職(一))郵政從

業人員職階晉升甄試課文版套書 . 

2022/高朋, 尚榜, 劉似蓉, 陳金城, 程

馨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337-353-2 (全套:平裝) NT$2110 普遍

級  

(教甄教檢)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分類試題/徐弘縉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0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42-

6 (平裝) NT$630 普遍級  

(華語領隊)領隊導遊人員課文版套

書. 2023/吳瑞峰, 林俐, 邱燁, 陳書翊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337-337-2 (全套:平裝) NT$1950 普遍

級  

(華語領隊)領隊導遊人員題庫版套

書. 2023/吳瑞峰, 林俐, 陳書翊編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7-335-

8 (全套:平裝) NT$1130 普遍級  

(華語導遊)領隊導遊人員課文版套

書. 2023/吳瑞峰, 林俐, 邱燁, 章琪, 陳

書翊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37-332-7 (全套 :平裝 ) NT$1870

普遍級  

(華語導遊)領隊導遊人員題庫版套

書. 2023/吳瑞峰, 林俐, 陳書翊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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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37-333-

4 (全套:平裝) NT$1095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警專地理滿分這樣讀. 

2023 版/謝坤鐘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39-6 (平

裝) NT$59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警專歷史滿分這樣讀. 

2023 版/陳書翊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65-5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108 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英文/詮

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 臺中市 : 

詮達文教, 11109 .-- 221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093-3-1 (上冊:平裝) 

NT$386 普遍級  

108 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國文/詮

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 臺中市 : 

詮達文教, 11109 .-- 269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093-2-4 (上冊:平裝) 

NT$386 普遍級  

108 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數學/詮

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 臺中市 : 

詮達文教, 11109 .-- 189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093-4-8 (上冊:平裝) 

NT$386 普遍級  

20 分鐘稱霸統測英文字彙/陳曉菁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67-6 (平裝) 普遍級  

3D 圖解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謝志

昌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45-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A touch of Taiwan(work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first edition .-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9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685-1 (平

裝) 普遍級  

App Inventor 2 魔法 APP 設計創意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11-8 (PDF) 普遍級  

Here We Go. 基礎養成篇/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45-3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Here We Go. 發音養成篇/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34-7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Here We Go. 進階養成篇/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3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46-0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Language arts. 5B/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9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06-255-

2 (平裝) 普遍級  

Let's talk Kentucky(student's book). book 

7/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first 

edition .-- 高雄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111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766-8-6 (平裝) 普遍級  

Let's talk Kentucky(workbook A). book 

7/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first 

edition .-- 高雄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766-9-3 (平裝) 普遍級  

Let's talk Kentucky(workbook B). book 

7/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first 

edition .-- 高雄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96-0-9 (平裝) 普遍級  

Lico Dino(student book). 4/by Corrinne 

Tzeng(曾麗風) .-- 第六版 .-- 高雄市 : 

麗格, 11110 .-- 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020-7-9 (平裝) NT$1100 普

遍級  

Piper phonics(red)/writer Heidi Wang .-- 

新北市 : 偉格, 11109 .-- 1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469-32-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Piper's life talk(red)/writer Heidi Wang .-

- 新北市 : 偉格, 11109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469-31-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Roadmap. 2/Gillian Flaherty, James 

Bean .-- 臺北市 : 文鶴, 11109 .-- 1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147-994-1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Smart Apps Creator 3: 魔法 APP 設計

師/呂聰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12-5 (PDF) 普遍級  

Step(student's book). 9/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 新北市 : 夏恩國

際教育, 11112 .-- 1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12-8-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Step(super skills book). 9/writer Freddie 

Sizer .-- 新 北 市  : 夏 恩 國 際 教 育 , 

11112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512-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Step(workbook). 9/writer Freddie Sizer .-

- 新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1112 .-- 

125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37-0-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Super KK 音標/郭文興作 .-- 再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23-0 (第 1

冊:平裝) NT$219 普遍級  

ㄅㄆㄇ玩線條/ .-- 初版 .-- 臺南市 : 翰

林,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12-

842-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12-852-1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人口政策與統計/宮井鳴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8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24-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上榜模板: 強制執行法/Juster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69-

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土地利用/許文昌, 林玉祥編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1-

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土地法規(高普考)/許文昌編著 .-- 2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8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39-

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土地政策/許文昌, 林玉祥編著 .-- 2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62-

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土地登記/許文昌編著 .-- 21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46-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土地登記-精闢. 112 版/蕭華強編著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41-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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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詳解-精選申論題庫. 112 版

/蕭華強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9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43-7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土 地經 濟學 (圖 形分 析 )/許文昌 編

著 .-- 15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42-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大地工程學. 106-110 (題型整理+解

題剖析)/九樺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 臺北市 : 九樺, 11110 .-- 1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108-3-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大家來吟詩: 臺灣傳統吟詩入門/陳

茂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4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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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56-3 

(PDF) 普遍級  

大學電子學實習. 一, 電子電路分析

篇/蕭敏學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09 .-- 4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3-530-7 (平裝) 普遍

級  

大 學 學 測 文 法 總 複 習 : 動 名 詞 = 

GSAT grammar review: gerund/張維總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

創, 11109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04-01-6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大學轉學考. 112 版: 國文/田丹編著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4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小蛙的夏日快報(教師手冊)/林玉菁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109 .-- 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03-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小綠人不見了!: 遊戲書(學習版)/伊

丸子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31-6 (平裝) NT$60 普遍級  

不 動產 估價 (財 務分 析 )/許文昌 編

著 .-- 1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41-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孔德仁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27-3 (PDF) 

NT$560 普遍級  

中油僱員事務類歷屆試題四合一精

解全集/鼎文名師群編 .-- 二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30-3 (PDF) NT$420 普遍

級  

中華郵政招考民法(含概要)申論題

型.完全攻略/胡劭安編 .-- 四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9 .-- 48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50-019-8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三法大意及洗錢

防制法大意題庫/馬巡城編 .-- 三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3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2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五合一關鍵重點彙整 /金安編輯群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10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3-

633-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六週拿到就業服務乙級/張珮芸, 曾

華煜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10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12-6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公司法/江赫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28-4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公民/廖震編 .-- 三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16-7 (PDF) NT$520 普遍級  

公共政策/高凱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3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247-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公共政策申論題完全制霸 /高凱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10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72-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公共管理(概要)/高凱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68-2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劉文博著 .-- 九

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10 .-- 7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12-1-3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企管通用詞庫一把罩/

畢斯尼斯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34-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公職考試享唸: 中華民國憲法/大碩

教育公職考試研究團隊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93-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享唸: 法學緒論/大碩教育

公職考試研究團隊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10-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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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21-1 (PDF) NT$520 普遍級  

化學完全攻略/張晉編著 .-- 2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5-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商

業概論考衝懶人包/葉伊修編著 .-- 6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10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42-2-

5 (平裝) NT$193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統測力英文奪分王. 2022

最新版/邱志賓編著 .-- 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1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22-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升降機裝修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陳

德發, 吳孟原, 張家偉, 巫蕙芬, 曾國

銓, 朱自信, 劉泄嬉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字復興, 11110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4-6-9 (平裝) 

NT$430 普遍級  

日本語文法句型及單字分類辭典超

高命中率套書: 精裝關鍵字版日本語

文法句型辭典 N3,N4,N5 文法辭典+

日本語單字分類辭典 N3,N4,N5 單字

分類辭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

惠子, 千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

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110 .-- 冊 .-- ISBN 978-986-246-724-

4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7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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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檢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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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山

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山田社, 11110 .-- 冊 .-- ISBN 

978-986-246-723-7 (全套:平裝附光碟

片) NT$1364 普遍級  

丙級女子美髮學術科研讀範本/陳惠

芳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110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535-2 (平裝) 普遍級  

丙級化學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鎵鋅工作室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9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29-2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

手冊/王金柱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9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28-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丙級餐飲服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攻略. 2023 最新版/全華餐旅研究室

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21-3 (平裝) NT$430 普遍級  

主題式民法(含概要)申論題型.完全

攻略/胡劭安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32-7 (PDF) NT$540 普遍級  

司法. 112 版: 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

論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38-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執達員(普通+

專業 )). 2023(107~111 年試題 )/Jacob 

Wu, 文翊, 李華, 林菲, 林聰, 陳弘, 楊

華, 筱喻, 廖國宏,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84-9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法院書記官

( 普 通 + 專 業 )). 2023(108~11 年 試

題)/Jacob Wu, 文翊, 李華, 林菲, 林聰, 

陳弘, 楊華, 廖國宏, 蕭峰, 賽利絲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81-8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法警(普通+專

業)). 2023(107~111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林聰, 陳弘, 楊華, 筱喻, 廖國宏,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82-5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2023: 法院書

記 官 ( 普 通 + 專 業 )(108~111 年 試

題)/Jacob Wu, 文翊, 李華, 林菲, 林聰, 

陳弘, 楊華, 廖國宏, 蕭峰, 賽利絲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10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86-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2023: 法警(普

通+專業)(107~111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林聰, 陳弘, 楊華, 筱喻, 廖國宏,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3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383-2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2023: 執達員

(普通+專業)(107~111 年試題)/Jacob 

Wu, 文翊, 李華, 林菲, 林聰, 陳弘, 楊

華, 筱諭, 廖國宏, 蕭峰, 賽利絲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385-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司特用: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

清編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9 .-- 9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21-5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台大商研所管理學選擇題全解析/管

仲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70-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外幣保單: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

總整理/廖乃麟編著 .-- 第 8 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62-2 (平裝) 

NT$390 普遍級  

民法概要(司法特考)/羅揚編著 .-- 九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0 .-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14-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民法概要(鐵路特考)/羅揚編著 .-- 九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0 .-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13-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民法總則體系解題完全攻略 /程穎 , 

陳楓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提斯

出版, 11110 .-- 8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56-8-8 (平裝) NT$760 普

遍級  

民國 112 年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

全常識(外勤專用)/方茂松編撰 .-- 初

版 .-- 臺中市 : 印書小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659-70-6 (PDF) 

NT$550 普遍級  

犯罪學高分示解 . 112 版/王皓強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59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25-3 (平裝) NT$640 普遍級  

犯罪學題庫 Q&A/霍華德編 .-- 二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17-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生物(B)引導式筆記/文字復興編輯小

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110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154-5-2 (平裝) NT$430 普遍級  

生物化學解析/姚富洲編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及第, 11109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612-0-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用 micro:bit V2 寫程式: 培養做、用、

想與運算思維能力/王麗君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13-2 (PDF) 

普遍級  

用 Scratch 玩 micro:bit 體驗 STEAM 創

意程式設計/王麗君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14-9 (PDF) 普遍級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初級聽力測驗= 

Listening tests/文之勤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師德文教, 111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4-22-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刑事政策/陳逸飛編著 .-- 5 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264-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研析/黃博彥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6-

9 (下冊:平裝) NT$750 普遍級  

刑法爭點即時通/吳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10 .-- 408 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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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96356-7-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刑法概要(司法特考)/陳毅弘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10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15-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刑法概要(警察特考)/陳毅弘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10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16-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刑法總則題型破解/凌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10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70-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地政士: 民法概要/許恒輔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2-

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多益零基礎指引: 解題技巧+模擬試

題 (聽力&閱讀)(題本)= The TOEIC 

guide: test-taking tips & mock tests to 

start from scratch/王祈堯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9 .-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75-18-7 (平裝附光碟片) NT$510 普

遍級  

多感官通用設計教材. 第一冊, 看見

色彩/趙欣怡作 .-- 初版 .-- 雲林縣 : 臺

灣非視覺美學教育協會, 11111 .-- 34

面 ;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6231-1-7 (活頁裝) NT$3600 普遍級  

多感官通用設計教材. 第二冊, 遇見

點線面/趙欣怡作 .-- 初版 .-- 雲林縣 : 

臺灣非視覺美學教育協會, 11111 .-- 

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231-2-4 (活頁裝) NT$3800 普遍級  

成本與管理會計(含概要)/曾繁宇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9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36-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成本與管理會計(含概要)解題完全

制霸/曾繁宇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81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4-249-1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試題詳解/高點

研究中心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1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77-4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犯罪學概要/霍華德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416-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考前危機解密(自然科): 108 最新課

綱、各版本適用/張景超, 李振瑋, 羅

熙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9 .-- 2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448-150-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考點式民事訴訟法一本通/陳明珠(侯

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9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43-9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艾歐基礎閱讀花園 80 篇= Aio basic 

reading garden for GEPT kids vocabulary 

1200~1500/江欣樺(艾欣), 廖麒雄(李

歐)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標竿

得勝者出版, 11109 .-- 1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9-2-5 (第 1 冊:

平裝) NT$350 普遍級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9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20-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行政法體系構建暨爭議回顧學霸筆

記書/柯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

納, 11109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56-6-5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行政學大意(適用初等考試、地方

特考五等、身障特考五等、原住民

特考五等)/必勝編輯小組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555-6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何嘉仁幼日 mini 活動本. Green= にほ

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 第

三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11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04-8 (平裝) 普遍級  

何嘉仁幼日 mini 活動本. Orange= に

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 

第三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11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79-06-2 (平裝) 普遍級  

何嘉仁幼日 mini 活動本. Purple= に

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11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05-

5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影英補給站(B 版). 

第四冊/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

768-3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

(A). 2/王文賢, 李語涵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41-5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單字

片語即時通. 2= English reader/劉宜君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10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40-8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Focus 焦點講義(乙版). 四/烏龍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10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32-

3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

礎練習題本(乙版). 四/王豐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9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33-0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習

作簿(乙版). 四/周秉樺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翔宇, 11109 .-- 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20-35-4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基

礎攻略講義. 二/吳部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10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0-34-7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材料力學. 106-110(題型整理+解題剖

析)/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臺

北市 : 九樺, 11110 .-- 2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108-4-9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汽車考照手冊/智繪文化作 .-- 初版 .-

- 苗栗縣 : 智繪文化,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14-2-1 (平

裝) NT$290 普遍級  

兒科護理學/丁玥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240-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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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組織法好好讀/嶺律師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9-

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法學大意/胡劭安編 .-- 二十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17-4 (PDF) NT$620

普遍級  

*法學大意(適用初等考試、地方特

考五等、身障特考五等、原住民特

考五等)/必勝編輯小組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554-9 (平裝) 

NT$750 普遍級  

法學大意題庫(黃金考點.完全攻略)/

胡劭安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36-5 (PDF) NT$560 普遍級  

法學英文核心字彙/Dr. Right 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5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65-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法學緒論/徐英智編著 .-- 11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61-3 (平裝) 

NT$620 普遍級  

物理化學歷屆試題詳解. 111~107 年/

李世哲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7-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知 識 圖解 犯罪 學主 題式混 合 題庫

Q&A(含再犯預測 ). 112 版 /何漢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09-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知識圖解綜覽監獄學混合題庫. 112

版/何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08-6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社會工作/安琦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30-7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戴羽晨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60-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社會設計: 理論與方法/廖世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17-2 (PDF) 

NT$420 普遍級  

社會學 Q 點申論/畢成編著 .-- 第十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50-5 (平裝) NT$620 普遍級  

社會學析論/畢成編著 .-- 第十四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4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40-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股務管理法規與實務= Stock affairs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

- 初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1109 .-- 5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421-2-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初等考試公職國文題庫/寧遠編 .-- 十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15-

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金 撰 歷 屆 試 題 . 自 然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

文教, 111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82-6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金撰歷屆試題. 自然.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

381-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金 撰 歷 屆 試 題 . 社 會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

文教,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87-1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金撰歷屆試題. 社會.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0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

388-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金 撰 歷 屆 試 題 . 英 語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

文教, 111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85-7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金撰歷屆試題. 英語.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

386-4 (平裝) NT$160 普遍級  

金 撰 歷 屆 試 題 . 國 文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

文教, 11110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83-3 (平裝) NT$170 普

遍級  

金撰歷屆試題. 國文.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0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

384-0 (平裝) NT$170 普遍級  

金融保險法規/王貞智, 李慧虹編著 .-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63-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保險法解題書/張一合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8-3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威力導演 19: 創意影音剪輯/蔡俊傑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15-6 (PDF) 普遍級  

洗錢防制法大意及金融科技知識/棋

許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1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工 程 力 學 ). 

2023(109~111 年試題)/祝裕, 張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87-0 (PDF) NT$400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自 動 控 制 ). 

2023(109~111 年試題)/詹森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88-7 (PDF) 

NT$68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3, 經濟

所). 2023(109~111 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翔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95-5 (PDF)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 財金

所). 2023(109~111 年試題)/牧翰, 楊莉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397-9 (PDF)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管 理 學 ). 

2023(109-111 年試題)/楊逍, 趙敏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12-9 (PDF) 普遍級  



10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統計學. 3, 

經濟所(109~111 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翔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9 .-- 5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394-8 (平裝) NT$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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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89-4 (PDF) 

NT$58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經濟學. 2, 

財金所(109~111 年試題)/牧翰, 楊莉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9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396-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研 究所 試題 大補 帖 . 2023: 電子 學

(109~111 年試題)/劉強, 劉承, 張鼎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03-7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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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404-4 (PDF) 

普遍級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2023: 管 理 學

(109~111 年試題)/楊逍, 趙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

418-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研究所甄試: 口試 x 面試 x 推甄一本

搞定/大碩教育編輯群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390-0 (PDF) 

普遍級  

研究所講重點: 演算法-名校攻略秘

笈/洪捷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05-1 (PDF) 普遍級  

英文(警察)/亦莎編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17-1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英文試題詳解. 111 年/王靖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76-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家: 主題探索書/康軒幼教編輯小組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1 .-- 2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658-2 (平裝) 普遍級  

校長主任甄試葵花寶典: 109~111 年

度(含口試應考策略)/謝龍卿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57-0 (PDF) 普遍級  

消費者行為(含概論)/李梅濬編 .-- 四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33-4 (PDF) 

NT$380 普遍級  

烘焙食品乙級全錄(麵包、西點蛋糕、

餅乾)/張庭綺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28-8 (PDF) 普遍級  

素養數學(108 課綱專用)/教育.知乎

編輯部編著 .-- 臺中市 : 貝佳開發, 

11110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667-0-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數學素養題本 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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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16-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數學素養題本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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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15-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

數學. 一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414-3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

數學. 二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398-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

數學. 二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06-8 (PDF)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

數學. 六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399-3 (PDF)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閱讀

數學. 一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13-6 (PDF) NT$340 普遍

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閱讀

數學. 六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400-6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素養檢定：國小國文閱讀題組 閱讀

素養. 中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417-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素養檢定：國小國文閱讀題組 閱讀

素養. 高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408-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素養檢定：國小國文閱讀題組 閱讀

素養. 高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11-2 (PDF) 普遍級  

財務管理(含投資學)/張永霖編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54-5 (平裝) NT$750 普遍級  

財產法選擇 實例題庫攻略/張志朋, 

許景翔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10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78-1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迴歸分析/王瑋編著 .-- 第六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49-9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高中數學(一)優勢參考書(含詳解)/朱

綺鴻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9 .-- 3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24-4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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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普. 112 版: 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

論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37-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土地登記-精闢. 112 版/蕭華強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42-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高普考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

試題解題. 112 版/黃雋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45-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高普考行政學新編 . 2023/王濬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7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10-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考稅務法規混合式題庫. 112 版/

鄭漢, 鄭翰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10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12-3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高瞻課程: 理論與實踐/郭李宗文, 吳

茉莉合著; 盧美貴總主編; 郭李宗文

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12-7 (PDF) NT$530 普遍級  

健康社會行為學/魯葦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27-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國小生活課堂練習(教師用). 1 下/生

活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

市 : 翰林, 111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48-4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3

下/自然科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47-

7 (平裝) 普遍級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教師

用). 5 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43-9 (平裝) 普遍級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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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28-6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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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29-3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教師用). 3 下/社

會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44-6 (平裝) 

普遍級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教師用). 5 下/社

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35-4 (平裝) 

普遍級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教師用). 6 下/社

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36-1 (平裝) 

普遍級  

國 小 英 語 Follow Me(student book). 

10/author William Anthony Hartzell, 

Hui-jing Lucy Hsiao, Renée Kao, Liang-

hua Li .-- fifth edition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12 .-- 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671-1 (平裝) 普遍級  

國 小 英 語 Follow Me(workbook). 

10/author William Anthony Hartzell, 

Hui-jing Lucy Hsiao, Renée Kao, Liang-

hua Li .-- fifth edition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1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672-8 (平裝) 普遍級  

國小英語 Follow Me 電子書(學生版). 

6/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66-7 (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國小英語 Follow Me 電子書(學生版). 

8/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64-3 (2CD: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英語 Hello!Kids 電子書(學生版). 

6/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65-0 (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國小英語 Hello!Kids 電子書(學生版). 

8/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70-4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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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39-2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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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1-5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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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3-9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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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5-3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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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7-7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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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9-1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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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38-5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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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0-8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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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2-2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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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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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4-6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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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6-0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字詞習寫(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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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48-4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1 下/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39-2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5 下/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38-5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6 下/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49-1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1 下/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00-2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2 下/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01-9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3 下/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02-6 (平裝) 

普遍級  

國小點線面評量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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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32-3 (平裝) 普遍級  

國小點線面評量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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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33-0 (平裝) 普遍級  

國小點線面評量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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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34-7 (平裝) 普遍級  

國小點線面評量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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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35-4 (平裝) 普遍級  

國中英語備課用書. 1 上/林鈺城, 許

雅雯, 郭李義, 蔡翰濬, 鄭郇, 曹珮綺

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5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52-1 (平裝) NT$524 普遍級  

國中英語備課用書. 2 上/李宜瑾, 紀

佩妘, 郭李義, 鄭郇, 蔡翰濬, 許雅雯

編 撰  .-- 再 版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109 .-- 5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53-8 (平裝) NT$584 普遍級  

國中英語備課用書. 3 上/李宜瑾, 郭

李義, 許雅雯, 鄭郇, 蔡翰濬, 戴孜伃

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5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54-5 (平裝) NT$540 普遍級  

國文(測驗)/金庸編著 .-- 第十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34-

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國文(測驗)-司法特考用/金庸編著 .-- 

第十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35-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國文(測驗)-警察特考用/金庸編著 .-- 

第十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36-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國文(歷年試題+模擬考)/邱鉦倫編

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63-1 (PDF) 普遍級  

*國文-作文(司法特考). 2023/卓村編

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09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14-7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國文-作文(警察考試). 2023/卓村編

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09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15-4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國文/測驗解題一本通(高普考)/楊昕

編著 .-- 1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66-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師手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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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  : 南一 , 

112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01-9 (平裝) NT$224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師專用課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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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02-6 (平裝) NT$196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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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26-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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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27-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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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36-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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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37-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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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75-3 (平

裝) NT$304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專用

課本. 6 下/丁鸝瑩, 李戊益, 呂秋明, 林

志芳, 林幸慧, 吳建德, 柯雪温, 許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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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黃永昆, 莊秋蘭, 楊巽斐編撰 .-- 四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76-

0 (平裝) NT$152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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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77-7 (平裝) NT$112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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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81-4 (平裝) NT$12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乙版). 5 下/

游鴻池, 李明霞, 劉瑞文編撰; 曹曦, 

林依儒, 陳盈秀, 劉靜瑩, 黃怡嘉修

訂 .-- 三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85-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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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79-1 (平裝) NT$128 普

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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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83-8 (平裝) NT$12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 6 下/游鴻池, 

余政賢, 李明霞, 林秀桃, 林展寬, 黃

毓杏, 葉淑卿, 劉瑞文, 蔡青芳, 蔡坤

錚, 黃蓉, 周秀華, 陳雅芳編撰; 曹曦, 

林依儒, 陳盈秀, 劉靜瑩, 黃怡嘉修

訂 .-- 四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87-6 (平裝) NT$216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專用課本(乙版). 5

下/游鴻池, 李明霞, 劉瑞文編撰; 曹曦, 

林依儒, 陳盈秀, 劉靜瑩, 黃怡嘉修

訂 .-- 三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86-9 (平裝) NT$18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專用課本.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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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80-7 ( 平 裝 ) 

NT$14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專用課本.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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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084-5 (平裝) NT$176 普

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教師專用課本. 6 下/游

鴻池, 余政賢, 李明霞, 林秀桃, 林展

寬, 黃毓杏, 葉淑卿, 劉瑞文, 蔡青芳, 

蔡坤錚, 黃蓉, 周秀華, 陳雅芳編撰; 

曹曦, 林依儒, 陳盈秀, 劉靜瑩, 黃怡

嘉修訂 .-- 四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88-3 (平裝) NT$1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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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78-4 (平裝) NT$4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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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82-1 (平裝) NT$44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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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30-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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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31-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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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50-7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客語. 8/徐汎平, 徐敏莉, 賴

玉英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

業, 11112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75-86-5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國民小學客語教師手冊 . 8/徐汎平 , 

徐敏莉, 賴玉英編撰 .-- 初版 .-- 臺南

市 : 真平企業, 11112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075-85-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1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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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89-0 (平裝) NT$16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2 下/王雅芳, 

尤天利, 呂秋玉, 李俊秀, 黃鈺晴, 曾

英傑, 鄭仲龍, 賴純紾, 蕭家慧編撰 .-- 

初版 3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91-3 (平裝) NT$15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3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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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93-7 (平

裝) NT$176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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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95-

1 (平裝) NT$184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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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90-6 ( 平 裝 ) 

NT$23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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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3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202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92-0 ( 平 裝 ) 

NT$23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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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94-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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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96-8 (平裝) NT$28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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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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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057-9 (平裝) NT$188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教師專用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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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74-6 (平裝) NT$232 普

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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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51-056-2 (平裝) 

NT$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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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14-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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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15-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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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16-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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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17-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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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18-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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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19-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3 下/甘宜靜, 李

建樹, 郭佩郡, 曾玉玲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097-5 (平

裝) NT$92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4 下/甘宜靜, 李

建樹, 郭佩郡, 曾玉玲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51-099-9 (平裝) 

NT$96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師手冊. 3 下/甘

宜靜, 李建樹, 郭佩郡, 曾玉玲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098-2 (平裝) NT$148 普遍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師手冊. 4 下/甘

宜靜, 李建樹, 郭佩郡, 曾玉玲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00-

2 (平裝) NT$144 普遍級  

國民小學閩南語. 8(臺羅版)/徐建華

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12 .-- 1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075-84-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8/徐建華

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075-83-4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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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20-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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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21-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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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22-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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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23-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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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24-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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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25-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四冊

(2 下)/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669-8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四冊(2 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67-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活動紀錄簿. 1 下/吳宜

玲, 林聰慧, 張春梅, 許偉傑, 張智豪, 

郭家玲, 蔡采靜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51-107-1 (平裝) 

NT$8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 1 下/吳宜玲, 林

聰慧, 張春梅, 許偉傑, 張智豪, 郭家

玲, 蔡采靜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20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06-4 ( 平 裝 ) 

NT$224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 3 下/王聖豪, 林

淑靜, 陳英煌, 陳德桔, 曾右任, 鄭可

萱, 閻珮玲, 鐘文生, 鐘建坪編撰 .-- 初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04-

0 (平裝) NT$18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3 下/

王聖豪, 林淑靜, 陳英煌, 陳德桔, 曾

右任, 鄭可萱, 閻珮玲, 鐘文生, 鐘建

坪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05-7 (平裝) NT$76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1 上/吳

宜玲, 林聰慧, 張春梅, 許偉傑, 張智

豪, 郭家玲, 蔡采靜編撰 .-- 再版 2 刷 .-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158-3 (平裝) 

NT$272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2 上/王

聖豪, 李忠家, 何莉芳, 林淑靜, 陳英

煌, 閻珮玲, 鐘文生, 鐘建坪編撰 .-- 再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73-6 (平

裝) NT$328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3 上(第

一本), 理化/王聖豪, 陳德桔, 曾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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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可萱, 閻珮玲, 鐘文生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59-0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3 上(第

二本), 地科/王聖豪, 陳德桔, 曾右任, 

鄭可萱, 閻珮玲, 鐘文生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60-6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備課用書. 1 上/吳

正宇, 林美芳, 唐裕凱, 張淑惠, 游智

凱, 廖經庭, 鄭淳方編撰 .-- 再版二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67-5 (平

裝) NT$344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備課用書. 2 上/孔

為捷, 文俞捷, 吳正宇, 吳君麗, 李佳

珊, 唐裕凱, 游智凱, 鄭淳方, 蕭家政

編 撰  .-- 再 版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109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68-2 (平裝) NT$312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備課用書. 3 上/孔

為捷, 文俞捷, 吳正宇, 吳信慧, 林筱

晴, 唐裕凱, 張淑惠, 陳詩婕, 游智凱, 

魯育誠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69-9 (平裝) NT$324 普

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備課用書. 1 上/吳

正宇, 林美芳, 唐裕凱, 張淑惠, 游智

凱, 廖經庭, 鄭淳方編撰 .-- 再版二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61-3 (平

裝) NT$356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備課用書. 2 上/孔

為捷, 文俞捷, 吳正宇, 吳君麗, 李佳

珊, 唐裕凱, 游智凱, 鄭淳方, 蕭家政

編 撰  .-- 再 版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109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62-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備課用書. 3 上/孔

為捷, 文俞捷, 吳正宇, 吳信慧, 林筱

晴, 唐裕凱, 張淑惠, 陳詩婕, 游智凱, 

魯育誠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63-7 (平裝) NT$316 普

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公民與社

會篇. 1 上/丁珊珊, 王文裕, 方怡文, 江

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

傑, 陳敏雀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8 .-- 37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05-7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公民與社

會篇. 2 上/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

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

雀, 劉文賓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8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06-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公民與社

會篇. 3 上/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

幸蕙, 林靜怡, 陳品傑, 陳敏雀, 蕭道

中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29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10-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地理篇. 1

上/丁珊珊, 王文裕,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

敏雀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8 .-- 3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03-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地理篇. 2

上/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劉

文賓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3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08-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地理篇. 3

上/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陳品傑, 陳敏雀, 蕭道中編

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8 .-- 3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11-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歷史篇. 1

上/丁珊珊, 王文裕,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

敏雀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8 .-- 39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04-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歷史篇. 2

上/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劉

文賓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37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07-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備課用書. 歷史篇. 3

上/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陳品傑, 陳敏雀, 蕭道中編

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8 .-- 4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09-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備課用書. 1 上/吳

正宇, 林美芳, 唐裕凱, 張淑惠, 游智

凱, 廖經庭, 鄭淳方編撰 .-- 再版二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64-4 (平

裝) NT$368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備課用書. 2 上/孔

為捷, 文俞捷, 吳正宇, 吳君麗, 李佳

珊, 唐裕凱, 游智凱, 鄭淳方, 蕭家政

編 撰  .-- 再 版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109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65-1 (平裝) NT$336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備課用書. 3 上/孔

為捷, 文俞捷, 吳正宇, 吳信慧, 林筱

晴, 唐裕凱, 張淑惠, 陳詩婕, 游智凱, 

魯育誠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66-8 (平裝) NT$356 普

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備課用書. 生活科技. 

1 上/范斯淳, 趙珩宇, 陳郁涵, 鍾汪宏

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14-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備課用書. 生活科技. 

2 上/沈益丞, 林平勺, 黃啟彥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15-

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備課用書. 生活科技. 

3 上/陳郁涵, 曾琪恩, 趙珩宇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816-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備課用書. 資訊科技. 

1 上/何榮桂, 高慧君編撰 .-- 再版二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17-0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備課用書. 資訊科技. 

2 上/何榮桂, 高慧君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18-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備課用書. 資訊科技. 

3 上/何榮桂, 高慧君編撰 .-- 初版二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19-4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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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四冊(2

下)/陳厚諭, 黃國恩, 黃智勇, 陳俊民, 

郭昇, 吳念芝, 陳柏蓉, 邱得全, 高嬅, 

梁嘉音, 謝芳怡, 邱寵萱, 劉芸函, 馮

嘉玉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663-6 (平裝) NT$69 普遍

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1 上/洪本陸, 

徐芳薇, 曹子靖, 曹靜嫻, 陳志修編

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南一 , 

11109 .-- 6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70-5 (平裝) NT$632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2 上/余風, 

洪本陸, 徐芳薇, 曹子靖, 陳志修, 潘

怡如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5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71-2 (平裝) NT$592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3 上/林斐真, 

徐芳薇, 熊珮豪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5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172-9 (平裝) 

NT$568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家政教師手冊. 1

上/李悄君, 呂如婷, 邵治家, 吳心怡, 

陳佳瑋, 錢姝君, 林暄宜, 蔡尚儒, 游

舒閔, 周怡瑄, 張掬晴, 陳雅婷, 陳怡

姍, 鄭筠潔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9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21-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家政教師手冊. 2

上/王凱萱, 陳靜薇, 蔡尚儒, 游舒閔, 

張湄翎, 陳怡婷, 陳雅婷, 陳怡姍, 鄭

筠潔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24-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家政教師手冊. 3

上/陳靜薇, 陳佳瑋, 蔡尚儒, 王愛琳, 

陳怡姍, 黃珮甄, 榮淑媚編撰 .-- 初版

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2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27-

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童軍教師手冊. 1

上/李悄君, 呂如婷, 邵治家, 吳心怡, 

陳佳瑋, 錢姝君, 林暄宜, 蔡尚儒, 游

舒閔, 周怡瑄, 張掬晴, 陳雅婷, 陳怡

姍, 鄭筠潔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8 .-- 1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20-0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童軍教師手冊. 2

上/王凱萱, 陳靜薇, 蔡尚儒, 游舒閔, 

張湄翎, 陳怡婷, 陳雅婷, 陳怡姍, 鄭

筠潔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0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23-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童軍教師手冊. 3

上/陳靜薇, 陳佳瑋, 蔡尚儒, 王愛琳, 

陳怡姍, 黃珮甄, 榮淑媚編撰 .-- 初版

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26-

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輔導教師手冊. 1

上/李悄君, 呂如婷, 邵治家, 吳心怡, 

陳佳瑋, 錢姝君, 林暄宜, 蔡尚儒, 游

舒閔, 周怡瑄, 張掬晴, 陳雅婷, 陳怡

姍, 鄭筠潔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8 .-- 1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22-4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輔導教師手冊. 2

上/王凱萱, 陳靜薇, 蔡尚儒, 游舒閔, 

張湄翎, 陳怡婷, 陳雅婷, 陳怡姍, 鄭

筠潔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25-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輔導教師手冊. 3

上/陳靜薇, 陳佳瑋, 蔡尚儒, 王愛琳, 

陳怡姍, 黃珮甄, 榮淑媚編撰 .-- 初版

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828-

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1 上/李光祥, 

李宬風, 林柏嘉, 張敬楷, 彭良禎, 鄧

家駿, 蘇惠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9 .-- 31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55-2 ( 平 裝 ) 

NT$368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2 上/李光祥, 

林柏嘉, 張敬楷, 彭良禎, 鄧家駿, 蘇

惠玉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9 .-- 3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56-9 (平裝) NT$370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3 上/李光祥, 

林柏嘉, 張敬楷, 彭良禎, 鄧家駿, 蘇

惠玉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109 .-- 3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57-6 (平裝) NT$364 普

遍級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四冊(2 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68-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表演藝術教師手冊. 1

上/洪蓉妍, 陶祥瑜, 廖于濘編撰 .-- 再

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791-

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表演藝術教師手冊. 2

上/謝孟璁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8 .-- 1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796-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表演藝術教師手冊. 3

上/張懿茹, 江之潔, 謝華容編撰 .-- 初

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797-

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音樂教師手冊. 1 上/

吳郁芬, 林聖凡, 張馨芳編撰 .-- 再版

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793-

7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音樂教師手冊. 2 上/

陳妍君, 張馨芳, 林聖凡, 吳郁芬編

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8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95-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音樂教師手冊. 3 上/

陳妍君, 張惠妮, 戴慧冕, 張馨芳編

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8 .-- 12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99-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視覺藝術教師手冊. 1

上/黃青惠, 虞慧欣, 林玫伶, 馮珉彤, 

向宣瑋, 蔡如盈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3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312-792-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視覺藝術教師手冊. 2

上/林玫伶, 孫菊君, 馮珉彤, 陳椸涓編

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1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

794-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藝術視覺藝術教師手冊. 3

上/馮珉彤, 林玫伶, 孫菊君, 林欣美編

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8 .-- 1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98-2 (平裝) 普遍級  

國語文學堂測驗/陳維編著 .-- 4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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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33-

8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中油僱員事務類歷屆

試題四合一精解全集 /鼎文名師群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

024-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消費者行為(含概要)/

李梅濬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25-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國營鐵佐: 企業管理概論/大意: 重點

整理 精選考題/楊鈞編著 .-- 第十三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63-

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基本護理學/陳雅玲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273-6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康版 i 學習. 地理(教師用). 2/ .-- 初

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93-

2 (平裝) NT$155 普遍級  

康版 i 學習. 地理. 2/ .-- 初版 .-- 臺南

市 : 鼎甲文教, 11112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9-394-9 (平裝) 

NT$155 普遍級  

康版 i 學習. 歷史(教師用). 2/ .-- 初

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95-

6 (平裝) NT$155 普遍級  

康版 i 學習. 歷史(教師用). 6/ .-- 初

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91-

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康版 i 學習. 歷史. 2/ .-- 初版 .-- 臺南

市 : 鼎甲文教, 11112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9-396-3 (平裝) 

NT$155 普遍級  

康版 i 學習. 歷史. 6/ .-- 初版 .-- 臺南

市 : 鼎甲文教, 11111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9-392-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9-

390-1 (平裝) NT$60 普遍級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6/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9-389-5 (平裝) 

NT$60 普遍級  

教育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喬伊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61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47-5 (平裝) NT$670 普遍級  

教育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 教師考

試專用/喬伊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61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48-2 (平裝) 

NT$660 普遍級  

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 最新常用字

形字音彙編. 112 版/羅林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11-6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教甄考試. 112 版: 知識圖解諮商輔導

(含矯正輔導)申論題解題書/蕭逸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51-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教 甄 複 試 : 口 試 技 巧 與 心 理 調 適

/Sophia Wang 悅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3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23-423-9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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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54-65-0 (PDF) NT$450 普遍級  

教學實踐研究的寫作與知能/劉世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20-2 

(PDF)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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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5-19-4 (PDF)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暨各國

人事制度三合一申論題庫精解/常亮

編著 .-- 4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9 .-- 62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29-1 (平裝) NT$720 普

遍級  

統計學(概要)/程大器編著 .-- 1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67-5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這是一本警察刑法選擇題/謝安, 周

易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

文化, 111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39-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這是什麼洞?: 主題探索書/康軒幼教

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11 .-- 26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626-326-659-9 (平裝) 普遍

級  

就是行政學(測驗題庫)/程明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9 .-- 9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19-2 (平裝) NT$750 普遍級  

就是這本公務員法體系+解題書/良

文育成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

數位文化, 11110 .-- 4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64-338-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就是這本刑事訴訟法體系+解題書/

言頁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11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36-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普通化學歷屆試題精解/梁傑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71-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

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二冊/沈易利, 許

光麃, 鐘瓊珠, 洪暐, 楊金桂, 乃慧芳, 

唐誌陽, 吳忠政, 黃明祥, 施國森, 羅

雅柔, 唐人屏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1110 .-- 2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6941-6-1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4/黃德壽, 池欣玲, 陳建森, 陳建樺, 詹

恩華, 王嘉吉, 馬孟群, 彭彥鳴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謳馨,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77-5-

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生涯規劃活動手冊/王柏

翔, 胡美齡, 涂涵雅, 黃愛伶, 蔡素玲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11 .-- 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763-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選修公民與社

會. II/徐千惠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11 .-- 160 面; 2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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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07-759-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 V/吉

佛慈, 林威志, 林偌婷, 陳映辛, 劉俊

庚, 謝東霖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11 .-- 2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7538-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刻在你心底的故事: 

古典小說影視課/莊嘉薰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9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241-

9 (平裝) NT$248 普遍級  

測量學. 106-110: 題型整理+考題解析

/九樺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臺北

市 : 九樺, 111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108-5-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著 .-- 2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8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69-9 (平

裝) NT$720 普遍級  

視覺傳播概論/莊克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90-8 (PDF) NT$420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放大的

艺术/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52-1 (平裝) 

普遍級  

超速效!9 招心法快速提升學測國綜+

國寫實力/廖筱雯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58-7 (PDF) 

普遍級  

超模社會科學測全真模擬題本/王湘

琳, 林詩舷, 林曉芬, 陳若文, 郭麗雯, 

張心穎, 張育蒼, 莊郁麟, 游智凱, 劉

怡秀, 藍政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9 .-- 1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19-243-3 ( 平 裝 ) 

NT$338 普遍級  

超模國文科學測全真模擬題本/張珮

娟, 鄭慧敏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9 .-- 18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19-242-6 ( 平 裝 ) 

NT$275 普遍級  

郵政三法: 實力躍昇完全攻略/胡劭

安 編  .-- 六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26-6 (PDF) NT$400 普遍級  

郵政三法大意與洗錢防制法大意題

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馬巡城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31-0 (PDF)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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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28-0 (PDF)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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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29-7 (PDF)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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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59-4 (PDF)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B 決戰統測 24

回/簡美智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10 .-- 14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23-531-4 (平裝) 普遍

級  

新時代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學術

科研讀範本/明軒工作室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9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28-4 (平裝) 普遍級  

新魔法教室: PowerPoint 2019 簡報好

上手/碁峰資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16-3 (PDF) 普遍級  

新魔法教室: Windows 10 快樂學電腦

/碁峰資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18-7 (PDF) 普遍級  

新魔法教室: Word 2019 文書好上手/

碁峰資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19-4 (PDF) 普遍級  

會考衝刺 120 天. 公民科/南一書局評

鑑測驗中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11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13-2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會考衝刺 120 天. 地理科/南一書局評

鑑測驗中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11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12-5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會考衝刺 120 天. 自然科/岳鋒編著 .-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110-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會考衝刺 120 天. 英語科/南一書局評

鑑測驗中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09-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會考衝刺 120 天. 國文科/南一書局評

鑑測驗中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08-8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會考衝刺 120 天. 數學科/莊頤禎編

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51-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會考衝刺 120 天. 歷史科/南一書局評

鑑測驗中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0 .-- 1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11-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會計師高等會計學 . 112 版/蕭靖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44-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會計審計法規/王上達編著 .-- 24 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3-8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會計學(四)新攻略/盧奕(盧立博)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啟芳, 11110 .-- 

20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16-0-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孫妙雪, 蔡瑞祥編著 .-- 

25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48-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解題完全制霸/蔡瑞祥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38-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經濟學申論題完全制霸 /蔡經緯編

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7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44-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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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測驗題完全制霸/張政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279-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資料處理(概要)/柯霖廷 , 許淂祐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9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37-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資通網路與安全講義(高普考適用)/

新心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1 版 .-- 新北市 : 新心資安,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1-6-8 

(PDF) 普遍級  

電工機械/曹正勳, 林育賢, 黃俊儒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 

11110 .-- 26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402-8-1 (下冊:平裝) NT$400 普

遍級  

圖書館學大意/孔德仁編 .-- 十一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22-8 (PDF) NT$500

普遍級  

圖解社會工作倫理/陳思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21-9 (PDF) 

NT$380 普遍級  

圖解數量視光學. 2023/楊文卿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110 .-

- 3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67-06-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漫讀: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圖表的判

讀與分析/蔡天劍, 李捷, 李正心, 洪嘉

琳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蔡玉谷 , 

11109 .-- 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18-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監獄學高分示解. 112 版/王皓強, 王

薔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6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26-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管理學歷屆試題詳解. 110-109 年/管

仲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80-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精準制高中學測化學總複習/林成彥

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

422-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精準制高中學測地理總複習/林曉芬

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

423-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精熟主題式 閱測 : 會考新配方 ( 題

本)= Reading excellence!/王祈堯總編

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110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5-20-0 (平裝) NT$310 普

遍級  

臺灣手語(教師手冊). 第 1 冊, 上學去

/張榮興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108 .-- 1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019-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臺灣手語(教師手冊). 第 2 冊, 放學了

/張榮興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108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020-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臺灣手語(教師手冊). 第 3 冊, 逛動物

園/張榮興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8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021-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臺灣手語(教師手冊). 第 4 冊, 下雨天

/張榮興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108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022-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臺灣手語(教師手冊). 第 5 冊, 去公園

玩/張榮興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8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023-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臺灣手語(教師手冊). 第 6 冊, 狗狗朋

友/張榮興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8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024-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題庫 /李道信

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18-1 

(PDF) NT$420 普遍級  

*遠東少年中文(student book). level 1= 

Far east Chinese for youth(student book). 

level 1/Wei-ling Wu, Hai-lan Tsai .-- 

third edition .-- 臺北市 : 遠東, 11109 .-

- 16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5598-02-0 (平裝) 普遍級  

審計學(概要)/郭軍, 陳仁易編著 .-- 1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75-

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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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60-0 (PDF) 

普遍級  

數學想想. 五年級上學期/史英總編

輯 .-- 初版六刷 .-- 臺北市 : 人本教育

基金會, 111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618-8-6 (第 3 冊:平裝) 

NT$660 普遍級  

數學想想: 親子互動指引. 二年級上

學期/史英總編輯 .-- 三版二刷 .-- 臺

北市 : 人本教育基金會, 11110 .-- 冊 .-

- ISBN 978-626-96618-3-1 (第 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96618-4-

8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96618-5-5 (第 3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96618-6-2 (第 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96618-7-

9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數學想想: 親子互動指引. 一年級上

學期/史英總編輯 .-- 三版二刷 .-- 臺

北市 : 人本教育基金會, 11110 .-- 冊 .-

- ISBN 978-986-06826-8-7 (第 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06826-9-

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96618-0-0 (第 3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96618-1-7 (第 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96618-2-

4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標竿探險基礎閱讀 80 篇= Exploring 

basic reading for GEPT kids/賴素如策

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標竿出版

社, 11109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098-6-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模具設計與製圖/湯誌龍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2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8-336-

7 (上冊:平裝) 普遍級  

練吧!那些年考過的題目: 刑法概要. 

申論題篇/齊聖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35-6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閱讀小當家. 中年級/林佳錚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174-3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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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 3800.全國高中模擬試題彙編. 

社會考科/各校名師聯合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37-8 (平

裝) 普遍級  

學測 3800.全國高中模擬試題彙編. 

國文考科/各校名師聯合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9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12-5 (平

裝) 普遍級  

*導遊領隊實務(一)/游勇訓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9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09-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導遊領隊實務(二)/游勇訓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9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11-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導領實務一. 2023: 考照精華完全攻

略/樂達, 菲揚編撰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1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57-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導領實務二. 2023: 考照精華完全攻

略/樂達, 菲揚編撰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109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58-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導領觀光資源概要. 2023: 考照精華

完全攻略/樂達, 菲揚編撰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4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59-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憲法測驗題好好考/嶺律師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50-

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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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61-7 (PDF) 普遍級  

*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合一(全

類科)/李杰, 廖震, 王文充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23-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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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35-8 (PDF) NT$580 普遍

級  

靜力學必做 50 題型/徐毓宏, 許弘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 

11109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451-0-7 (平裝) NT$590 普遍級  

職場多益宅即通 : 口說訓練= New 

TOEIC by express: speaking 

training/(주)다락원 토익 연구소多樂

園多益研究所著 .-- 臺北市 : 大新科

技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96593-6-4 (第 1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626-96593-7-1 (第 2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626-96593-8-8 (第

3 冊:精裝) NT$380 普遍級  

職場多益宅即通 : 口說測驗= New 

TOEIC by express: speaking actual 

test/(주)다락원 토익 연구소多樂園多

益研究所著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6593-9-

5 (第 1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

626-96597-0-8 (第 2 冊:精裝) NT$380 .-

- ISBN 978-626-96597-1-5 (第 3 冊:精

裝) NT$380 普遍級  

職場多益宅即通 : 閱讀基礎= New 

TOEIC by express: reading 

basic/(주)다락원 토익 연구소多樂園

多益研究所著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6593-0-

2 (第 1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

626-96593-1-9 (第 2 冊:精裝) NT$380 .-

- ISBN 978-626-96593-2-6 (第 3 冊:精

裝) NT$380 普遍級  

職場多益宅即通 : 閱讀進階= New 

TOEIC by express: reading 

intermediate/(주)다락원 토익 연구소

多樂園多益研究所著 .-- 臺北市 : 大

新科技,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96593-3-3 (第 1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626-96593-4-0 (第 2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626-96593-5-7 (第

3 冊:精裝) NT$380 普遍級  

職場多益宅即通 : 聽力基礎= New 

TOEIC by express: listening 

basic/(주)다락원 토익 연구소多樂園

多益研究所著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1111 .-- 冊 .-- ISBN 978-957-8620-94-

0 (第 1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

957-8620-95-7 (第 2 冊:精裝) NT$380 .-

- ISBN 978-957-8620-96-4 (第 3 冊:精

裝) NT$380 普遍級  

職場多益宅即通 : 聽力進階= New 

TOEIC by express: listening 

intermediate/(주)다락원 토익 연구소

多樂園多益研究所著 .-- 臺北市 : 大

新科技, 11111 .-- 冊 .-- ISBN 978-957-

8620-97-1 (第 1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957-8620-98-8 (第 2 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957-8620-99-5 (第

3 冊:精裝) NT$380 普遍級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VII, 臨床鏡檢學

(含寄生蟲學)/陳連城, 康情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5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274-

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警特用: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

清編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9 .-- 9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22-2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警察. 112 版: 警察行政法(含行政程

序法)/陳治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9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39-0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警察考試. 112 版: 知識圖解犯罪學主

題式混合題庫 Q&A/何漢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32-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警察法規(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成琳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62-4 (PDF) 普遍級  

贏 戰 歷 屆 試 題 . 英 語 ( 教 師 用 ).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790-6 (平裝) 普遍級  

贏戰歷屆試題. 英語. 101~111 年/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0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789-

0 (平裝) 普遍級  

鐵路佐級. 2023: 鐵路國文(測驗)重點

整理 精選考題/余訢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6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60-8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鐵路佐級. 2023: 鐵路國文(測驗)歷屆

題庫完全攻略/吳嶽編著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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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典文化, 11109 .-- 4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61-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鐵路佐級. 2023 版: 英文歷屆題庫完

全攻略/徐萍編著 .-- 第 12 版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10 .-- 4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68-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鐵路佐級. 2023 版: 細說英文 重點整

理+精選考題/拿芬, 簡捷編著 .-- 第 13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0 .-- 5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67-

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鐵路佐級: 企業管理大意: 歷屆題庫

完全攻略/陳企光編著 .-- 第十二版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66-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鐵路佐級: 事務管理大意: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賀冠甄編著 .-- 第十三版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64-6 (平

裝) NT$570 普遍級  

鐵路佐級: 事務管理大意: 歷屆題庫

完全攻略/賀冠甄編著 .-- 第十二版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9 .-- 5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65-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林敏玄編

著 .-- 7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9 .-- 5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31-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鑄造實習/張晉昌, 陳重銘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1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8-333-

6 (平裝) 普遍級  

羈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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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07-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觀光資源概要/游勇訓編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9 .-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10-2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兒童讀物 

<<基度山恩仇記>>的誕生/艾勒里作; 

郭莉蓁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10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58-4 (平裝) 普遍級  

(小學生的腦科學漫畫)人類探索研

究小隊. 2, 為什麼我們常常記不住?/

鄭在恩(정재은), 李高恩(이고은)作; 

金現民(김현민)繪; 林盈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11-6 

(EPUB) 普遍級  

(小學生的腦科學漫畫)人類探索研

究小隊. 2, 為什麼我們常常記不住?/

鄭在恩(정재은), 李高恩(이고은)作; 

金現民(김현민)繪; 林盈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14-7 (PDF) 

普遍級  

鰕虎尋家記/黃彥儒, 顧玉蓉, 黃彥博, 

黃美智, 陳威翰圖.文 .-- 臺中市 : 中

市環保局, 11109 .-- 21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66-31-4 (平裝) 

普遍級  

Cici's monster friends/故事餡有限公司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故事餡 , 

11112 .-- 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47-1-2 (平裝) NT$1680 普

遍級  

FOOD 超人小手點讀台灣地圖百科/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111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23-763-2 ( 精 裝 ) 

NT$650 普遍級  

FOOD 超人小手點讀情境英文會話/

陳乃鳳編輯; 張心捷繪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111 .-- 13 面; 32X32 公分 .-

- ISBN 978-986-223-760-1 ( 精 裝 ) 

NT$650 普遍級  

HIDE & SEEK 小侦探 1500 单词书. 1, 

我的社区/学龄国际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學齡國際, 11110 .-- 16 面; 37 公

分 .-- ISBN 978-626-7016-17-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HIDE & SEEK 小侦探 1500 单词书. 2, 

逻辑思维/学龄国际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學齡國際, 11110 .-- 16 面; 37 公

分 .-- ISBN 978-626-7016-18-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HIDE & SEEK 小侦探 1500 单词书. 3, 

我的趣味生活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

作 .-- 臺北市 : 學齡國際, 11110 .-- 16

面; 37 公分 .-- ISBN 978-626-7016-19-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HIDE & SEEK 小侦探 1500 单词书. 4, 

自然世界/学龄国际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學齡國際, 11110 .-- 16 面; 37 公

分 .-- ISBN 978-626-7016-20-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HIDE & SEEK 小侦探 1500 单词书. 5, 

学校裡的一天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

作 .-- 臺北市 : 學齡國際, 11110 .-- 16

面; 37 公分 .-- ISBN 978-626-7016-21-

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HIDE & SEEK 小侦探 1500 单词书. 6, 

科学的奥秘/学龄国际有限公司作 .-- 

臺北市 : 學齡國際, 11110 .-- 16 面; 37

公分 .-- ISBN 978-626-7016-2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HIDE & SEEK 小侦探 1500 单词书. 7, 

甜蜜的家/学龄国际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學齡國際, 11110 .-- 16 面; 37 公

分 .-- ISBN 978-626-7016-23-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HIDE & SEEK 小侦探 1500 单词书. 8, 

我的世界/学龄国际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學齡國際, 11110 .-- 16 面; 37 公

分 .-- ISBN 978-626-7016-24-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Never guji 小熊搔搔癢!/Sam Taplin 作;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佳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0 .-- 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0-

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Never guji 猴子搔搔癢!/Sam Taplin 作;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佳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0 .-- 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1-

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Never guji 鯊魚搔搔癢!/Sam Taplin 作;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佳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0 .-- 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2-

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Slide 好聲音!聽見囉!交通工具/Sam 

Taplin 作; Ailie Busby 插圖; 李思源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11 .-- 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7-1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Steam reader: stray dogs/green 

boogers/Walt Disney/bullying/ .--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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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9 .-- 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99-5 (平裝) 

NT$335 普遍級  

Tarudrawdrange 的故事: 生命回溯,連

結記憶/高佩文撰文; 黃君庭, 林宗穎

繪圖 .-- 屏東縣 : 屏縣長榮百合國小, 

11110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6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Vuvu 的故事: 生命回溯,連結記憶/高

佩文, 林竹君撰文; 黃君庭, 林宗穎繪

圖 .-- 屏東縣 : 屏縣長榮百合國小, 

111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6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喵也」同學的上學之路/陳達得文; 

佘怡瑩圖 .-- 一版 .-- 臺中市 : 普生數

位科技,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09-19-1 (EPUB) 普遍級  

一閃一閃亮晶晶: BUBU 演奏會/Sam 

Taplin 作; Kathryn Selbert 插圖; 廖佳

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6-4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一箭之遙/張友漁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73-4 (EPUB) 普遍級  

口罩超人/楊璟昀(童話阿姨)文; 阿喵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112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658-959-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大氣的守護者/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

文字編輯 .-- 臺北市 : 台電, 11110 .-- 

32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

533-303-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小小的大冒險/周見信文.圖 .-- 二版 .-

- 新北市 : 步步,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4-10-4 (EPUB) 普遍

級  

小小的大冒險/周見信文.圖 .-- 二版 .-

- 新北市 : 步步,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4-11-1 (PDF) 普遍級  

小 小 知 識 家 動 手 大 發 現 : 交 通

AMAZING!/Sophie Dussaussois 作 ; 

Pierre Caillou 插圖; 李旻諭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9 .-- 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8-

8 (精裝) NT$500 普遍級  

小手按按有聲書: 節日歌謠/風車編

輯群作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11 .-

- 12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

223-759-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小老鼠奇奇去外婆家/末崎茂樹文.圖; 

游蕾蕾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

國際, 11111 .-- 3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440-456-8 (精裝) 普遍

級  

小河童成長繪本系列/Poca 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051-76-4 (全套:

精裝) NT$960 普遍級  

小紙船看海/林良著; 鄭明進圖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41-7 (EPUB) 

普遍級  

小紙船看海/林良著; 鄭明進圖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42-4 (PDF) 

普遍級  

小動物兒歌集/林良著; 鄭明進圖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43-1 (EPUB) 

普遍級  

小動物兒歌集/林良著; 鄭明進圖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44-8 (EPUB) 

普遍級  

小菊子偵探記/吳奕寬作; 陳姿英, 羅

照婷繪 .-- 臺南市 : 樂悅兒工作室, 

11110 .-- 4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13-0-5 (精裝) NT$450 普

遍級  

小綠人不見了!: 遊戲書(成長版)/劉

嘉珮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32-3 (平裝) NT$60 普遍級  

小綠人不見了!: 遊戲書(快樂版)/張

晞晞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33-0 (平裝) NT$60 普遍級  

小學生 STEAM 科學實驗家: 5 大領

域 X40 種遊戲實驗,玩出科學腦/潔絲.

哈里斯(Jess Harris)作; 穆允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12-3 (PDF) 

普遍級  

小學生 STEAM 科學實驗家: 5 大領

域 X40 種遊戲實驗,玩出科學腦/潔絲.

哈里斯(Jess Harris)作; 穆允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13-0 

(EPUB) 普遍級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培養醫學知識套

書/高嬉貞文; 趙勝衍圖; 林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77-74-7 (全套: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已化為記憶的巴米揚大佛 /是非作; 

陳文卿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

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54-6 (平裝) 普遍級  

不能出門的三隻小豬/楊璟昀(童話阿

姨)文; 紹華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1112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58-961-4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中國古代的農業科技/張之傑作; 柯

廷霖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53-9 (平裝) 普遍級  

什麼?這 AI 是我媽媽?/王莉雯, 安邦, 

包容任故事原創; 吳采穎故事改編.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大一間 , 

11109 .-- 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15-1-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元宵喜圓滿/李光福文; 林伯彥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1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46-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天才麵包理髮師 . 4, 獨家瘦身妙方

/Monster Studio 文.圖; 徐月珠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50-8 (EPUB) 普遍

級  

天涼,好個秋/余遠炫作; 陳文卿等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55-3 (平裝) 普遍級  

手掌派對/裕濟理作; 簡郁璇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88-7 (EPUB) 普遍

級  

手掌派對/裕濟理作; 簡郁璇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89-4 (PDF) 普遍級  

毛怪的日常/許沛渝著; 林亞希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80-9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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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孩子. 6: 為什麼要遵守規則

並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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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32-8 (EPUB) 

NT$320 普遍級  

世界中的孩子. 7: 為什麼要尊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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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29-8 (EPUB) 普遍級  

世界中的孩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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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ane Kai)圖; 李貞慧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30-4 (EPUB) 

NT$320 普遍級  

令人怦然心動的看漫畫學英文片語

300: 從浪漫愛情故事,激發學習熱情,

提升英語理解力!/大岩秀樹監修; 惠

蘋果漫畫; 林劭貞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92-5 (PDF) 普遍級  

令人怦然心動的看漫畫學英文片語

300: 從浪漫愛情故事,激發學習熱情,

提升英語理解力!/大岩秀樹監修; 惠

蘋果漫畫; 林劭貞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93-2 (EPUB) 普遍級  

北風和太陽/張晉霖, 徐明文; 陳昭如

圖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 , 

11110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06-3-7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去去 菸害/張瀞予圖.文 .-- 1 版 .-- 高

雄市 : 高市衛生局, 1111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1-11-0 (精裝) 

NT$399 普遍級  

台東三仙台/柱柱姐編著; 蘇偉宇繪

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110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54-

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台南.輕旅/李昕叡, 李彥澄, 李宥澄, 

莊可欣, 黃湘芸作 .-- 臺南市 : 南市環

保局, 11109 .-- 29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42-5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瓦楞四方人!合力逃離粉紅怪獸/Kim 

Rira 作;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21-5 (PDF) NT$320 普遍

級  

瓦楞四方人!合力逃離粉紅怪獸/Kim 

Rira 作;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22-2 (EPUB) NT$320 普

遍級  

瓦 楞 四 方 人 ! 合 力逃 離 粉紅 怪 獸= 

네모 네모 체육 시간/Kim Rira 作; 劉

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58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349-016-1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再見,小山丘!/李文娟文.圖 .-- 嘉義縣 : 

嘉縣府, 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25-0 (精裝) 普遍

級  

回到爸媽小時候.臺灣鄉土教育繪本

集/陳麗雅圖; 朱秀芳, 鄭靜儀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77-67-9 (全套:

精裝) NT$730 普遍級  

地下的寶藏/張晉霖, 徐明文; 郝洛玟, 

吳嘉倩圖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

技, 11110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06-4-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地球看醫生/韋喜君圖.文 .-- 苗栗縣 : 

苗栗縣環保局, 11110 .-- 1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7070-32-1 (精裝) 

普遍級  

如果你看得到我在哭/江潔, 楊亞諾

圖 . 文  .-- 臺 中 市  : 中 市 環 保 局 , 

11109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6-30-7 (平裝) 普遍級  

成語漫畫笑學堂(1-3)/康軒編輯部, 黃

健琪文; 劉俊良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26-662-9 (全套:平裝) NT$669 普

遍級  

早起的北極熊/阿德蝸作; a-jay 插畫 .-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46-1 (平裝) 普遍級  

有趣的時鐘/柯華依作; 柯廷霖等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59-1 (平裝) 普遍級  

江湖,還有人嗎?/張友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69-7 (EPUB) 普遍

級  

米米找聲音: 遊戲書(成長版)/盧小比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11 .-- 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30-9 (平裝) NT$60 普遍級  

米米找聲音: 遊戲書(快樂版)/張晞晞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1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29-3 (平裝) NT$60 普遍級  

米米找聲音: 遊戲書(學習版)/張恩榕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

813-2 (平裝) NT$60 普遍級  

你爸爸我媽媽/李光福文; 陳盈帆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69-3 

(EPUB) 普遍級  

我不想被罵!= 혼나기 싫어요!/金歲

實作; Pauline Comis 繪;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4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18-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承諾/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

文; 妮娜.瑪塔(Nina Mata)圖; 李貞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 

11111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40-455-1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我的身體我作主!: 孩子的第一套安

全教育寶典/詹妮.桑德斯文; 潔麗.查

瑪金, 克雷格.史密斯, 莎拉.詹寧斯圖; 

楊佳諭, 劉淑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7177-81-5 (全套 :平裝 ) NT$1330

普遍級  

我的魚會種菜/呂學中, 李守繕, 葉程

郡, 楊于萱, 葉欣語, 徐偲芸, 葉劉欣

妶文.圖 .-- 桃園市 : 桃園市社子國小, 

11109 .-- 28 面; 12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49-1 (精裝) NT$700 普遍級  

我是一片葉子/安傑洛.莫茲洛(Angelo 

Mozzillo) 文 ; 馬 里 安 納 . 巴 杜 琪

(Marianna Balducci)圖; 劉淑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11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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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454-

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是好孩子: 不亂丟垃圾/鄭瑾瑜作; 

余首慧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

意, 11109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985-04-2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我是好孩子: 乖巧有禮貌/鄭瑾瑜作; 

余首慧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

意, 11109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96-7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我是好孩子: 到外婆家玩/鄭瑾瑜作; 

余首慧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

意, 11109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97-4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我是好孩子: 看醫生去/鄭瑾瑜作; 余

首慧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109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98-1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我是好孩子: 媽媽我愛您/鄭瑾瑜作; 

余首慧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

意, 11109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99-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我是學霸 /項華 , 劉全儒 , 郭元婕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2-037-

3 (全套:精裝) NT$1680 普遍級  

我是學霸: 10 分鐘愛上數學/項華編

著; 安妮卡.布蘭多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110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342-032-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我是學霸: Hello 機器人/項華編著; 格

克切.阿古爾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31-1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我是學霸: 不能不懂的程式設計/項

華編著; 弗朗西斯科.佩萊斯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33-

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我是學霸: 生物有祕密/劉全儒編著; 

阿里安娜.貝魯奇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110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342-034-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我是學霸: 這麼好玩的物理/項華編

著; 麥恩戈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35-9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我是學霸: 瘋狂的化學/郭元婕編著; 

阿里安娜.貝魯奇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110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342-036-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我為你祈禱= I prayed for you/珍.費歇

爾 (Jean Fischer)文 ; 法蘭克 .恩德比

(Frank Endersby)圖; 彭蕙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10 .-- 20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400-439-

3 (精裝) NT$220 普遍級  

我真的有看到長毛象!/艾力克斯.威

爾 莫 (Alex Willmore) 文 . 圖 ; 黃 筱 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

化, 11110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9-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我做得到!小建築師伊基/安德麗雅.

碧蒂(Andrea Beaty)作; 大衛 .羅伯茲

(David Roberts)繪; 林良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57-3 

(EPUB) NT$360 普遍級  

我做得到!小建築師伊基/安德麗雅.

碧蒂(Andrea Beaty)文; 大衛 .羅伯茲

(David Roberts)圖; 林良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77-1 

(EPUB) 普遍級  

我做得到!未來領袖蘇菲/安德麗雅.

碧蒂(Andrea Beaty)文; 大衛 .羅伯茲

(David Roberts)圖; 賴慈芸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58-0 

(EPUB) NT$360 普遍級  

我做得到!未來領袖蘇菲/安德麗雅.

碧蒂(Andrea Beaty)文; 大衛 .羅伯茲

(David Roberts)圖; 賴慈芸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59-7 

(PDF) NT$360 普遍級  

我準備好上幼兒園了: 你好,幼兒園/

北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12 .-- 1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223-762-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投給我!= Vote for me!/班.克蘭頓(Ben 

Clanton)作;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17-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改變歷史的大發明 /小牛頓科學教

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90-24-1 (全套:

平裝) NT$2800 普遍級  

每個孩子都要知道的犯罪預防安全

自救手冊/學研 plus 作; 李彥樺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94-9 (PDF) 

普遍級  

每個孩子都要知道的犯罪預防安全

自救手冊/學研 plus 作; 李彥樺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0-95-6 

(EPUB) 普遍級  

男孩?女孩?/喬安娜.艾斯特拉文.圖; 

李家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63-9 (EPUB) 普遍級  

男孩?女孩?/喬安娜.艾斯特拉文.圖; 

李家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64-6 (PDF) 普遍級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1-6 套書/強尼.馬

希安諾(Johnny Marciano), 艾蜜麗.切

諾韋斯(Emily Chenoweth)文; 羅伯.莫

梅 茲 (Robb Mommaerts) 圖 ; 謝 靜 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14-301-

2 (全套:平裝) NT$2100 普遍級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4-6 套書/強尼.馬

希安諾(Johnny Marciano), 艾蜜麗.切

諾韋斯(Emily Chenoweth)文; 羅伯.莫

梅 茲 (Robb Mommaerts) 圖 ; 謝 靜 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14-300-

5 (全套:平裝) NT$1050 普遍級  

來一場精彩表演!/高蘇珊娜作; 韓喆

厚繪; 林建豪翻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

際文化, 11111 .-- 5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30-14-1 (精裝附光碟

片)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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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山林的小水鹿/洪瑋立作; a-jay

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47-8 (平裝) 普遍級  

呱呱去看海: 跟著呱呱一起保護海洋

/王姿雲, 吳杰修文字.繪 .-- 嘉義縣 : 

嘉縣府, 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24-3 (精裝) 普遍

級  

夜間觀察/邱承宗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27-4 (EPUB) 普遍

級  

奇怪的一天 /娟秀圖 .文 ; 魏汝安翻

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 

11110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46-0-3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奇怪的動物園/娟秀圖.文; 魏汝安翻

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 

11110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46-1-0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姊姊的魔幻電梯/明.勒(Minh Lê)著; 

丹.桑塔(Dan Santat)繪;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85-4 

(EPUB) 普遍級  

放生還是殺生?/阿德蝸作; a-jay 等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56-0 (平裝) 普遍級  

放棄先生與完成先生/吳柏叡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75-19-8 (PDF) 普遍級  

玫瑰的身世/發言平台作; 曹波等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61-4 (平裝) 普遍級  

虎姑婆吃青菜/楊璟昀(童話阿姨)文; 

林昀潔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1112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58-960-7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阿咘會變身/陳妙芬文字.繪 .-- 嘉義

縣 : 嘉縣府, 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9-23-6 (精裝) 普遍

級  

青銅葵花/曹文軒作 .-- 三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59-4 (EPUB) 普遍

級  

哈囉!媽咪咪/Aileen Wu 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吳志芳,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05-1 (PDF) 

NT$299 普遍級  

咱的日子: 我們的日常/儲玉玲文; 儲

嘉慧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55-4 (EPUB) 普遍級  

咱的日子: 我們的日常/儲玉玲文; 儲

嘉慧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56-1 (PDF) 普遍級  

城市老鼠與鄉下老鼠/張晉霖, 徐明

文; 洪文卿, 簡永宏圖 .-- 臺北市 : 拇

指王文教科技, 11110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06-5-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封神榜.神界大地圖/張卓明著; 段張

取藝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93-9 (PDF) 普遍級  

封神榜.神界大地圖/張卓明著; 段張

取藝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94-6 (EPUB) 普遍級  

怎麼"拿"麼臭?!/蘇怡樺文.圖 .-- 臺中

市 : 中市環保局, 11109 .-- 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66-32-1 (平裝) 

普遍級  

星星好朋友/楊淑清文; 王建傑圖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44-8 (EPUB) 

NT$210 普遍級  

柳 林 中 的 風 聲 / 肯 尼 士 . 葛 拉 罕 姆

(Kenneth Grahame)原著; 陳正馨改寫; 

小島研究站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8-531-8 (EPUB) NT$240 普

遍級  

為誰辛苦為誰甜/余遠炫作; 小新等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49-2 (平裝) 普遍級  

珍愛地球 從綠化開始/郭琍娜, 傅暄

甯, 林耘辰圖.文 .-- 臺南市 : 南市環

保局, 11109 .-- 19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43-2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紅圓圓和黑圓圓/上野與志雯; 村松

勝圖; 鄭明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1110 .-- 24 面; 24X24 公

分 .-- ISBN 978-957-762-747-6 (精裝) 

NT$300 普遍級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下雨了/范文芳

文.圖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1-90-0 

(EPUB) 普遍級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下雨了/范文芳

文.圖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91-7 (PDF) 

普遍級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小寄居蟹的新家

/范文芳文 .圖 .-- 臺北市 : 小光點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1-92-4 (EPUB) 普遍級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小寄居蟹的新家

/范文芳文 .圖 .-- 臺北市 : 小光點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1-93-1 (PDF) 普遍級  

香蕉行動: 大衛.威廉幽默成長小說

15/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著; 東

尼.羅斯(Tony Ross)繪; 郭庭瑄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71-9 (EPUB) 

普遍級  

家(中英對照)= Home/方素珍文; 程翠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11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655-1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恐龍先生流鼻涕以後/童言文; 劉佩

佩, 常博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

誼基金, 11110 .-- 40 面; 22X22 公分 .-

- ISBN 978-986-161-707-7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恐龍時代,誰最厲害?/陳維瑩作; 張佑

民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52-2 (平裝) 普遍級  

消失/張稚翎, 徐華謙圖.文 .-- 苗栗縣 : 

苗栗縣環保局, 11110 .-- 25 面; 22X31

公分 .-- ISBN 978-626-7070-29-1 (精裝) 

普遍級  

消失的動物園/阿德蝸作; a-jay 插畫 .-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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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48-5 (平裝) 普遍級  

海怪,從哪裡來?/洪瑋立, 張曉嵐作; 

陳孝貞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62-1 (平裝) 普遍級  

狼真的危險嗎?: 培養同理心與觀察

力/関優子著; 蘇懿禎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0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95-7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砰!立體教室大發現!地球原來長這

樣 /Anne Jankeliowitch 作 ; Annabelle 

Buxton 插畫; 何妍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0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3-3 (精裝) 

NT$8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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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0-3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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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78-8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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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1-0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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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2-7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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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3-4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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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4-1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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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5-8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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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79-5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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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6-5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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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7-2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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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8-9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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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69-6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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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70-2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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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71-9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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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72-6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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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73-3 (PDF) NT$300 普遍級  

神秘的桶子/陳宜君圖.文 .-- 臺中市 : 

中市環保局, 11109 .-- 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66-34-5 (平裝) 普遍

級  

秦淮後庭花/吳碩禹作; 珈米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64-

5 (平裝) 普遍級  

動手玩文字機關書/球球館編輯群編; 

Singing 圖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

際文化, 11111 .-- 18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986-442-208-1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動物狂歡節/黃佩芬作; 劉亞婷插畫 .-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43-0 (平裝) 普遍級  

動物醫生不簡單/李慧庭作; Hark 等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10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65-2 (平裝) 普遍級  

梅樹上的流星/林佑儒文; 徐芳如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71-6 

(PDF) 普遍級  

梅樹上的流星/林佑儒文; 徐芳如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72-3 

(EPUB) 普遍級  

清秀佳人(清新套裝紀念版)/露西.蒙

哥瑪麗(L. M. Montgomery)著; 黃素慧, 

王筱婷, 賴怡毓, 康文馨, 孟劭祺, 林

靜慧翻譯 .-- 四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10 .-- 冊 .-- ISBN 978-986-178-627-

8 (全套:平裝) NT$1600 普遍級  

猜猜看節日. 1/林芳萍文;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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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80-1 (PDF) 普遍級  

猜猜看節日. 1/林芳萍文;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81-8 (EPUB) 普遍級  

猜猜看節日. 2/林芳萍文;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82-5 (PDF) 普遍級  

猜猜看節日. 2/林芳萍文;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83-2 (EPUB) 普遍級  

第一名玩具/楊璟昀(童話阿姨)文; 吳

語緁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658-962-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第一次當哥哥/侯秋玲文; 黃雄生圖 .-

- 三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06-2 

(PDF) 普遍級  

粒粒玉米黃金雨/郭仲怡作; 陳鶯萍

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63-8 (平裝) 普遍級  

這是什麼洞?/蔡宜倩作; 薛慧瑩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56-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這是我的番薯!/梁連珠作; 金福華繪; 

林建豪翻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

化, 11111 .-- 5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30-15-8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800 普遍級  

造訪綠建築/劉冠伶, 張曉嵐作; a-jay

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57-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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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51-5 (EPUB) 

NT$266 普遍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1, 7-11 偷竊風波/林

佑儒作; 姬淑賢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47-1 (EPUB) 普遍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10, 古屋夏日謎團/

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48-8 (EPUB) 普遍

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2, 珍珠奶茶事件/

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49-5 (EPUB) 普遍

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3, 地下室鬧鬼/林

佑儒作; 姬淑賢繪畫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50-1 (EPUB) 普遍

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4, 外星男綁架之謎

/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畫 .-- 二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51-8 (EPUB) 普遍

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5, 邪惡甲蟲王破壞

事件/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7-52-5 (EPUB) 

普遍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6, 來自哇啦星球的

謎語/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7-53-2 (EPUB) 

普遍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7, <<芒果冰棒日報

>>事件 /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7-54-9 

(EPUB) 普遍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8, 土魠魚羹魔咒事

件/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 二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55-6 (EPUB) 普遍

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9, 神祕鑰匙大考驗

/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56-3 (EPUB) 普遍

級  

惡魔的花園/阿德蝸作; a-jay 等插畫 .-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60-7 (平裝) 普遍級  

曾祖母的紅柿子/李香晏作; 金慶淑

繪; 林建豪翻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

文化, 11111 .-- 5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30-16-5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800 普遍級  

森林裡的動物音樂會: 聽見柴可夫斯

基/Sam Taplin 作; Ag Jatkowska 插畫;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11 .-- 10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5-7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給兒童的小六法全書: 40 堂法律必修

課/楊貴智著; 王秋香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60-0 (EPUB) 普遍

級  

給兒童的小六法全書: 40 堂法律必修

課/楊貴智著; 王秋香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68-6 (PDF) 普遍級  

蛙嘉最好玩 /阮翊薰 , 楊愛鈴文字 .

繪 .-- 嘉義縣 : 嘉縣府, 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29-8 (精

裝) 普遍級  

超 人 兄 弟 / 馬 特 . 羅 伯 森 (Matt 

Robertson)作.繪; 黃懷萱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3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93-9 (精裝) 

NT$330 普遍級  

超級神奇的身體: 打個不停的嗝/段

張取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11 .-- 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547-6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超級神奇的身體: 流個不停的汗/段

張取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11 .-- 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549-0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超級神奇的身體: 蠢蠢欲動的屁/段

張取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11 .-- 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546-9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超能金小弟套書(1-5)/徐志源作; 李

真我繪; 翁培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邑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

986-0761-80-1 (全套 :平裝 ) NT$1110

普遍級  

黑琵抵嘉/郭子翎, 楊哲侑, 陳敏慈文

字.繪 .-- 嘉義縣 : 嘉縣府, 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27-

4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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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圓 的 一 天 : 去 野 餐 / 洪 憶 慈 作 ;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 11109 .-- 32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9-

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圓 圓 的 一 天 : 失 火 了 / 洪 憶 慈 作 ;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 11109 .-- 32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8-

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圓圓的一天 : 生日快樂 /洪憶慈作 ;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 11109 .-- 32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7-

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圓圓的一天: 冰淇淋店的教訓/洪憶

慈作 ;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109 .-- 32

面 ; 24X24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34-0-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圓圓的一天 : 拜訪叔叔 /洪憶慈作 ;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 11109 .-- 32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4-

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圓圓的一天: 圓圓購物去/洪憶慈作;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 11109 .-- 32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3-

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圓圓的一天: 遇到水獺阿吉/洪憶慈

作;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109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1-

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圓圓的一天: 頑皮的小老鼠/洪憶慈

作;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109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5-

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圓圓的一天: 學校的一天/洪憶慈作;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 11109 .-- 32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2-

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圓 圓 的 一 天 : 學 電 腦 / 洪 憶 慈 作 ; 

Ksenia Zababashkina 繪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 11109 .-- 32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634-6-

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感謝!!!豐盛的一餐/劉希真, 賴韋勳

作 .-- 臺南市 : 南市環保局, 11109 .-- 

31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0701-45-6 (平裝) NT$299 普遍級  

想問什麼翻翻書: 關於金錢你想知道

什麼/Katie Daynes 作; Jodie Smith 插

圖; 李思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

流文創, 11110 .-- 1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4-0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愛的故事 .知識繪本 . 4/潘美慧文 ; 

Shih-Fen, 曾靖軒, 黃麗珍圖 .-- 初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6-657-5 (全套:精裝) 

NT$7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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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22-6 (PDF) 普遍級  

*新北城市繪本 /孫心瑜圖 ; 粘忘凡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化局,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35-35-

8 (全套:精裝) NT$1720 普遍級  

萬能阿修/徐郁沅圖.文 .-- 苗栗縣 : 苗

栗縣環保局, 11110 .-- 28 面; 31 公分 .-

- ISBN 978-626-7070-31-4 (精裝) 普遍

級  

窟仔人/骨力人/邱文慈文字; 黃奕穎

繪 .-- 嘉義縣 : 嘉縣府, 11110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30-

4 (精裝) 普遍級  

解決孩子的大煩惱.人際成長套書/篠

真希, 長縄史子, 海野美穂作; 周若珍, 

林美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9-

031-4 (全套:平裝) NT$640 普遍級  

跟古人學智慧: <<智囊>>故事選集/

謝武彰著; 顏銘儀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86-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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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09-3 (PDF) 普遍級  

跟著動物過一天: 工作大探索/雪倫.

任塔(Sharon Rentta)文.圖; 侯秋玲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0 .-

- 冊 .-- ISBN 978-626-7177-57-0 (全套:

精裝) NT$10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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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64-5 (EPUB) 

NT$210 普遍級  

嘉嘉總動員/張簡駿凱, 郭子翎, 陳敏

慈 文 字 . 繪  .-- 嘉 義 縣  : 嘉 縣 府 , 

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09-28-1 (精裝) 普遍級  

漫畫版名人傳: 為護理奉獻一生的戰

地天使 : 南丁格爾 /金井一薰監修 ; 

SAKURA 漫畫;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8-07-1 (平

裝) 普遍級  

熊熊,你怎麼還不睡?/楊璟昀(童話阿

姨)文; 傅馨逸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58-963-8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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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87-8 

(EPUB) 普遍級  

管家琪床邊故事經典 365 套書(1-3

冊)/管家琪著;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109 .-- 冊 .-

- ISBN 978-626-96550-2-1 (全套:平裝) 

NT$960 普遍級  

精靈之眼/黃歆蓓文字.繪 .-- 嘉義縣 : 

嘉縣府, 11110 .-- 32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09-26-7 (精裝) 普遍

級  

臺南黑琵綠生活/廖思詠, 張恩碩, 蔡

昀芯圖.文 .-- 臺南市 : 南市環保局, 

11109 .-- 1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01-46-3 (平裝) NT$299 普遍級  

臺詩兒童繪本. 5: 宴享醍醐味/徐必

觀, 李逢時, 王炳南, 賴雨若, 施鈺, 葉

際唐, 王竹修, 張李德和, 林緝熙, 唐

贊袞文; 周佳慧繪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1111 .-- 36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986-532-670-8 ( 精 裝 ) 

NT$200 普遍級  

與山的約定/林毓容圖.文 .-- 苗栗縣 : 

苗栗縣環保局, 11110 .-- 2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7070-30-7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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嘰哩咕嚕話三國: 歇後語一點就通(1-

4)/賴惠鳳文; 葉祐嘉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26-660-5 ( 全 套 : 平 裝 ) 

NT$899 普遍級  

嬌豔花容<清平調>/吳碩禹作; 阿 Lon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50-8 (平裝) 普遍級  

誰跟我是同一國的?/陳之儀作; 漫畫

罐頭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42-3 (平裝) 普遍級  

學校,怎麼快樂上學才好呢?/李奇圭

文; 俞庚和圖; 林玗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61-7 (PDF) 普遍級  

戰 爭 改 變 了 小 圓 城 = The war that 

changed rondo= Війна, що зм

і н и л а  Р о н д о /Romana 

Romanyshyn, Andriy Lesiv 繪著; 楊馥

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206-26-3 (精裝) NT$450 普遍級  

螞蟻與鴿子/張晉霖, 徐明文; 柯廷霖, 

雷秀卿圖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

技, 11110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06-6-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親愛的河川: 小白跟阿金的相遇/陳

柏男圖.文 .-- 臺中市 : 中市環保局, 

11109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29-1 (平裝) 普遍級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1-4)/施曉蘭, 楊嘉

慧文; 鄭玉佩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9 .-- 冊 .-- ISBN 978-

626-326-661-2 (全套:平裝) NT$829 普

遍級  

鋼琴詩人的憂鬱情懷/黃佩芬作; 陶

一山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45-4 (平裝) 普遍級  

霍普先生到我家/卓聖涵, 廖淨晶, 卓

憶嵐圖.文 .-- 臺中市 : 中市環保局, 

11109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33-8 (平裝) 普遍級  

蕾貝卡.寇柏聖誕經典繪本套書/理察.

柯提斯(Richard Curtis)文; 蕾貝卡.寇

柏(Rebecca Cobb)圖; 黃筱茵, 劉握瑜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038-53-

6 (全套:精裝) NT$629 普遍級  

檸檬的天空/阿德蝸作; a-jay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51-

5 (平裝) 普遍級  

羅曼蒂克話明月/傅小芸作; 蘇力卡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10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66-9 (平裝) 普遍級  

屬於他們的世界/高菱讌著; 姜旻萱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81-6 

(PDF) NT$300 普遍級  

鹽地裡的魔法師/陳冠臻, 陳芊孝, 郭

玥澄, 連卉晴, 陳晨琳作 .-- 臺南市 : 

南市環保局, 11109 .-- 31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44-9 (平裝) 

NT$299 普遍級  

鵜鶘的「口袋」裡藏了什麼寶?/吳

立萍作; 蔡穎文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

國際文化,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58-344-7 (平裝) 普遍

級  

猜猜我在比什麼?/吉竹伸介作.繪; 許

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39-3 (EPUB) NT$175 普遍級  

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婚外四重奏: 偵探與人

妻/芒其之一, 寒竹泉美, ache 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743-8 (EPUB) NT$20 限制級  

1DK 房租只要 3 萬 5...附辣妹 JK 陪

住!?: 頂進深處時的高潮表情露出來

讓我看看?/夏吉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44-5 

(EPUB) NT$40 限制級  

2.5 次元的誘惑 /橋本悠作; 李俊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439-7 (第 8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2.5 次元的誘惑. 8/橋本悠作; shaunte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41-0 (EPUB) 

限制級  

25 點的休假: 市川春子作品集. II= 25

時のバカンス/市川春子著; 謝仲庭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5-

202-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1/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51-3 (EPUB) NT$98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2/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52-0 (EPUB) NT$98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3/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53-7 (EPUB) NT$98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4/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54-4 (EPUB) NT$98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5/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55-1 (EPUB) NT$98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6/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56-8 (EPUB) NT$98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7/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57-5 (EPUB) NT$98 普遍級  

Ask.Affection 詢問.情感/与ーマキナ

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10-3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BACK STAGE!!/影木榮貴原作; 藏王

大志漫畫;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9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87-8 (第 1 冊:

平裝) 限制級  

BACK STAGE!!. 1/影木榮貴原作; 藏

王大志漫畫;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19-6 (EPUB) 限制

級  

BADON 天堂菸館/小野夏芽作; 厭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2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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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24-2 (第

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bitter drop 苦澀的糖果/四宮和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386-

7 (平裝) NT$140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石塚真一作; 

柯冠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03-7 (第 5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3/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522-1 (PDF)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3/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523-8 (EPUB) 普遍級  

BL 演員初試啼聲/藤谷陽子作; 灰陽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358-4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

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368-3 (第

1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朱神寶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10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123-3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cos-chu♥扮演中毒!. 1/あずまゆき

作 ; 小 天 野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82-3 (EPUB) 限制級  

cos-chu♥扮演中毒!. 2/あずまゆき

作 ; 小 天 野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83-0 (EPUB) 限制級  

cos-chu♥扮演中毒!. 3/あずまゆき

作 ; 小 天 野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84-7 (EPUB) 限制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 11/淺

野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08-7 (EPUB) NT$91 普遍

級  

Fate/Grand Order: 真 實 之 旅 /TYPE-

MOON 原作; カワグチタケシ作; 蔡

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218-

1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Grr 獸性之聲/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李

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43-

7 (平裝) NT$160 限制級  

K 老師的野獸愛情/夏水りつ作; Kyo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59-9 

(EPUB) NT$98 普遍級  

Luck 幸運/暮田マキネ作; 林香吟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11-

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MAO 摩緒. 10/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18-4 

(PDF) 普遍級  

MAO 摩緒. 10/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20-7 

(EPUB) 普遍級  

MF GHOST 燃油車鬥魂. 8/重野秀一

作 ; 林 志 昌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299-0 (EPUB) NT$55 普遍級  

NEW GAME!. 12/得能正太郎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98-3 (EPUB) 

NT$69 普遍級  

No.1Ω 不相信命運/末原さかえ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24-0 (EPUB) NT$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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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25-7 (PDF) NT$1110 限制級  

Op 夜明至的無色之日/ヨネダコウ

作; 藤崎スダル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641-9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ORIGIN 原型機. 10/Boichi 作; 林子傑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14-8 

(EPUB) NT$84 普遍級  

ORIGIN 原型機. 5/Boichi 作; 林子傑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09-4 

(EPUB) NT$84 普遍級  

ORIGIN 原型機. 6/Boichi 作; 林子傑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10-0 

(EPUB) NT$84 普遍級  

ORIGIN 原型機. 7/Boichi 作; 林子傑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11-7 

(EPUB) NT$84 普遍級  

ORIGIN 原型機. 8/Boichi 作; 林子傑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12-4 

(EPUB) NT$84 普遍級  

ORIGIN 原型機. 9/Boichi 作; 林子傑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13-1 

(EPUB) NT$84 普遍級  

PET 契約/座裏屋蘭丸作; AKIRA 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624-

2 (平裝) NT$200 限制級  

PPPPPP/マポロ 3 号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40-6 (第 1 冊:

平裝) NT$100 普遍級  

ReMiDoLaSiSo 鶴谷香央理私藏短篇

集/鶴谷香央理著; 丁雍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002-8 (平

裝) 普遍級  

Sacrifice #1/Laurent Valles Jr, UJ Chen

陳雍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陳雍杰, 

11110 .-- 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78-5 (平裝) NT$275 普遍級  

Sacrifice #2/Laurent Valles Jr, UJ Chen

陳雍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陳雍杰, 

11110 .-- 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93-8 (平裝) NT$275 普遍級  

Sacrifice #3/Laurent Valles Jr, UJ Chen

陳雍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陳雍杰, 

11110 .-- 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94-5 (平裝) NT$275 普遍級  

SAKAMOTO DAYS 坂本日常/鈴木祐

斗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126 

 

626-347-212-9 (第 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S 和 N/古矢渚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297-6 (EPUB) NT$69 普遍

級  

trash 黑街殺手. 1/山本賢治原作; D.P

漫畫; 小天野翻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86-1 (EPUB) 限制級  

UNDEAD: 末日依存/露久ふみ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27-3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WITCH WATCH 魔女守護者/篠原健

太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16-7 (第 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xxx 的我和 xxxx 的你. 前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368-2 

(EPUB) NT$200 限制級  

xxx 的我和 xxxx 的你. 前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69-9 (PDF) 

NT$200 限制級  

xxx 的我和 xxxx 的你. 後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87-

3 (平裝) NT$350 限制級  

「憑妳也想討伐魔王?」被勇者小隊

逐出隊伍,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キキ

原作; 南方純漫畫; 梁勝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67-0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憑妳也想討伐魔王?」被勇者小隊

逐出隊伍,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 2/キ

キ原作; 南方純漫畫; 梁勝哲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88-5 (EPUB) 普遍級  

七八五十六. 1/工藤哲孝原作; 笹古

みとも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63-6 (EPUB) 

NT$84 普遍級  

七八五十六. 2/工藤哲孝原作; 笹古

みとも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64-3 (EPUB) 

NT$91 普遍級  

七八五十六. 3/工藤哲孝原作; 笹古

みとも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65-0 (EPUB) 

NT$91 普遍級  

九龍大眾浪漫/眉月じゅん作; 李其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233-4 (第 4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234-1 (第

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了不起的學生會長居然被討厭的我

操到高潮啊?: 品學兼優的 JK 不幸淪

為混混繼兄的洩慾玩具 /綾乃るみ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42-1 (EPUB) 

N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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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38-639-6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38-640-2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人狼變裸男夢裡被他千百遍!?: 色色

大野狼表示這是報答救命恩人的最

佳進行式/キカイニンゲン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45-2 (EPUB) NT$40 限制級  

人馬 /墨佳遼原作; 朔小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79-

0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6/西修作;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96-9 (EPUB) 

NT$55 普遍級  

八坂不動産的不平凡日常 我開始跟

幽霊同居了/飛野猶原作; みなみの

は漫畫; 鍾佳錦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952-6 (EPUB) 普遍級  

十二支色戀草子: 蜜月之章. 4/待緒

イサミ作; 小綠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16-2 (EPUB) NT$98 普遍級  

十等分的新娘/雪乃作;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30-

1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三人行/蝴蝶 Seba 原著; 曉君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1111 .-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7018-61-8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三角系戀愛/佐木かやの作; 吳美嬅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58-7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三森先生的好色嘴巴/rasu 作; 青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427-4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三森先生的好色嘴巴/rasu 作; 青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549-3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下流賤貓正在祕密擺尾/天王寺ミオ

作; 黃盈琪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17-9 (EPUB) NT$98 普遍級  

下廚生活 周末一次搞定家常備菜食

譜. 2/仁茂田あい作; 張芳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295-2 (EPUB) NT$69 普遍

級  

久保同學不放過我/雪森寧々作; 陳

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35-

8 (第 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土曜日の胸キュン: セレクション/

ミックスフレーバー(MixFlavor 綜合

口味)作; AKIRA LEE, Coco 翻訳 .-- 初

版 .-- 臺北市 : 綜合口味, 11109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72-1-

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大姐姐組之性致勃勃要忍耐!/ひょう

が。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52-1 

(EPUB) NT$144 限制級  

大姐姐組之性致勃勃要忍耐!/ひょう

が。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67-5 

(PDF) NT$144 限制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ヒロユキ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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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08-

6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小 玩 笑 小 水 獺 繪 本 : 美 好 的 一 日

/Lommy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01-1 (平裝) 

普遍級  

小狸貓和小狐狸/アタモト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229-

7 (第 8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山田與加瀬同學. 2/高嶋ひろみ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294-5 

(EPUB) NT$69 普遍級  

不可解的我的一切/粉山カタ作; 林

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73-8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不死不運/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64-5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不知不覺想飛的風向雞/阿部あかね

作 ; kyo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18-6 (EPUB) NT$98 普遍級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NANASHI 作;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

219-8 (第 1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深崎暮人畫集. 

上, Flat./丸戶史明原作; 深崎暮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1-988-5 (平裝) 普遍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3/水

安里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14-6 (PDF) 普遍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3/水

安里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15-3 (EPUB) 普遍級  

不踹不踩不成愛/壱屋すみ作; 游若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990-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不踹不踩不成愛.1/壱屋すみ作; 游若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28-8 (EPUB) 普遍級  

不懂愛的 β 是少爺專屬管家/屋敷シ

マ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46-9 (EPUB) 

NT$40 限制級  

中年大叔轉生反派千金/上山道郎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38-0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中年大叔轉生反派千金/上山道郎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29-5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中年大叔轉生反派千金. 1/上山道郎

作 ; 小 天 野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44-1 (EPUB) 普遍級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13/春場葱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293-8 

(EPUB) NT$120 普遍級  

今生又注定。: 前世戀人(※不友善

上司)的愛撫依舊纏綿悱惻讓人銷魂/

まよ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747-6 (EPUB) 

NT$40 限制級  

元氣!抓狂一族. 19/浜岡賢次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04-2 

(EPUB) NT$80 普遍級  

元氣!抓狂一族. 19/浜岡賢次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05-9 

(PDF) NT$80 普遍級  

六月的七星. IV/カスカベアキラ作; 

Sherry Hsu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19-3 (EPUB) NT$105 普遍級  

勿說是推理/田村由美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28-

8 (第 1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化物語. 16/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

漫畫;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292-1 (EPUB) NT$55 普遍級  

化為環繞你的朝霞/海灯火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52-

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午 夜 兩點 怦然 心動 的古書 店 奇譚

/tacocasi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38-606-8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清水編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0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699-

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壬生的伴侶/cocoaball 原案; 篁ふみ漫

畫 ; 陳 姿 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450-

5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347-451-2 (下冊: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溪流釣魚篇 . 

12/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12-6 (EPUB) NT$150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6/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11-9 (EPUB) NT$180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7/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10-2 (EPUB) NT$180 普遍級  

天空侵犯. 5/大羽隆廣漫畫; 三浦追

儺原作; 蔡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09-6 (EPUB) NT$55 普遍級  

天國大魔境. 4/石黒正数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08-9 (EPUB) 

NT$55 普遍級  

天獄/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喬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21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620-4 (第 11 冊:平裝) NT$120 普遍級  

夫妻甜蜜物語/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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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527-1 (第 83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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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21-982-

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

983-0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夫婦以上,戀人未滿. 2/金丸祐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29-5 (EPUB) 普遍級  

夫婦以上,戀人未滿. 3/金丸祐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30-1 (EPUB) 普遍級  

太喜歡五條君的我,夜夜提升技巧卻

被發現了/ながねこ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11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83-5 (平裝) NT$200 限

制級  

少年的深淵 /峰浪りょう作 ;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21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

526-4 (第 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巴奈與月. 落月篇/獅子心漫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9 .-- 1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937-9-

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水流向大海. 1/田島列島作;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07-2 (EPUB) 

NT$55 普遍級  

水流向大海. 2/田島列島作; 杜信彰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06-5 (EPUB) 

NT$55 普遍級  

水都物語. 2/南部書之助漫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9 .-- 2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636-1-

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火鳳燎原. 73/陳某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416-1 (EPUB)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

修漫畫; 游若琪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619-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 1/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12-2 (PDF)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 1/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13-9 (EPUB)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 2/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11-5 (EPUB)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 2/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29-0 (PDF) 普遍級  

世界上最遙遠的戀曲. 1/麻生ミツ晃

作 ; 張 芳 馨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05-8 (EPUB) NT$69 限制級  

代替弟弟受罰的姊姊/diletta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53-8 (PDF) NT$184

限制級  

代替弟弟受罰的姊姊/diletta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54-5 (EPUB) 

NT$184 限制級  

代筆作家/ひつじま羊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13-

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出租女友/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06-2 (第 2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出雲傳奇 灼. 2/樹夏實作; 尤靜慧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04-1 (EPUB) 

NT$69 普遍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22/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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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66-5-6 

(EPUB) NT$500 普遍級  

北歐貴族與猛禽妻子的雪國狩獵生

活/江本マシメサ原作; 白樺鹿夜漫

畫; 倚風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37-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北歐貴族與猛禽妻子的雪國狩獵生

活. 3/江本マシメサ原作; 白樺鹿夜

漫畫; 倚風沐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45-8 (EPUB) 普遍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340-436-6 (第 21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 21/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46-5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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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06-6 

(EPUB) NT$90 限制級  

只要親吻就夠了。/ぴい作; 曾薏珊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07-3 

(PDF)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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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531-3-3 (第 3 冊:平

裝) NT$420 限制級  

只 想 交 歡 的 年 紀 . 3/ 桂 あ い り 作 ; 

Sap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531-5-7 (EPUB) 普

遍級  

只想交歡的年紀. 番外篇. 1, 貴史與

飯田/桂あいり作; Sapana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1-4-0 (平裝) NT$210 限制級  

只想交歡的年紀. 番外篇. 1, 貴史與

飯田/桂あいり作; Sapana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31-6-4 (EPUB) 普遍級  

失色世界/KENT 作; 湯伊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35-9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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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色世界. 5/KENT 作; 湯伊蘋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47-2 (EPUB) 普遍級  

巧克力吸血鬼. 6/熊谷杏子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94-6 (EPUB) NT$70 普遍級  

巧克力吸血鬼. 6/熊谷杏子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95-3 (PDF) NT$70 普遍級  

巧克力吸血鬼. 7/熊谷杏子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96-0 (EPUB) NT$70 普遍級  

巧克力吸血鬼. 7/熊谷杏子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097-7 (PDF) NT$70 普遍級  

白 椿 / 斑 月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98-4 (EPUB) 限制級  

光靠甜蜜輕咬無法滿足/鶴子作; 王

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02-7 

(EPUB) NT$69 限制級  

先進醫療和魔法沒兩樣/津田彷徨監

修原作; 瀧下信英漫畫;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75-4 (第 1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冰雨落下時締結愛之契/梢子作; 吳

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49-

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同居在一塊、瞬間就被吃乾抹淨。: 

癡心系青梅竹馬的激情性愛生活/明

日乃ら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48-3 (EPUB) 

NT$40 限制級  

名偵探虎爺的廟宇巡禮/PAPARAYA

漫畫原案 .-- 初版 .-- 臺北市 : 藍鵲創

意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96579-0-2 (第 1 集: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96579-1-9 (第 2 集:平裝) 

NT$250 普遍級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525-

7 (第 101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名偵探柯南: 滿月之夜的雙重謎題/

青山剛昌原作; 李頌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28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1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因為愛讓兩人相遇/点ひな[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99-1 (EPUB) 限制級  

地獄幽暗亦無花. 第壹集/路生よる

原作; 藤堂流風漫畫; 張芳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79-9 (EPUB) NT$69 普遍

級  

地獄遊行. 3/布克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動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9-61-6 (EPUB) 普遍級  

地縛少年花子君/あいだいろ作; 劉

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25-

9 (第 18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在你的腳下知道愛(全一冊)/後之マ

シリ作; 鍾明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48-9 (EPUB) 限制級  

在居酒屋打工的柴先生. 1/カロ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32-0 (EPUB) 普遍級  

在居酒屋打工的柴先生. 1/カロ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33-7 (PDF) 普遍級  

在絕望中慟哭/紫能了作; 貝貝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8-600-6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38-601-3 (下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在魔王城說晚安. 19/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23-0 (EPUB) NT$91 普遍級  

妄想老師/春輝作; 捲毛太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34-2 (第

13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妄想老師. 13/春輝作; 捲毛太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49-6 (EPUB) 限制

級  

妄想學生會. 20/氏家卜全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24-9 (EPUB) 

NT$55 普遍級  

好想過窮奢極侈的生活!轉生後絕不

容許貧窮,用魔法改革領地/みわかず

作;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1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426-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如果,今天能見到小柴葵。. 2/竹岡葉

月原作; フライ漫畫; 冰箱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01-0 (EPUB) NT$69 普遍

級  

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

法師 /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0-504-2 (第 10 冊:平

裝) NT$160 .-- ISBN 978-626-340-505-

9 (第 10 冊:平裝限定版) NT$250 限制

級  

如果不被你發現其實我想要更多/ひ

つじま羊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07-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如果要定義我們的關係.... 下/あがた

愛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26-3 (EPUB) NT$69 限制級  

如果要定義我們的關係.... 上/あがた

愛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00-3 (EPUB) NT$69 限制級  

如果這叫愛情感覺會很噁心. 3/もぐ

す 作 ; Niva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25-6 (EPUB) NT$69 普遍級  

宇崎學妹想要玩!/丈作; 徐劭曦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14-7 (第 9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守娘. 下/小峱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00-3 (EPUB) 普遍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7/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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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71-6 (EPUB) 

普遍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7/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72-3 (PDF) 

普遍級  

年下官能小說家性衝動停不下來/な

なみあいす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49-0 

(EPUB) NT$40 限制級  

年年百暗殺戀歌. I/草川為作; 曾怡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23-2 (EPUB) 

NT$69 普遍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11/真木蛍

五作;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22-5 (EPUB) NT$55 普遍級  

收視最前線. 2/亦兒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9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636-0-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此花綺譚/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24-

0 (第 8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此為密函!: 隱密大江戶春情錄/斑月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00-4 (EPUB) 

限制級  

此為密函 !: 隱密好色奮鬥記 /斑月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41-7 (EPUB) 

限制級  

死役所/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618-1 (第

9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14/INOUE 作; 李

昆達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24-7 

(EPUB) NT$91 普遍級  

死神守護者/三日ミタ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355-3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灰姑娘情結/木下けい子作; 陳家恩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359-1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360-7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百合情戀/小宮ゆと作; 志月譯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53-3 (EPUB) 普遍

級  

老虎與藍領大叔/時逆拾壱作; 青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0-547-9 (上冊: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0-

548-6 (下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自 稱 賢 者 弟 子 的 賢 者 . 9, THE 

COMIC/りゅうせんひろつぐ原作 ;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 李殷廷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51-9 (EPUB) 普遍

級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THE COMIC/り

ゅうせんひろつぐ原作; すえみつぢ

っか漫畫;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40-3 (第 9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自戀狂和內衣控: 來自高富帥同事的

窒息式愛戀/本庄りえ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50-6 (EPUB) NT$40 限制級  

自戀男子和內衣男子 菁英同事的惱

人追求法 /本庄りえ作 ;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3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51-8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色色秘書艦/りぶつ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55-2 (PDF) NT$160 限制級  

色色秘書艦/りぶつ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56-9 (EPUB) NT$16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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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69-4 (EPUB) NT$330 普遍級  

你是我的彩虹/波野ココロ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353-9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別對映像研出手!. 6/大童澄瞳作; 王

浩德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25-4 

(EPUB) NT$91 普遍級  

即使如此,他還是對我死心塌地/高崎

ぼすこ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411-6 (第 4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 4/山本崇一

朗 作 ; Niva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21-8 (EPUB) NT$55 普遍級  

呆萌酷男孩/那多ここね作; 厭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72-0 (第 5 冊: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吸血鬼詠嘆曲. 2/咲間戀作; Niva 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20-1 (EPUB) 

NT$55 普遍級  

妖幻三重奏/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369-0 (第

10 冊:平裝) NT$100 限制級  

妖狐大人的華夜女/鴫タヌキ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751-3 (EPUB) NT$40 限制級  

彷彿一家人. 2/麻生海作; KUMAKO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26-1 

(EPUB) NT$91 普遍級  

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茉雪ゆえ原作; 

早瀬ジュン作; 飛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989-2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4/早瀬ジュン作; 

茉雪ゆえ原作; 飛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31-8 (EPUB) 普遍

級  

我只專屬於你/薄井いろは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52-0 (EPUB) NT$40 限制級  

我和老師的第一次/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28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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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31-388-0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我的心愛特務/ヱビノびすく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455-0 (上冊:

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347-

456-7 (下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我的店長過於甜美/柳ゆと作; 游若

琪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08-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的異世界後宮. 神域天津總集篇/

鳳まひろ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51-4 (平裝) NT$580 限制級  

我的暴君情人超難搞/あずみつな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986-1 (平裝) 限制級  

我的暴君情人超難搞/あずみつな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20-2 (EPUB) 限制級  

我們在伸展台上的去向/久松エイト

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354-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 們 的 三 人 家 庭 /akabeko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19-5 (EPUB) NT$69 限制級  

我們的祕密/山本小鉄子作; 都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46-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家的英雄. 4/山川直輝原作, 朝基

勝士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18-8 (EPUB) NT$55 普遍級  

我喜歡的女孩忘記戴眼鏡/藤近小梅

作 ; 陳 瑞 璟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38-9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我握住裙襬的手至今都還在發抖/佐

野タカシ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2 .-- 16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517-2 (第 1 冊:平

裝) NT$140 限制級  

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チョモラン

作;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80-6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 1/チョモラ

ン作;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66-7 (EPUB) NT$84 普遍

級  

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 2/チョモラ

ン作;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67-4 (EPUB) NT$91 普遍

級  

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 3/チョモラ

ン作; 王明聖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27-8 (EPUB) NT$91 普遍級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逢沢大介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975-5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7/逢沢大介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21-9 (EPUB) 限制級  

我對過分正經的教師試著施了催眠

術/ジャガー芋子作; KUMAKO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28-5 (EPUB) 

NT$98 普遍級  

我讓妳摸妳給我咬一言為定喔/うた

乃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53-7 (EPUB) 

NT$40 限制級  

抖 S 警官給命運的 Ω 的專屬調教: 

帶妳親身學習發情期的性愛/種市寧

里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54-4 (EPUB) 

NT$40 限制級  

更加渴求的愛。/Arinco 作; 加奈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8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45-1 (第 1 冊: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杜鵑婚約. 6/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17-1 (EPUB) 

NT$55 普遍級  

沉溺在熱吻之後(特裝版)/まさき茉

生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16-4 (EPUB) NT$99 限制級  

沉落.焦糖/世作; 風花, 都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45-5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沒有錢!: NO MONEY!/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091-5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沒有戀愛感情的夫婦關係/山田パピ

コ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77-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沒想到居然是被你上!: 心上人是 AV

男優/夏原サイケ作; 魏嫚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25-0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沒想到居然是被你上!: 心上人是 AV

男優. 1/夏原サイケ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53-3 (EPUB) 限制

級  

狂賭之淵(假)/河本ほむら原作.監修; 

川村拓作畫; 湯伊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2 .-- 17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523-3 (第 9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良緣與惡食/こん炉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01-1 (EPUB) 限制級  

言語之花. 下/三池ろむこ, 砂原糖子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14-0 (EPUB) NT$69 限制級  

言語之花. 上/三池ろむこ, 砂原糖子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15-7 (EPUB) NT$69 限制級  

身為菁英天使的我,為難以攻陷的 JK

傷透腦筋!/のやま作; umon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976-

2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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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菁英天使的我,為難以攻陷的 JK

傷透腦筋!. 2/のやま作; umon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22-6 

(EPUB) 限制級  

那晚,我威脅跟蹤狂當我男友/秋山ヨ

ウ原作 ; 喜乃さくら漫畫 ; 鍾佳錦

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55-7 

(EPUB) 普遍級  

來自深淵. 11/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55-7 (EPUB) 

普遍級  

來自遠方(愛藏版). 1/冰川京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13-3 

(EPUB) NT$180 普遍級  

來自遠方(愛藏版). 2/冰川京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27-0 

(EPUB) NT$180 普遍級  

來自遠方(愛藏版). 3/冰川京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28-7 

(EPUB) NT$180 普遍級  

來自遠方(愛藏版). 4/冰川京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29-4 

(EPUB) NT$180 普遍級  

來自魔界(愛藏版)/光原伸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420-8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421-5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

347-422-2 (第 3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423-9 (第 4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424-6 (第

5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

347-425-3 (第 6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426-0 (第 7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427-7 (第

8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

347-428-4 (第 9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429-1 (第 10 冊:平

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430-

7 (第 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40 .-

- ISBN 978-626-347-431-4 (第 2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240 .-- ISBN 978-

626-347-432-1 (第 3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40 .-- ISBN 978-626-347-433-

8 (第 4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40 .-

- ISBN 978-626-347-434-5 (第 5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240 .-- ISBN 978-

626-347-435-2 (第 6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40 .-- ISBN 978-626-347-436-

9 (第 7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40 .-

- ISBN 978-626-347-437-6 (第 8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240 .-- ISBN 978-

626-347-438-3 (第 9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40 .-- ISBN 978-626-347-439-

0 (第 10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40

普遍級  

兔醫生和虎流氓/本間アキラ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10-

9 (第 5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兩人間的 0 距離接觸!~一起穿著羽織

親密做愛!!/越智源斗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55-1 (EPUB) NT$40 限制級  

典藏裸體姿勢集 美谷朱里/田村浩章

攝影; 何姵儀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03-2 (EPUB) NT$350 限制級  

受試者 α 的強制發情紀錄/今井ゆう

み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57-5 (EPUB) 

NT$40 限制級  

和上司能算作外遇嗎?/皐月にこ作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71-7 (EPUB) 限制

級  

和古人類學家一起來趟時空旅行!: 

解開人類祖先的演化之謎/李相僖作; 

李海丁繪; 黃千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8-11-8 (EPUB) 普遍

級  

和死黨舒服過頭的身體接觸 (全一

冊)/晴屋うまこ作; 魏嫚秀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56-4 (EPUB) 限制級  

和服屋奇幻譚. 四/波津彬子作; 哈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80-5 (EPUB) 

NT$69 普遍級  

命運的伴侶怎麼會是你/春田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28-0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夜半吸血如有打擾,敬請見諒。/あみ

だむく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18-9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夜晚與兩人/ジョゼ作; MON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15-8 (平

裝) 限制級  

妹妹機器人. 1/谷澤史紀作; 粱爾淇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85-4 (EPUB) 

限制級  

彼岸島 48 天後.... 十七/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61-2 (EPUB) NT$91 限制級  

彼岸島 48 天後.... 十六/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62-9 (EPUB) NT$91 普遍級  

怪怪守護神/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27-3 (第 29

冊:平裝) NT$100 限制級  

怪物事變 /藍本松漫畫; 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522-6 (第

16 冊:平裝) NT$99 普遍級  

怪獸/時羽兼成作; 熊次郎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02-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怪獸 8 號/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087-

8 (第 7 冊:平裝) NT$110 普遍級  

怪獸 8 號. 7/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26-4 

(EPUB) NT$80 普遍級  

怪獸 8 號. 7/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27-1 

(EPUB) NT$80 普遍級  

性食鬼. 1/稲光伸二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73-1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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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食鬼. 2/稲光伸二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74-8 (EPUB) 限制級  

性食鬼. 3/稲光伸二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75-5 (EPUB) 限制級  

性食鬼. 4/稲光伸二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76-2 (EPUB) 限制級  

性愛&迷宮!!/ミンカンスキー原作; 

佐原玄清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977-9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性愛&迷宮!!. 3/佐原玄清漫畫; ミン

カンスキー原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23-3 (EPUB) 

限制級  

性慾開關/榎ゆきみ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57-6 (PDF) NT$192 限制級  

性慾開關/榎ゆきみ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58-3 (EPUB) NT$192 限制級  

放送禁止的私生活. Rec. 1/ろくろこ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58-2 (EPUB) 

NT$40 限制級  

於是童話便在此落幕/n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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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59-9 (EPUB) NT$40 限制級  

服侍任性公主的萬能執事,在鄰國成

為所向無敵的最強軍人/すかいふぁ

ーむ原作; れーが漫畫;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61-7 (第 1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東大特訓班. 2. 2/三田紀房作; 章澤儀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29-2 

(EPUB) NT$84 普遍級  

東大特訓班. 2. 3/三田紀房作; 章澤儀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30-8 

(EPUB) NT$84 普遍級  

東大特訓班. 2. 4/三田紀房作; 章澤儀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33-9 

(EPUB) NT$91 普遍級  

東京: 四季. 下/ハル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31-7 (EPUB) 

NT$69 限制級  

東京: 四季. 上/ハル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30-0 (EPUB) 

NT$69 限制級  

東京男子京都男子 /木下けい子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8-622-

8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338-623-5 (下冊:平裝) NT$140 限

制級  

東京卍復仇者. 14/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32-4 (EPUB) 

NT$55 普遍級  

歧視: 只是玩笑話,為什麼不能說?/素

淵作; Kwon Songyi 繪; 陳靖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8-10-1 

(EPUB) 普遍級  

法式餐酒館三軒亭/漫斎藤千輪原作; 

memeta 漫畫; 陳玟郁譯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56-4 (EPUB) 普遍級  

炎炎消防隊. 32/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33-1 (EPUB) 

NT$55 普遍級  

狗狗撞出的意外戀情/博士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02-

4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

403-1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90 限制

級  

直到融化在王子的熱情為止/貓野ま

りこ原作; 小春日和譯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35-3 (EPUB) NT$98 限制

級  

空母伊吹. 9/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36-8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9/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37-5 

(PDF) 普遍級  

初和正宗(與胸部)/長月ひより作; 流

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76-9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初戀幼兒園~以交往為前提和我在一

起。/美神は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56-8 

(EPUB) NT$40 限制級  

近視的姊姊. 1/92M 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59-0 (PDF) NT$168 普遍級  

近視的姊姊. 1/92M 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60-6 (EPUB) NT$168 普遍級  

阿斯莫德是不會放棄的/勇人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74-5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雨過天晴的我們 /らくた しょうこ

作 ; 尤 靜 慧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54-9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青春之箱/三浦糀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347-213-6 (第 6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青春期的我們(過往與將來)/たなと

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231-0 (第 2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侵犯系少女梅娜. 賣春淫獄篇/ちり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86-6 (平

裝) NT$200 限制級  

便利偶像♪. 1/風上旬原作; 小天野翻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81-6 (EPUB) 

限制級  

前輩有夠煩. 3/しろまんた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34-8 (EPUB) 

NT$120 普遍級  

前輩有夠煩. 4/しろまんた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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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47-335-5 (EPUB) 

NT$120 普遍級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21-

9 (第 14 冊: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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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433-5 (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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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三条陸原作; 芝田

優作漫畫; 蘇奕軒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57-1 (EPUB) 普遍級  

契約同居生活/須坂紫那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46-4 (平

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374-

4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70 限制級  

屍人莊殺人事件/今村昌弘原作; ミ

ヨカワ将漫畫;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32-8 (第 3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屍人莊殺人事件. 3/今村昌弘原作; 

ミヨカワ将漫畫; 何立心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58-8 (EPUB) 普遍級  

帝一之國/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24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32-7 (第 13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怨天怨地怨護靈/蛭塚都作;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981-6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怨天怨地怨護靈. 1/蛭塚都作; 楊采

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32-5 (EPUB) 普遍級  

恰如細語般的戀歌/竹鳩えく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31-1 (第 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恰如細語般的戀歌. 6/竹鳩えく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59-5 

(EPUB) 普遍級  

星座使瑟蕾娜 /LEN(A-7)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05-5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星期一的豐滿. 4/比村奇石作; 謝子

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36-2 (EPUB) 

NT$55 普遍級  

星期日限定的小草莓/チチカカ池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7-

282-2 (第 1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1/吉永史作; 王詩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78-8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1/吉永史作; 王詩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79-5 

(PDF)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2/吉永史作; 王詩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0-1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2/吉永史作; 王詩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1-8 

(PDF)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3/吉永史作; 尤楷茵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2-5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3/吉永史作; 尤楷茵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3-2 

(PDF)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4/吉永史作; 尤楷茵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4-9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4/吉永史作; 尤楷茵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5-6 

(PDF)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5/吉永史作; 尤楷茵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6-3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5/吉永史作; 尤楷茵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7-0 

(PDF)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6/吉永史作; 尤楷茵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8-7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6/吉永史作; 尤楷茵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89-4 

(PDF)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7/吉永史作; 蔡雅婷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90-0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7/吉永史作; 蔡雅婷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91-7 

(PDF)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8/吉永史作; 蔡雅婷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92-4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 8/吉永史作; 蔡雅婷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93-1 

(PDF) 普遍級  

洗禮(完全版). 1/楳圖一雄作; 露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38-2 

(EPUB) 普遍級  

洗禮(完全版). 1/楳圖一雄作; 露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39-9 

(PDF) 普遍級  

洗禮(完全版). 2/楳圖一雄作; 露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40-5 

(EPUB) 普遍級  

洗禮(完全版). 2/楳圖一雄作; 露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41-2 

(PDF) 普遍級  

洗禮(完全版). 3/楳圖一雄作; 露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42-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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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完全版). 3/楳圖一雄作; 露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43-6 

(PDF) 普遍級  

狡猾 x 純情育兒戀愛中/四隅作; 陳家

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73-

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相隔 8 年再次愛上你/淺井西作; 游若

琪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14-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盾與矛: 武器與炸藥結構圖解全新加

強版 /小林源文作; 張詠翔 , 王佐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11-7-7 

(PDF) 普遍級  

研討會會計想愛愛。. 發情篇/ホイ

ホイこーろ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61-3 (PDF) NT$160 限制級  

研討會會計想愛愛。. 發情篇/ホイ

ホイこーろ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62-0 (EPUB) NT$160 限制級  

科多.馬提斯 CORTOMALTESE: 暗影

之海/巴斯提昂.維衛斯(Bastien Vivès)

漫畫; 馬丁.奎內恩(Martin Quenehen)

劇本; 賴亭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11 .-- 18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59-452-8 ( 精 裝 ) 

NT$750 普遍級  

穿越時空回到高二的我,對當時喜歡

的老師告白後的結果/ケンノジ原作; 

松元こみかん作畫; 蘇奕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20-2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穿越進戀愛小說變成侍女後卻受到

來自王太子殿下的溺愛/くせつきこ, 

ふじさわさほ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60-5 

(EPUB) NT$40 限制級  

穿越學文史套書(1-5 冊)/戴建業主編; 

漫友文化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柏

樂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96494-5-7 (全套:平裝) NT$1800 普遍

級  

紅日之櫻: 捉鬼專門店/邱瑞新漫畫 .-

- 新北市 : 天虹, 11110 .-- 1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6-5-9 (第 5 冊: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紅色糖果/Hans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9 .-- 2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94-528-3 (第 1 冊:平

裝) NT$380 限制級  

紅線的緩刑期限/吉尾アキラ作; 張

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7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47-

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紅戰士在異世界成了冒險者/中吉虎

吉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2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37-2 (第 2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計劃性反射條件制造者 /つし子作; 

ch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44-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首麻里傳奇. VOL.4/手塚治虫作; 章

澤儀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37-7 

(EPUB) NT$98 普遍級  

倒楣鬼的戀愛風暴/波真田かもめ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241-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原本是活祭品的我居然進入神明的

後宮!?: 每位公主都毛茸茸的/横田ア

サヒ原作 ; 末永萌乃漫畫 ; 林筱薇

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957-1 

(EPUB) 普遍級  

*原民.原名: 我的名字我做主/馬慧珠

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潭子區戶

政事務所, 11109 .-- 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6-26-0 (平裝) 普遍

級  

時間停止下的火熱愛意/小坂つむぎ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356-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時薪三 00 圓的死神/桐原いづみ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279-2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柴柴 JK 不請自來. 1/三ッ葉稔作; 蔡

柏頤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44-3 (EPUB) 普遍級  

柴柴 JK 不請自來. 1/三ッ葉稔作; 蔡

柏頤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47-4 (PDF) 普遍級  

格差天堂. 8/緒川千世作; 澤野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37-9 (EPUB) 

NT$69 限制級  

烈焰先鋒 救國的橘衣消防員. 1/曾田

正人, 冨山玖呂作;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38-6 (EPUB) NT$55 普遍

級  

真是非常抱歉,冒險之書 8 被消滅了。

/あかざわ RED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63-7 (PDF) NT$264 限制級  

真是非常抱歉,冒險之書 8 被消滅了。

/あかざわ RED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64-4 (EPUB) NT$264 限制級  

祕而不宣的疼愛法/卯蟹うか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16-5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神奇寶貝特別篇/山本智漫畫; 霖之

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19-6 (第 59 冊:平裝) NT$120

普遍級  

神推偶像登上武道館我就死而無憾. 

1/平尾アウリ作; 流雲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87-8 (EPUB) 普遍級  

站不起來的上億處男/子葉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98-4 (EPUB) 

NT$70 限制級  

站不起來的上億處男/子葉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99-1 (PDF) 

NT$70 限制級  

笑波衝天/浅倉秋成原作; 小畑健漫

畫 ; 杜 信 彰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417-

8 (第 1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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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347-418-5 (第 2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純情美女與正經野獸的床上婚前教

學太過激~新手上路還請老師初夜多

多指教!/青島嘉野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61-2 

(EPUB) NT$40 限制級  

純情夢想家 /七ノ日作 ;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357-7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純愛這種事我才不幹哩/御茶漬わさ

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62-9 (EPUB) 

NT$40 限制級  

逃避現實二人組. 1/田口囁一作; 陳

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39-3 

(EPUB) NT$69 普遍級  

除了我沒有別人可以觸碰妳: 暫時的

情人竟是完美男友社長/花里ひかり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63-6 (EPUB) 

NT$40 限制級  

高瀬與榊的假日/さがみしか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65-1 (PDF) NT$160

限制級  

高瀬與榊的假日/さがみしか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66-8 (EPUB) 

NT$160 限制級  

高良同學與天城同學. 1.5/はなげの

まい作;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21-993-9 (平裝) 普遍

級  

高潮 童年玩伴共度一生/いけがみ小

5 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351-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高嶺之花、狂亂綻放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92-2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高嶺之花、狂亂綻放. 1/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28-8 (EPUB) NT$90 限制級  

高嶺之花、狂亂綻放. 1/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29-5 (PDF) NT$90 限制級  

鬼迷心竅/天城れの作; 周芝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68-1 

(EPUB) NT$91 限制級  

鬼滅學園!/帆上夏希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19-2 (第 1 冊: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假面夫婦: 豪門社長今晚也無法愛上

妻子/柴寅, 吉澤紗矢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64-3 (EPUB) NT$40 限制級  

做不到的兩人/里村作; 紅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77-

6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偵探事務所的飼主大人/noji 作; 呂郁

青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09-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帶子 Ω 與暴君黑道/永乃あづみ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43-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御子柴君是淫魔等級的性感: 後輩男

子的的慾望需求似乎因為我的緣故

而徹底覺醒了。/来岬未悠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65-0 (EPUB) NT$40 限制級  

御手洗家,炎上!/藤沢もやし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242-

6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探索我的淫魔大人/すす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70-5 (PDF) NT$160 限制

級  

探索我的淫魔大人/すす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71-2 (EPUB) NT$160 限

制級  

探索者的盡頭(特別珍藏版)/やまね

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9-558-2 (EPUB) NT$126 普遍級  

接下來是倫理課/雨瀬シオリ作; 蕭

宏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36-

5 (第 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教授與助手的愛情度測試/霧間もっ

こり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60-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啟示錄四騎士/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20-4 (第 8 冊:

平裝) NT$110 普遍級  

啟程的魔王城/森下真作; 張紹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209-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5 .-- ISBN 978-626-347-210-5 (第

2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綾辻行人原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1111 .-- 19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33-3947-2 (第 5 冊:平

裝) NT$160 普遍級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 5/綾辻行人原

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48-9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626-6 (第

1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2/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28-3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2/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50-4 

(EPUB) 普遍級  

淫獄團地/榨精研究所原作; 丈三雄

為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6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1-979-3 (第 1 冊:平

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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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獄團地. 1/榨精研究所原作; 丈三

雄為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24-0 (EPUB) 限制級  

淫蕩的貓會甜甜鳴叫/嶋二作; 流川

昴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38-4 

(EPUB) NT$105 普遍級  

淫蕩的貓會藏住爪子/嶋二作; 流川

昴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39-1 

(EPUB) NT$105 限制級  

理想女友: 與乖巧又可愛的大小姐.

紗良在愛情旅館內甜蜜的濕濡 H/も

りまりも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1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85-9 (平裝) NT$200 限制級  

甜美.疼痛.治癒/冬至冬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66-7 (EPUB) NT$40 限制級  

甜蜜身高差(再來一回!)/湯煎温子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453-6 (平裝) NT$160 .-- ISBN 978-626-

347-454-3 (平裝特裝版) NT$200 限制

級  

異世界精靈發情之魔眼. 1/あやかわ

りく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72-9 

(PDF) NT$200 限制級  

異世界精靈發情之魔眼. 1/あやかわ

りく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73-6 

(EPUB) NT$200 限制級  

異界獸耳女孩/村山渉原作; 御影夏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39-6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異界獸耳女孩. 2/御影夏作畫; 村山

渉原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40-9 (EPUB) NT$69 限制級  

異國色戀浪漫譚(完全版)/やまねあ

やの作;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24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482-0 (平裝特別

珍藏版) NT$200 限制級  

組長女兒和保姆/つきや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0-

539-4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終末的後宮/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370-6 (第 16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被已經不需要育成技能的勇者隊伍

辭退,便試著把代替退休金拿到的領

土變強/黒おーじ原作; たかはし慶

行作; 倚風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38-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4/山田恵庸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04-9 (EPUB) NT$84 限制級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5/山田恵庸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05-6 (EPUB) NT$91 限制級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6/山田恵庸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06-3 (EPUB) NT$91 限制級  

這才是孩子愛看的漫畫數學/別萊利

曼原著; 青藍圖書改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2-044-1 ( 全 套 : 精 裝 ) 

NT$1680 普遍級  

這才是孩子愛看的漫畫數學. 1: 數字

巨人/別萊利曼原著; 青藍圖書改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0 .-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

038-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這才是孩子愛看的漫畫數學. 2: 記憶

大師的祕密/別萊利曼原著; 青藍圖

書改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0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39-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這才是孩子愛看的漫畫數學. 3: 魔法

數學/別萊利曼原著; 青藍圖書改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0 .-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

040-3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這才是孩子愛看的漫畫數學. 4: 測量

的祕訣/別萊利曼原著; 青藍圖書改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10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41-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這才是孩子愛看的漫畫數學. 5: 第五

種運算/別萊利曼原著; 青藍圖書改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10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42-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這才是孩子愛看的漫畫數學. 6: 不是

不可能/別萊利曼原著; 青藍圖書改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10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43-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這是愛、不是戀. 3/梅澤麻里奈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0-1 (EPUB) NT$70 普遍級  

這是愛、不是戀. 3/梅澤麻里奈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1-8 (PDF) NT$70 普遍級  

這是愛、不是戀. 4/梅澤麻里奈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2-5 (EPUB) NT$70 普遍級  

這是愛、不是戀. 4/梅澤麻里奈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3-2 (PDF) NT$70 普遍級  

通靈童子 & a garden/武井宏之原作; 

鵺澤京漫畫; 陳楷錞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22-8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19/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41-6 

(EPUB) NT$120 普遍級  

通靈童子 THE SUPER STAR/武井宏

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21-1 (第 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陸上女子.橘阿絲瑪逐漸墮落於魔爪

中/ビフィダ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84-2 (平裝) NT$220 限制級  

雪中之花遂以佯作軍神之姿/岡達 英

茉原作; 村カルキ漫畫; 陳盈岑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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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21-958-8 (EPUB) 

普遍級  

章魚嗶的原罪/タイザン 5 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375-1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376-8 (下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章魚嗶的原罪(上+下)(首刷限定版)/

タイザン 5 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47-377-5 (全套:平裝) NT$390 普遍級  

麻辣教師 GTO.失落的樂園. 17/藤沢

亨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81-2 (EPUB) NT$55 普遍級  

喜愛壞壞啪啪的維納斯 /武将武作 ;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9-73-0 (PDF) 限制級  

喜愛壞壞啪啪的維納斯 /武将武作 ;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9-74-7 (EPUB) 限制級  

喜歡多變的你/神崎柚作; 吳美嬅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50-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堤亞穆帝國物語: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漫畫版)/杜

乃ミズ作; 張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2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31-8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寒冰怪物/あさじまルイ作; 曾薏珊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11-0 

(EPUB)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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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12-7 

(PDF) NT$100 限制級  

富士山同學正值思春期. 5/オジロマ

コト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270-9 (EPUB) 普遍級  

惡魔契約: 他的壞心眼愛情/ハル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42-3 

(EPUB) NT$69 限制級  

椎名小姐,陷入泥沼。/Amek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72-4 (EPUB) 普遍

級  

湛藍色的愛戀. 5/市川けい作; 小綠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40-7 

(EPUB) NT$98 普遍級  

湛藍色的愛戀. 6/市川けい作; 小綠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41-4 

(EPUB) NT$98 限制級  

渴望復仇的最強勇者憑藉黑暗之力

展開殲滅無雙/斧名田マニマニ原作; 

坂本あきら漫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6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37-0 (第 3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無性生活人妻上了幹炮社男生們的

當...靠他人肉棒高潮攝影會/伊香ほ

た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767-4 (EPUB) 

NT$40 限制級  

無路可逃的前反派千金想逃離超級

虐待狂王子的魔爪/うすいかつら原

作; かーみら漫畫; Runok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000-

4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無路可逃的前反派千金想逃離超級

虐待狂王子的魔爪. 2/うすいかつら

原作; かーみら漫畫; Runok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25-7 

(EPUB) 限制級  

童年玩伴的甜蜜距離 /鳥田ちず作;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45-7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472-7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60 限制級  

絕命制裁 X/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1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973-1 (第 24 冊:平裝) 普遍級  

絕命制裁 X. 24/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

學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05-9 (EPUB) 限制級  

給不滅的你/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07-9 (第 1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給孩子的知識漫畫套書: 孩子的保護

手冊+擔憂少一點手冊/瑞秋.布瑞恩

(Rachel Brian)文.圖; 羅吉希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11 .-

- 冊 .-- ISBN 978-626-7200-23-0 (全套:

精裝) NT$700 普遍級  

給戀人的親吻/熊貓作; 平川遊佐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629-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菁英達令的絕倫溺愛!?: 高顏值富家

公子惹得腰斬 TL 漫畫家嬌喘連連/

桜月ナナカ, 園内かな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68-1 (EPUB) NT$40 限制級  

視線部屋: ホン.トク短篇集/ホン.ト

ク 作 ; 加 奈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43-0 (EPUB) NT$69 限制級  

費洛蒙中毒/那木渡作; 平川遊佐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冊 .-

- ISBN 978-626-338-630-3 (第 1 冊:平

裝) NT$150 .-- ISBN 978-626-338-631-

0 (第 2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進擊的巨人(全彩版). 3/諫山創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44-7 

(EPUB) NT$120 普遍級  

陽光下的青橙/悠ちとせ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45-4 (EPUB) 

NT$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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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2228-2-2 (PDF) 

普遍級  

黃昏光影  交疊 /じゃのめ作 ;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46-1 (EPUB) 

NT$69 限制級  

黃泉使者/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47-441-3 (第 1 冊:平裝) NT$105 .-

- ISBN 978-626-347-442-0 (第 2 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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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NT$105 .-- ISBN 978-626-347-476-

5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85

普遍級  

黑婚: Black Marriage. 3/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00-4 (PDF) NT$70 普遍級  

黑婚: Black Marriage. 3/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01-1 (EPUB) NT$70 普遍級  

黑婚: Black Marriage. 4/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02-8 (EPUB) NT$70 普遍級  

黑婚: Black Marriage. 4/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03-5 (PDF) NT$70 普遍級  

黑暗集會/近藤憲一作; yuzur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536-

3 (第 7 冊:平裝) NT$99 普遍級  

黑道千金想當的從來不是救命恩人/

こじかあんよ, 御厨翠, 篁ふみ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69-8 (EPUB) NT$40 限制

級  

催.の逆襲: 在女子學園內不斷遭受

太妹侵犯/ぷぅのぷぅぷぅぷぅ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74-3 (PDF) NT$184

限制級  

催.の逆襲: 在女子學園內不斷遭受

太妹侵犯/ぷぅのぷぅぷぅぷぅ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75-0 (EPUB) 

NT$184 限制級  

催眠麥克風: Division Rap Battle: side 

F.P & M. 第 二 部 /EVIL LINE 

RECORDS 原作; 城キイコ漫畫;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30-

3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マツモト

ケンゴ作; 郭子菱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1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605-1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 3/マツモ

トケンゴ作; 郭子菱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45-0 (EPUB) 普遍

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 3/マツモ

トケンゴ作; 郭子菱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46-7 (PDF) 普遍級  

想做料理的她與愛吃美食的她/ゆざ

きさかおみ作; 蒼貓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21-991-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992-2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想被氣人的他撫摸/泉くれは作; 魏

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66-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想被氣人的他撫摸(全一冊)/泉くれ

は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90-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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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4-9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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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5-6 (PDF) NT$90 限制級  

愛哭小羊被野狼學弟吞下肚。/小高

テルヨ作; 灰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52-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愛欺負人的王子讓人臉紅心跳的溫

情寵愛。~新婚般甜蜜色氣的調教生

活/すずくらはる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70-4 

(EPUB) NT$40 限制級  

愛慕對象是 42 歲的男娼/松基羊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264-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新來的女傭有點怪 /昆布わかめ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409-3 (第 6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新蠟筆小新/臼井儀人, UY スタジオ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26-6 (第 1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會有這樣的舉動是因為愛你/市川け

い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16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481-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會長島耕作. 1/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96-2 (PDF) 限制級  

會長島耕作. 1/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642-6 (EPUB) 限制級  

會長島耕作. 2/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97-9 (EPUB) 普遍級  

會長島耕作. 2/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98-6 (PDF) 限制級  

溺愛理論 契合度 96%意味著將會有

一個如魚得水的性愛~/加藤純智, 柊

御琴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771-1 (EPUB) 

NT$40 限制級  

照亮陰影的閃耀戀情/しっけ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48-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獅子也難抗拒(完全版)/桐祐キヨイ

作; 流川昂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45-2 (EPUB) NT$112 限制級  

睜開眼睛之後,巨乳美女提出希望我

用世上僅存的肉棒幹到她高潮不斷!/

小松原くまもち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72-8 

(EPUB) NT$40 限制級  

義呆利 World★Stars/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7-

362-1 (第 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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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4/車田正

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晚於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77-9 (EPUB) 普遍級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5/車田正

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晚於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78-6 (EPUB) 普遍級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6/車田正

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晚於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79-3 (EPUB) 普遍級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7/車田正

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晚於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80-9 (EPUB) 普遍級  

腦內絕頂 ASMR/因幡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7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59-4 (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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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9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40-0 (第 4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葬送的芙莉蓮/山田鐘人原作; アベ 

ツカサ漫畫; 里歐貝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371-3 ( 第 9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葬送的芙莉蓮. 7/山田鐘人原作; 阿

部司作畫; 里歐貝萊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82-9 (EPUB) NT$55 普遍級  

農大菌物語. 10/石川雅之作; 蔡德襄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26-9 (PDF) 普遍級  

農大菌物語. 10/石川雅之作; 蔡德襄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27-6 (EPUB) 普遍級  

達爾文遊戲/FLIPFLOPs 作;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

535-6 (第 22 冊:平裝) NT$99 普遍級  

境界觸發者/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363-8 (第 25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夢之雫、黃金鳥籠/篠原千絵作; 翁

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223-

5 (第 1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夢魔美食家正在誇耀著/星名あんじ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50-7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實現絕望戀情的方法/吉尾アキラ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446-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實際存在,會讓人心頭一震的真實故

事/八月薰作;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2 .-- 20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506-6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慘遭謝絕的祭品/加藤スス作; 平川

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37-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摸摸啾 PUB 的男♂性狂熱時光. 2/イ

クヤス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47-8 (EPUB) NT$69 限制級  

摺紙戰士 A. 9/周顯宗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60-1 (EPUB) 普遍級  

歌舞伎町 BAD TRIP/汀えいじ作 ; 

SAKANA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8-607-

5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338-608-2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漫畫版名人傳: 為護理奉獻一生的戰

地天使 : 南丁格爾 /金井一薰監修 ; 

SAKURA 漫畫;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8-12-5 (EPUB) 

普遍級  

漫漶: 日本另類漫畫選集/丸尾末廣, 

花輪和一, 鈴木翁二, 藤宮史, 柚木和, 

近藤洋子, 辰巳嘉裕, 安部慎一, 柘植

義春, 蛭子能收, 花熊優作, 堀道廣, 

栗原崇, 本秀康, 貓湯, 山田花子, 根

本敬, 逆柱意味裂, 近藤聰乃, 西岡兄

妹, 鳩山郁子, 小松真也, 佐佐木馬基, 

渡邊和博作; 黃鴻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畫私倉書店, 11110 .-- 冊 .-

- ISBN 978-626-96691-0-3 (上冊:平裝) 

NT$425 .-- ISBN 978-626-96691-1-0 (下

冊 :平裝 ) NT$425 .-- ISBN 978-626-

96691-2-7 (全套:平裝) NT$850 限制級  

盡情釋放吧!不良少爺/青梅ななせ作; 

琦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74-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監獄漫畫家. 4/謬齡大叔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283-9 (EPUB) NT$55 普遍

級  

睡華. 參/松河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76-7 (PDF) NT$280 限制級  

睡華. 參/松河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377-4 (EPUB) NT$280 限制級  

碧藍航線 微速前進!. 3/アズールレ

ーン原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348-5 (EPUB) NT$88 普遍級  

精力旺盛的陸奧最喜歡我的大豆豆: 

褐色肌膚的男子把我寵上天 /新薫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73-5 (EPUB) 

NT$40 限制級  

緊握住手中的星星 /織日ちひろ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361-4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網聚來了一個不得了的傢伙 /mii.m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62-4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與不請自來的魔王去海邊 後日談/神

毛物由宇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82-8 (平裝) NT$180 限制級  

與不請自來的魔王過著放浪生活/ぷ

ぅのぷぅぷぅぷぅ企劃製作; 神毛物

油宇作畫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381-1 (平裝) NT$240 限制級  

與陌生女子共處一室. 裸體素描篇/

きただりょうま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80-4 (平裝) NT$180 限

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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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大間九

郎原作;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 吊木

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478-3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 1/大間

九郎原作;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 吊

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96-7 

(EPUB) NT$84 普遍級  

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 2/大間

九郎原作;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 吊

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97-4 

(EPUB) NT$91 普遍級  

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 3/大間

九郎原作;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 吊

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98-1 

(EPUB) NT$91 普遍級  

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 4/大間

九郎原作;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 吊

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99-8 

(EPUB) NT$91 普遍級  

語意錯誤/J.Soori 原作; Angy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21-996-0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1-997-7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說不出口的情感化為愛戀/えだなか

作 ; 尤 靜 慧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80-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說好不許接吻不能交往除此之外什

麼都可以?: 童貞男子與我有禁忌約

定/一颯はるひ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74-2 

(EPUB) NT$40 限制級  

銀河英雄傳說/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

竜漫畫;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534-9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銀魂 THE FINAL 卡通漫畫書/空知英

秋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3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76-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領主大人的新娘/朝比奈ぴょ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75-9 (EPUB) NT$40 限制

級  

影宅/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30-4 (第

10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憂國的莫里亞蒂 /コナン .ドイル原

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217-4 (第 18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憂鬱者之歌: 精神病房掙扎求生實錄

/卯月妙子著; 何姵儀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07-0 (EPUB) NT$252 限

制級  

慾望賭局/藤峰式作; 李芸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63-1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殤否/Gen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995-3 (平裝) 普遍

級  

潛水艇河童族= はたらくカッパ/逆

柱意味裂作; 高彩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82-4-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獎勵就用身體來支付吧,社長先生/逢

野れお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70-0 

(EPUB) 限制級  

請不要讓大人感到困擾!/にやま作; 

AKIRA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21-1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請把第一次交給我!!: 和輕浮的青梅

竹馬一起交流肉體/えだ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78-1 (PDF) NT$184 限制

級  

請把第一次交給我!!: 和輕浮的青梅

竹馬一起交流肉體/えだ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79-8 (EPUB) NT$184 限

制級  

請於當日享用/日塔てい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81-5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請看看我的情色履歷/春輝作; 謝子

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04-

8 (第 8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請聽我的聲音!!/楊基政[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347-271-6 (第 2 冊:平裝) NT$140 .-

- ISBN 978-626-347-272-3 (第 2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140 普遍級  

醉意 X 順勢. 下/高城竜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15-8 

(EPUB) NT$100 限制級  

醉意 X 順勢. 下/高城竜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16-5 

(PDF) NT$100 限制級  

醉意 X 順勢. 上/高城竜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13-4 

(EPUB) NT$100 限制級  

醉意 X 順勢. 上/高城竜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14-1 

(PDF) NT$100 限制級  

儘管愛我愛到卡慘死/いのえ門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76-6 (EPUB) NT$40 限制

級  

學生奶爸情人. 第一次育兒篇/御景

椿作; 小綠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95-0 (EPUB) NT$98 普遍級  

學生奶爸情人. 脫韁野馬篇/御景椿

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10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84-4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學園孤島: 信息/海法紀光原作; 千葉

サドル作畫; 蔡承胤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75-2 (平裝) 

NT$1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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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情人/三色網戸。作; 陳士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

978-6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戰略情人. 1/三色網戸。作; 陳士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26-4 (EPUB) 限制級  

戰慄之牙下的大麗花/高永ひなこ原

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483-7 (平裝) NT$150 限

制級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山本崇

一朗原作; 稻葉光史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604-4 (第

9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擅長逃跑的殿下/松井優征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4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214-

3 (第 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機動戰士鋼彈 0083 REBELLION/矢

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

畫; 王志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974-8 (第 17 冊:平

裝) 普遍級  

貓之書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7093-9 (平

裝) NT$170 限制級  

貓之書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17-2 (EPUB) 

NT$120 限制級  

貓之書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18-9 (PDF) 

NT$120 限制級  

貓往西走. 1/漆原友紀作; 林子傑譯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92-9 (EPUB) 

NT$112 普遍級  

貓往西走. 2/漆原友紀作; 林子傑譯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93-6 (EPUB) 

NT$112 普遍級  

貓往西走. 3/漆原友紀作; 林子傑譯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494-3 (EPUB) 

NT$112 普遍級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5/松本英吉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60-3 (EPUB) 普遍級  

貓頭鷹的戀愛煩惱/かざみ幸作; 夏

飴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090-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貓頭鷹的戀愛煩惱/かざみ幸作; 夏

飴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6-3 (EPUB) NT$90 限制級  

貓頭鷹的戀愛煩惱/かざみ幸作; 夏

飴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7-0 (PDF) NT$90 限制級  

曖昧的狼/末広マチ作;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625-9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膽大黨/龍幸伸作; 蔡夢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1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215-0 (第 6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臉紅心跳遇到鬼!: 通靈女孩與全裸

生靈的除靈之戰/柚木ゆー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77-3 (EPUB) NT$40 限制級  

螳螂之檻/彩景でりこ作; 平川遊佐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610-5 (第 5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賽馬娘 PRETTY DERBY 遊戲情報誌

/Post Media 編集部作; T6 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7-211-2 (第 1 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還珠哥哥/玄子十八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994-6 (平

裝) 限制級  

鍾愛變身獸人/白松作; 刻托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253-2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點墨山河. 1/林青慧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63-4 (EPUB) 普遍級  

點墨山河. 1/林青慧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64-1 (PDF) 普遍級  

職員 K 的秘密/MORAK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4-529-0 (第

1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藉口全都是謊言/仔縞楽々作; 潘琳

芸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19-6 (EPUB) NT$100 限制級  

藉口全都是謊言/仔縞楽々作; 潘琳

芸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20-2 (PDF) NT$100 限制級  

轉三圈後握手 /meco 作 ; 張凱倫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58-0 

(PDF) 限制級  

轉三圈後握手 /meco 作 ; 張凱倫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59-7 

(EPUB) 限制級  

醫生!請溫柔一點/山ノ上砕作; 琦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352-2 (平

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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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8-7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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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39-4 (PDF) NT$90 限制級  

雙人部屋/雪子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1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88-5 (第 6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雙星之陰陽師/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367-6 (第

29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瀕臨絕種團 RESCUTE: 野生動物妳

我她/春魚工作室原作; 戰部露漫畫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84-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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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50 .-- ISBN 978-626-347-285-3 (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270 普遍級  

獸人上司的 xxx 輕咬慢嚥訓練/白ム

ナ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778-0 (EPUB) 

NT$40 限制級  

獸王陛下與蓋沙新娘/小石川あお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38-9 (平裝) NT$140 普遍級  

羅城戀月夜/朔ヒロ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62-5 (EPUB) 限制

級  

蟻之帝國/文善やよひ作; 陳姿君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6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12-3 (第 3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鏡之孤城/辻村深月原作; 武富智漫

畫; 籃球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1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29-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鏡之孤城. 2/辻村深月原作; 武富智

漫畫; 籃球丸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63-2 (EPUB) 普遍級  

關於我的男友是宇宙第一可愛這件

事。: 過夜約會讓男友神魂顛倒大作

戰/河井英槻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23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00-7089-2 (平裝) 

NT$160 限制級  

關於我的男友是宇宙第一可愛這件

事。: 過夜約會讓男友神魂顛倒大作

戰/河井英槻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21-9 (EPUB) 

NT$110 限制級  

關於我的男友是宇宙第一可愛這件

事。: 過夜約會讓男友神魂顛倒大作

戰/河井英槻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22-6 (PDF) NT$110

限制級  

懸絲傀儡的祈禱/樋木ゆいち作; 都

雪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42-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霰草忍法帖/春輝作; yoshik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428-1 (第

4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霰草忍法帖. 4/春輝作; yoshik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64-9 (EPUB) 限制

級  

殲滅魔導的最強賢者/進行諸島原作; 

月澪, 彭傑作畫; 某ㄚ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2 .-- 20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532-5 (第 2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22, 謎案!

天下春日部學院的怪奇事件/臼井儀

人原作; 高田未玲作畫;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5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78-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7/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49-2 

(EPUB) NT$190 普遍級  

魔法禁書目錄/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

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21-984-7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985-4 (第 27 冊:平

裝) 普遍級  

魔都精兵的奴隸/タカヒロ原作; 竹

村洋平漫畫; 陳楷錞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

365-2 (第 9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347-366-9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00 限制級  

歡迎來到梅薩佩拉飯店/福田星良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980-9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歡迎來到梅薩佩拉飯店. 1/福田星良

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33-2 (EPUB) 普遍級  

戀上換裝娃娃/福田晋一作; 王杉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373-7 (第 10 冊:平

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524-

3 (第 10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70

普遍級  

戀愛(少女)的培育法/万丈梓漫畫; 陳

律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2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33-2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戀愛志向學生會/如月群真作; 林佳

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40-

2 (第 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戀愛禁止的同居: 我們來鍛煉吧?/水

乃アルト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469-4 

(EPUB) 限制級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漫畫版)/

黑暗之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05-301-

7 (第 4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

986-505-302-4 (第 5 冊:平裝) NT$70 普

遍級  

驚異感/草間栄作; 蔡夢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244-0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讓我討厭你/ひじき作; 徐柔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0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228-0 (第 3 冊:平

裝) NT$140 限制級  

讓我討厭你. 2/ひじき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350-8 (EPUB) 

NT$69 限制級  

靈魂的約定(漫畫版)/緒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05-303-1 (第 4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05-304-8 (第

5 冊:平裝) NT$70 普遍級  

觀音心 妙善情/陳金龍原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玄宇宙國際開發, 11110 .-- 

156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64-1-7 (第 4 冊:平裝) NT$380 普遍

級  

讚美療癒包君滿意的抖 S 家政夫。: 

本公司保證由裡到外讓客戶煥然一

新宛若重生/桜坂あやの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79-7 (EPUB) NT$40 限制級  

豔漢/尚月地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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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47-413-0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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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415-4 (EPUB) NT$150 限制級  

ホン.トク畫集 IDEAL/ホン.トク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7-

444-4 (平裝) NT$750 限制級  

柘植義春漫畫集. 3/柘植義春作; 黃

碧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6-17-1 (EPUB) 普遍級  

柘植義春漫畫集. 4/柘植義春作; 黃

碧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6-18-8 (EPUB) 普遍級  

柊氏一家的吸血內幕/吉河美希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243-3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菈菈的婚禮. 第四卷/ためこう作; 紅

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69-8 (EPUB) NT$98 普遍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 1/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

作畫; 王明聖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86-8 (EPUB) NT$84 普遍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 2/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

作畫; 王明聖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85-1 (EPUB) NT$84 普遍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 3/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

作畫; 王明聖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87-5 (EPUB) NT$91 普遍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 4/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

作畫; 王明聖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88-2 (EPUB) NT$91 普遍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 5/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

作畫; 王明聖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89-9 (EPUB) NT$91 普遍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 6/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

作畫; 王明聖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90-5 (EPUB) NT$91 普遍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 7/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

作畫; 王明聖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491-2 (EPUB) NT$91 普遍級  

小說及雜文 

(好消息)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

夠可愛。. 4/氷高悠作;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06-6 

(EPUB) 普遍級  

诈骗苍蝇/蓝橘子作 .-- 新北市 : 大眾

國際書局,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761-79-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姹女魔情. 第一冊/飄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6-1 

(PDF) NT$300 普遍級  

姹女魔情. 第二冊/飄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4-4 

(PDF) NT$300 普遍級  

姹女魔情. 第三冊/飄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5-1 

(PDF) NT$300 普遍級  

隐性天敌: 毒瘤. 下/结叶草着 .-- 初

版 .-- 桃園市 : 結葉草,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00-3 (EPUB) 

普遍級  

隐性天敌: 毒瘤. 上/结叶草着 .-- 初

版 .-- 桃園市 : 結葉草,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99-0 (EPUB) 

普遍級  

A month with a buddhist master/Mark D. 

Vickers .-- 桃園市 : Besa, 11109 .-- 23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96-1-

9 (平裝 ) .-- ISBN 978-626-95596-2-6 

(精裝) 普遍級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Lewis Carroll .-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11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3-04-

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Covid Gigolo 新冠舞男/黃莉翔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02-7 

(PDF) 普遍級  

Fate: strange Fake. 7/成田良悟作; 吳松

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07-3 (EPUB) 普遍級  

La novia del japonés y otros cuentos de 

Taiwán/Iker Izquierdo .-- primera 

edición .-- 臺中市 : 佳台書店, 11110 .-

- 16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

95598-2-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Parasitic Soul 幻夢之魂. 3/木原音瀨作; 

カズアキ插畫;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442-7 (EPUB) 限制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8/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08-0 (EPUB) 普遍

級  

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24-6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35-2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89-5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17-5 (第 2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23-

6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七龍令. 第一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2-0 (PDF) 

NT$300 普遍級  

七龍令. 第二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1-3 (PDF) 

NT$300 普遍級  

七龍令. 第三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0-6 (PDF) 

NT$300 普遍級  

七龍令. 第五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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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41-259-0 (PDF) 

NT$300 普遍級  

七龍令. 第四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8-3 (PDF) 

NT$300 普遍級  

七龍珠超 超級英雄(劇場版)/鳥山明, 

日下部匡俊作; 陳士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393-5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九煉歸仙/博耀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46-153-6 (第 1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46-154-3 (第 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55-

0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156-7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九龍吐水. 一/司馬長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11-5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吐水. 二/司馬長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3-0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吐水. 三/司馬長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4-7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吐水. 四/司馬長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5-4 (PDF) 

NT$300 普遍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74-1 (第 4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75-

8 (第 5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176-5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77-2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78-9 (第 5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79-6 (第 5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80-

2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十三人的晚宴(20 週年紀念珍藏)/阿

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王

敬慧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10-6 (EPUB) 普遍級  

三國疑雲/水的龍翔著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7153-48-2 (全套:平裝) NT$4640 普遍

級  

三嫁鹹魚/比卡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旭儒,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7213-01-8 (上冊:平裝) NT$560 .-- 

ISBN 978-626-7213-02-5 (下冊:平裝) 

NT$560 .-- ISBN 978-626-7213-03-2 (全

套:平裝) NT$1120 普遍級  

三藩市夜明石: 戀戀十萬年. 下/李白

白 Angelina M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46-7 (PDF) NT$298 普遍

級  

三藩市夜明石: 戀戀十萬年. 上/李白

白 Angelina M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44-3 (PDF) NT$298 普遍

級  

三藩市夜明石: 戀戀十萬年. 中/李白

白 Angelina M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45-0 (PDF) NT$298 普遍

級  

亡國的征服者. 2/不手折家作; 御門

幻流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43-4 

(EPUB) 普遍級  

大明小學生/隨輕風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33-8 (第 30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85-

7 (第 3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186-4 ( 第 3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87-1 (第

3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唐李靖 . 卷三: 龍旂陽陽/齊克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73-4 (PDF) NT$380 普遍級  

大唐李靖 . 卷三: 龍旂陽陽/齊克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74-1 (EPUB) NT$380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34-5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88-8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22-9 (第 19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大鑒定師/冰火闌珊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213-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14-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15-1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16-8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6/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37-6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7/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38-3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8/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39-0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19/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40-6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20/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41-3 

(EPUB) NT$125 普遍級  

子彈是餘生/寺尾哲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92-9 (EPUB) 普遍

級  

子彈是餘生/寺尾哲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93-6 (PDF) 普遍級  

小说 十字架の女. 3. 宇宙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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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14-5-0 (EPUB) NT$380 普遍級  

小異邦人/連城三紀彥著; 王華懋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90-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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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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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14-4-3 (EPUB) NT$380 普遍級  

小魔女諾貝塔/值言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383-6 (平裝 ) NT$200 .-- 

ISBN 978-626-347-384-3 (平裝首刷限

定版) NT$280 普遍級  

才女的侍從: 在滿是高嶺之花的貴族

學校暗中照顧(毫無生活自理能力的)

學院第一大小姐/坂石遊作作; 劉仁

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288-4 (第 3 冊:平裝) 

NT$220 .-- ISBN 978-626-347-289-1 (第

3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70 普遍

級  

不過爐鼎而已/謬爾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墨扉,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96548-2-6 (卷 1:平裝) NT$450 .-- 

ISBN 978-626-96548-3-3 (卷 2:平裝) 

NT$450 .-- ISBN 978-626-96548-4-0 (卷

3: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626-

96548-5-7 (卷 4:平裝) NT$450 .-- ISBN 

978-626-96548-6-4 ( 全 套 : 平 裝 ) 

NT$1800 限制級  

中間人/柯斯蒂.阿普鮑姆作; 林靜華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7-73-0 (EPUB) 普遍級  

丹劍冰心. 下冊/南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6-9 (PDF) 

NT$300 普遍級  

丹劍冰心. 上冊/南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7-6 (PDF) 

NT$300 普遍級  

五隻小豬之歌(20 週年紀念珍藏)/阿

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李

平, 秦越岭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811-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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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50-2 (PDF) NT$266 普遍級  

六朝燕歌行. 28/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06-2 (EPUB) 

NT$125 普遍級  

天下第九/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47-5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48-2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49-9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50-5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51-2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52-9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太昊劍. 下冊/劉毅夫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4-5 (PDF) 

NT$300 普遍級  

太昊劍. 上冊/劉毅夫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5-2 (PDF) 

NT$300 普遍級  

太莽劍魁/關關公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36-9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37-6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38-3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39-0 (第 2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40-

6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少女的書架. IV: 人間椅子 K 的昇天 

春天乘坐於馬車上 刺青/江戶川亂步, 

梶井基次郎, 橫光利一, 谷崎潤一郎

作; 既晴, 李彥樺, 黃詩婷, 吳季倫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11 .-

- 冊 .-- ISBN 978-986-401-588-7 (全套: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心眼/北南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田文

文創, 11111 .-- 冊 .-- ISBN 978-986-

06142-3-7 (全套:平裝) NT$700 普遍級  

心碎沒關係 ,至少我學會離別 /小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19-2 (PDF) 普遍級  

心碎沒關係 ,至少我學會離別 /小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46-8 (EPUB) 普遍級  

方陣: 迴圈三部曲之 2/班.奧利佛(Ben 

Oliver)著; 周沛郁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58-941-6 (EPUB) NT$252 普遍級  

火煞/高珮芸(Pey)作, 葉長青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燈籠出版,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44-0-5 

(EPUB) NT$200 普遍級  

王子的骑士= The prince's knight/欲晓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11 .-- 

4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3-

00-1 (精裝) NT$549 限制級  

以下犯上/千風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93-2 (EPUB) 限制級  

仙域科技霸主/試劍天涯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90-1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91-

8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192-5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93-2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94-9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仙藥大亨/寂寞我獨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57-4 (第 5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58-

1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159-8 ( 第 5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60-4 (第

5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61-1 (第 6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史岱爾莊謀殺案(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孫柯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12-0 (EPUB) 普遍級  

四大天王(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莎.

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宋瑛堂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14-4 

(EPUB) 普遍級  

失控/亞克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94-9 (EPUB) 普遍級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11/枯野瑛作;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09-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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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金手錶/琦君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92-3 (PDF) 普遍級  

母親的金手錶/琦君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93-0 (EPUB) 普遍級  

由最凶惡魔王所鍛鍊的勇者,在異世

界回歸者們的學園裡所向披靡/紺野

千昭作; 黃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392-8 (第 1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白羅出擊(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莎.

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刁克利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15-1 

(EPUB) 普遍級  

光之祭司. vol.8/香草作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98-3 (EPUB) 普遍級  

全能醫婿/曉午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348-040-7 (第 6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48-041-4 (第 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42-

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43-8 (第 9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48-044-5 (第 10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再活一次,請多指教!/天上晴著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90-1 (PDF) NT$300

普遍級  

吃過皇家飯不能不破案: 一個皇家香

港警察的最後一千四百天/騎士丕特

二世著 .-- 臺北市 : 凌宇,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0-0-1 

(EPUB) 普遍級  

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

隊伍,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 9/ざ

っぽん作;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10-3 (EPUB) 普遍

級  

回憶當鋪(十週年紀念版)/吉野万理

子作; 林冠汾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81-5-3 (EPUB) 普遍級  

地球 G 點/郭本城作 .-- 臺北市 : 景芸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578-2-1 (EPUB) 

NT$280 普遍級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

世界照樣無敵. 6: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

命運/美紅作; 龔持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266-2 (EPUB) 普遍級  

好想過窮奢極侈的生活!轉生後絕不

容許貧窮,用魔法改革領地. 1/みわか

ず作; 陳柏安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50-2 (EPUB) 普遍級  

如何才能擁抱妳?= How can I hug 

you?/馬維欣文; 美亞.路比(Maja Lubi)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 

11109 .-- 124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95506-4-7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如忌名獻祭之物/三津田信三作; 緋

華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1-590-0 (PDF) 普遍級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選集套書/列夫.托

爾斯泰(Leo Tolstoy)著; 陳志豪, 何瑄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12 .-- 

冊 .-- ISBN 978-986-178-634-6 (全套:

平裝) NT$599 普遍級  

死了兩次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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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01-4 (EPUB) NT$294 普遍級  

死亡約會(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莎.

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郭茜, 郭

維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16-8 (EPUB) 普遍級  

百變貴公子/舞空玥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95-6 (EPUB) 限制級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17/りゅらせ

んひろつぐ作; 藤ちょこ插畫; 李殷

廷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52-6 (EPUB) 

普遍級  

血洗武林. 下冊/上官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2-1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洗武林. 上冊/上官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3-8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洗武林. 中冊/上官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1-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煞星. 第一冊/單于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50-7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煞星. 第二冊/單于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9-1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煞星. 第三冊/單于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8-4 (PDF) 

NT$300 普遍級  

即使世界如冰雪,我也用盡全力擁抱

你/小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50-5 (EPUB) 普遍級  

即使世界如冰雪,我也用盡全力擁抱

你/小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52-9 (PDF) 普遍級  

孝悌之家/四絃著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4-95-6 (PDF) NT$150 普遍級  

我,精靈王,缺錢!. 10/醉琉璃作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97-6 (EPUB) 普遍

級  

我的東引 你的小島/陳翠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一卷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2-3-9 

(EPUB) 普遍級  

我要對另一個世界的你說再見/達斯

汀.邵(Dustin Thao)著; 陳思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544-7 

(EPUB) 普遍級  

我當備胎女友也沒關係。. 1/西条陽

作;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11-0 (EPUB) 普遍級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末: 魂歸/水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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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03-2 (EPUB) 普遍級  

沃特尼亞戰記/保利亮太作; 黃雅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390-4 (第

5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狂仙/陳風笑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46-141-3 (第 1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42-0 (第 1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43-

7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144-4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45-1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狂歡派對. 下/一隻眼睛著 .-- 新北市 : 

愛護眼睛工作室,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779-1-0 (EPUB) 普

遍級  

男神成了我的小三. 上/草草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3-9-9 

(EPUB) 普遍級  

赤篾/殺豬的牛二作, 陳怡揚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燈籠出版,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44-1-2 

(EPUB) NT$200 普遍級  

身為女性向遊戲的女主角挑戰最強

生存劇. 2/春の日びより作; 黃品玟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54-0 (EPUB) 

普遍級  

刺客/姜邑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96-3 (EPUB) 限制級  

刮 掉 鬍子 的我 與撿 到的女 高 中生

Another side story 三島柚葉/しめさば

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12-7 (EPUB) 普遍級  

孤星淚. 下冊/上官雲心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6-0 (PDF) 

NT$300 普遍級  

孤星淚. 上冊/上官雲心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7-7 (PDF) 

NT$300 普遍級  

孤雲傲霧. 下冊/江湖客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4-6 (PDF) 

NT$300 普遍級  

孤雲傲霧. 上冊/江湖客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5-3 (PDF) 

NT$300 普遍級  

怪鐘(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莎.克莉

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張為民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17-5 (EPUB) 

普遍級  

所長大人的毛茸茸獸耳 100%可愛. 1/

值言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67-9 

(EPUB) 普遍級  

所長大人的毛茸茸獸耳 100%可愛. 2/

值言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68-6 

(EPUB) 普遍級  

所長大人的毛茸茸獸耳 100%可愛. 3/

值言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269-3 

(EPUB) 普遍級  

拐妳當情人/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21-3 (EPUB) 普遍

級  

拐妳當情人/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22-0 (PDF) 普遍級  

法師三定律. 14, 總機先生不在位子

上/笑獅拔劍著.繪 .-- 1 版 .-- 臺北市 : 

笑獅拔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607-2 (EPUB) 普遍級  

花心浪子的初戀/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23-7 (EPUB) 

普遍級  

花心浪子的初戀/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24-4 (PDF) 

普遍級  

金劍銀衣. 下/獨抱樓主著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75-1 

(EPUB) 普遍級  

金劍銀衣. 上/獨抱樓主著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74-4 

(EPUB) 普遍級  

金龍玉令. 下冊/歐陽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3-7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龍玉令. 上冊/歐陽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43-9 (PDF) 

NT$300 普遍級  

阿基里斯之歌/瑪德琳.米勒(Madeline 

Miller)作; 黃煜文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33-9 (EPUB) 

普遍級  

幽冥谷. 下集/宇文瑤璣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7-5 (PDF) 

NT$300 普遍級  

幽冥谷. 上集/宇文瑤璣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6-8 (PDF) 

NT$300 普遍級  

幽冥谷. 中集/宇文瑤璣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8-2 (PDF) 

NT$300 普遍級  

後宮之烏. 1, 不宣之祕/白川紺子作; 

李彥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38-6 (EPUB) NT$266 普遍級  

星芒耀九州. 下冊/田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0-5 (PDF) 

NT$300 普遍級  

星芒耀九州. 上冊/田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69-9 (PDF) 

NT$300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62-8 ( 第 5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63-5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64-2 (第 5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65-9 (第 5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66-

6 (第 6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相 愛 或 是 相 守 / 艾 莉 絲 . 孟 若 (Alice 

Munro)著; 王敏雯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77-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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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愛 或 是 相 守 / 艾 莉 絲 . 孟 若 (Alice 

Munro)著; 王敏雯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78-7 (EPUB) 普遍

級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ちゃつふ

さ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387-4 (第 6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秋天裡的春天/尤利.巴基作; 石瑾謙

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 

11109 .-- 約 21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70-7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美人圖. 1/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1-6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0/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8-5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1/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1-5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2/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6-1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3/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3-0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4/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4-6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5/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5-3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6/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6-0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7/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7-7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8/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8-4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19/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9-1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2/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2-3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20/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30-7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21/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31-4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22/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32-1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23/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33-8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24/肆月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134-5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25/肆月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135-2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26/肆月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136-9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3/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3-9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4/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0-8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5/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9-2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6/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7-8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7/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5-4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8/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14-7 (EPUB) NT$125 普遍級  

美人圖. 9/風中嘯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22-2 (EPUB) NT$125 普遍級  

重生之犢不畏虎. 01: 人生總有幾次

黑歷史/草子信作 .-- 臺中市 : 飛燕文

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8-099-5 (PDF) NT$140 普遍級  

重生之犢不畏虎. 02: 逃亡計畫總是

有意外/草子信作 .-- 臺中市 : 飛燕文

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8-100-8 (PDF) NT$14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10/三年又三年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42-0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6/三年又三年著 .-- 新

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43-7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7/三年又三年著 .-- 新

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44-4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8/三年又三年著 .-- 新

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45-1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9/三年又三年著 .-- 新

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46-8 (EPUB) 

NT$310 普遍級  

倚天屠龍記(1-4)=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金庸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冊 .-- ISBN 

978-957-32-9795-6 ( 全 套 : 平 裝 ) 

NT$1520 普遍級  

修仙農場/聽風就是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8-073-5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74-

2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75-9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76-6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77-3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78-0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冤伸俱樂部/林庭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00-0 (EPUB) 普遍

級  

凌天聖尊/青燈孤影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8-083-4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84-1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85-8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86-5 (第 24 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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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87-

2 (第 2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88-9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89-6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90-2 (第 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91-9 (第 2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92-

6 (第 30 冊: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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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219-9 (第 5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

225-0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26-7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27-4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28-1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29-8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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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203-8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04-

5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05-2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06-9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07-6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家政夫是名偵探!. 3, 春末洗衣與選

擇/楠谷佑著;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31-7 (EPUB) 

普遍級  

宮澤賢治短篇小說集套書/宮澤賢治

著; 陳嫻若, 許展寧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好讀, 11112 .-- 冊 .-- ISBN 978-

986-178-633-9 (全套:平裝) NT$520 普

遍級  

射鵰英雄傳(1-4)= The eagle-shooting 

heroes/金庸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1111 .-- 冊 .-- ISBN 978-957-32-

9805-2 (全套:平裝) NT$1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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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9-703-2 (EPUB) 

NT$300 普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20-8 ( 第 3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21-5 (第

3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22-2 (第 3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23-9 (第 35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21-

2 (第 3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烈馬傳. 第一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1-2 (PDF) 

NT$300 普遍級  

烈馬傳. 第二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2-9 (PDF) 

NT$300 普遍級  

烈馬傳. 第三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3-6 (PDF) 

NT$300 普遍級  

烈馬傳. 第四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4-3 (PDF) 

NT$300 普遍級  

神明渴求著遊戲. 1/細音啓作; 某ㄚ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489-2 (EPUB) 

普遍級  

神眼劫. 第一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5-0 (PDF) 

NT$300 普遍級  

神眼劫. 第二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6-7 (PDF) 

NT$300 普遍級  

神眼劫. 第三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7-4 (PDF) 

NT$300 普遍級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46-126-0 (第 82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神鵰俠侶(1-4)= 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金庸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冊 .-- ISBN 978-957-32-

9800-7 (全套:平裝) NT$380 普遍級  

記憶縫線 YOUR FORMA. 3, 電索官

埃緹卡與群眾的夢 /菊石まれほ作;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13-4 (EPUB) 普遍級  

逆天成神/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8-101-5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02-2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03-9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04-6 (第 2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05-

3 (第 2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106-0 (第 2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閃電驚虹. 下集/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85-9 (PDF) 

NT$300 普遍級  

閃電驚虹. 上集/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83-5 (PDF) 

NT$300 普遍級  

閃電驚虹. 中集/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84-2 (PDF) 

NT$300 普遍級  

乾坤日夜浮. 下冊/醉仙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87-3 (PDF) NT$300 普遍級  

乾坤日夜浮. 上冊/醉仙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86-6 (PDF) NT$300 普遍級  

偵探已經,死了。. 6/二語十, うみぼ

うず作; 陳梵帆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48-1 (EPUB) 普遍級  

偵探已經,死了。. 6/二語十, うみぼ

うず作; 陳梵帆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49-8 (PDF) 普遍級  

國 語推 行員 (電 影書 衣版 )/蔡智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25-2 

(EPUB) 普遍級  

國際學舍謀殺案(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徐燕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18-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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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風吹拂/三浦紫苑著; 林佩瑾, 楊正

敏, 李建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12-4 (EPUB)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27-7 ( 第 4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72-7 (第

4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73-4 (第 4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20-5 (第 50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殺手家族 /李甲秀著; 丁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46-5 (PDF) 

普遍級  

殺戮靈魂. 2/草子信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32-4 (EPUB) 

普遍級  

清秀佳人. 4, 安的幸福(經典新裝版)/

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著; 

康文馨譯 .-- 四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28-5 (EPUB) 普遍級  

清秀佳人. 5, 安的夢幻小屋(經典新

裝 版 )/ 露 西 . 蒙 哥 瑪 麗 (L. M. 

Montgomery)著; 孟劭祺譯 .-- 四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8-629-2 (EPUB) 普遍

級  

牽手的夜晚不作夢/佐渡遼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51-1 (EPUB) 

普遍級  

牽手的夜晚不作夢/佐渡遼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52-8 (PDF) 

普遍級  

理想型淡季/聆擇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1110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24-5-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現實與詩意: 馬華文學的欲望/黃錦

樹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19-1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最強貴族,後宮愈多就愈強/三

木なずな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

394-2 (第 1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626-347-395-9 (第 1 冊:平裝首刷

限定版) NT$230 普遍級  

皎娘/欣欣向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信昌,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7107-57-7 (第 1 卷: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58-4 (第 2 卷: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59-1 (第

3 卷: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

7107-60-7 (第 4 卷: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61-4 (第 5 卷: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62-1 (第

6 卷: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

7107-63-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第三個單身女郎(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陳亦君, 曾胡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819-9 (EPUB) 普遍級  

聊齋志異. 十: 滄海一粟/(清)蒲松齡

原著; 曾珮琦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8-630-8 (EPUB) 普遍級  

被放逐的 S 級鑑定士打造了最強公

會/瀬戸夏樹作; 黃于倫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398-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30 普遍級  

被陌生女高中生囚禁的漫畫家. 1/き

ただりょうま原案; 穂積潜作; 鄭人

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04-2 (EPUB) 限制級  

貧困旅行記/柘植義春著; 陳幼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22-5 

(EPUB) NT$380 普遍級  

都市偷香賊. 36/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07-9 (EPUB) NT$125 普

遍級  

都市偷香賊. 37/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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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冊 .-- 

ISBN 978-626-348-055-1 (第 5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56-

8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57-5 ( 第 5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58-2 (第

5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59-9 (第 5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60-5 (第 5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61-

2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62-9 ( 第 5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63-6 (第

5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64-3 (第 6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65-0 (第 6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66-

7 (第 6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67-4 ( 第 6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68-1 (第

6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鹿港少女. 2: 再見了老三甲/嶺月作; 

盧天怡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

文化創意, 11109 .-- 約 288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0-16-2 (線上有

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麥金堤太太之死(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刁克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20-5 (EPUB) 普遍級  

最後一次耿耿於懷/Middle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85-1 

(EPUB) NT$304 普遍級  

博物館裡的文字學家/許進雄作; 王

俊博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9 .-- 約 46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73-8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普遍級  

喜歡你,從頭到尾/子陽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401-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單行道(德文直譯詳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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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75-1 (EPUB) 普遍

級  

單行道(德文直譯詳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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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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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方舟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76-8 (PDF) 普遍級  

尋找被詛咒的彩畫/翁裕庭作; 陳季

霞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9 .-- 約 3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74-5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尋找傳說中的奇人/翁裕庭作; 陳季

霞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9 .-- 約 35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75-2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就是不能不愛你/花綾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99-4 (EPUB) 限制級  

幀破: 慾望攝獵/夜透紫著 .-- 臺北市 : 

凌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570-1-8 (EPUB) 普遍級  

替天行盜/石章魚著 .-- 臺北市 : 風雲

時代,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7153-51-2 (全套:平裝) NT$9280 普遍

級  

殘酷學校: 大衛.威廉幽默成長小說. 

16/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著; 東

尼.羅斯(Tony Ross)繪; 高子梅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75-7 (EPUB) 

普遍級  

焚身少女/C.J.杜朵作; 甘鎮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55-9 (EPUB) 

普遍級  

焚身少女/C.J.杜朵作; 甘鎮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56-6 (PDF) 

普遍級  

無可靠天使/玥華作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600-7 (EPUB) 限制級  

無法放棄你的前未婚妻就不行嗎?/

桜目禅斗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397-3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67-3 ( 第 5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68-0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69-7 (第 5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70-3 (第 5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71-

0 (第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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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81-9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82-6 (第

3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83-3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84-0 (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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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8-093-3 ( 第 6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94-0 (第

6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95-7 (第 6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96-4 (第 6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97-

1 (第 7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098-8 (第 7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絕代俠醫/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125-3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46-

8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195-6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96-3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97-0 (第 1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98-7 (第 1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99-

4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00-7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01-4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02-1 (第 21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紫龍珮. 第一冊/向夢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88-0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龍珮. 第二冊/向夢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89-7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龍珮. 第三冊/向夢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90-3 (PDF) 

NT$300 普遍級  

超能星武/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218-2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24-3 (第

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鄉野傻醫/輕舞隨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8-069-8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070-4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071-1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072-8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開著福音車徵廟公/浮果著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94-9 (PDF) 普遍級  

隋唐風雲. 參/驕子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01-4 (EPUB)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一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1-0 (PDF) NT$300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七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7-2 (PDF) NT$300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九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9-6 (PDF) NT$300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二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2-7 (PDF) NT$300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八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8-9 (PDF) NT$300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三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3-4 (PDF) NT$300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五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5-8 (PDF) NT$300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六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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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6-5 (PDF) NT$300 普遍級  

雲天劍華錄. 第四冊/蠱上九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294-1 (PDF) NT$300 普遍級  

雲林,妳忘記了甚麼?/林文彬著 .-- 雲

林縣 : 林怡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581-5 (EPUB) 普遍

級  

黑俠/蘇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35-819-0 (EPUB) 普遍級  

黑俠/蘇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35-820-6 (PDF) 普遍級  

黑道少主招惹我/安夏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安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580-8 (EPUB) 

NT$350 普遍級  

亂世佳人/瑪格麗特.米契爾作; 石瑾

謙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9 .-- 約 21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76-9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愛的多重宇宙/莎拉.洛茨(Sarah Lotz)

著; 曾倚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寶國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36-2 (EPUB) 普遍級  

愛情有賺有賠. 下/子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12-1 (EPUB) 

普遍級  

愛情有賺有賠. 上/子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11-4 (EPUB) 

普遍級  

新亞特蘭提斯/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 施博巽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凱富生物科技,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2210-3-0 (EPUB)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46-128-4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129-1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130-7 (第 4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31-4 (第 4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132-

1 (第 4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當他用生日打開了死敵的密碼/一蟹

不如一蟹 FT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7110-3 (平裝) NT$280 限

制級  

當傷心落下,讓我為你撐傘/小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42-0 

(PDF) 普遍級  

當傷心落下,讓我為你撐傘/小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43-7 

(EPUB) 普遍級  

萬歲/乃賴著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37-8-1 (EPUB) 普遍級  

義妹生活. 4/三河ごーすと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14-1 (EPUB) 普遍級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志瑞祐作; 王仁

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7-286-0 (第 8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287-7 (第

8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30 普遍

級  

詭祕客. 2022/台灣犯罪作家聯會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53-5 

(EPUB) 普遍級  

詭祕客. 2022/台灣犯罪作家聯會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54-2 (PDF) 

普遍級  

過橋米線/功夫包子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400-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預言之子. III, 無聲戰場/蘭波.羅威

(Rainbow Rowell)作;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10-7 

(EPUB) 普遍級  

厭世機器人. III, 外星人入侵應變對

策/瑪莎.威爾斯(Martha Wells)著; 翁

雅如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34-8 (EPUB) 普遍級  

對壘/馮君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97-0 (EPUB) 限制級  

漂流在繁華似錦的宇宙/房純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42-4 

(EPUB) NT$258 普遍級  

*綠猴劫/葉言都作; 葉言都, 李英立, 

郭霖, 胡鎮璽, 高銘孝, 黃千庭, 王佳

雯, 劉映萱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約 4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81-9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 ISBN 978-626-335-982-6 (線

上有聲書(WAV)) NT$420 普遍級  

與青梅竹馬的未婚妻成為戀人的故

事/緋月薙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391-1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赫丘勒的十二道任務(20 週年紀念珍

藏)/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

著; 屠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21-2 (EPUB) 普遍級  

影子間諜/木皿泉著; 蘇暐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雨,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27-312-8 (EPUB) 

普遍級  

模仿犯/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98-7 (EPUB) 

NT$69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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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00-7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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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199-4 (EPUB) NT$343 普遍級  

樓外樓. 第一部/孤芳客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12-2 (PDF) 

NT$300 普遍級  

樓外樓. 第二部/孤芳客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7-8 (PDF) 

NT$300 普遍級  

樓外樓. 第三部/孤芳客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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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41-308-5 (PDF) 

NT$300 普遍級  

蝴蝶與坦克 /E.海明威作; 石瑾謙朗

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9 .-

- 約 14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5-77-6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請把門鎖好(20 週年紀念全新修訂

版)/既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43-4 (PDF) 普遍級  

諸天人皇/最白的烏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6-208-3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09-

0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10-6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11-3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12-0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14/寿

安清作;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16-5 (EPUB) 普遍級  

魯迅套書/魯迅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7216-03-3 (全套 :平裝 ) NT$2999

普遍級  

魯迅經典小說集: 吶喊(收錄阿 Q 正

傳等小說)/魯迅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8-632-2 (EPUB) 普遍級  

魯迅雜文精選/魯迅著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 11110 .-- 冊 .-- ISBN 978-626-

7153-47-5 (全套:平裝) NT$2800 普遍

級  

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黃俊傑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66-9 (EPUB) 

普遍級  

憶,茶時/絢君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7109-7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戰神歸來/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348-079-7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080-3 (第

2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081-0 (第 2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082-7 (第 24 冊:平

裝) NT$190 普遍級  

擁有超弱技能「不起眼」的公會職

員,其實是傳說中的暗殺者/ケンノジ

作 ; 林 佳 祥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396-6 (第 2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親吻盛夏的虎斑貓/淇夏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399-7 (第 1 冊:平裝) 

NT$200 限制級  

謀殺在雲端(20 週年紀念珍藏)/阿嘉

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高峰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23-6 

(EPUB) 普遍級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5/松本英吉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57-3 (PDF) 普遍級  

館長大人說館內禁止飲食但允許戀

愛/椰子樹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08-0 (平裝) NT$290 普遍級  

龍門爭霸. 下冊/郎中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10-8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門爭霸. 上冊/郎中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9-2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鳳旗. 第一冊/寒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0-9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鳳旗. 第二冊/寒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1-6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鳳旗. 第三冊/寒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02-3 (PDF) 

NT$300 普遍級  

孺子帝. 卷五, 雙面的大臣/冰臨神下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87-3 (EPUB) 普遍級  

購男頻道/岩希行作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602-1 (EPUB) 限制級  

隱性天敵: 毒瘤. 下/結葉草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結葉草,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14-3 (EPUB) 

普遍級  

隱性天敵: 毒瘤. 上/結葉草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結葉草,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07-5 (EPUB) 

NT$200 普遍級  

雖然是公會的櫃檯小姐,但因為不想

加班所以打算獨自討伐迷宮頭目/香

坂マト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388-

1 (第 2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

626-347-389-8 (第 2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50 普遍級  

藍色列車之謎(20 週年紀念珍藏)/阿

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于

雷 譯  .-- 三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24-3 (EPUB) 普遍級  

藍鷹神劍. 第一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8-1 (PDF) 

NT$300 普遍級  

藍鷹神劍. 第二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79-8 (PDF) 

NT$300 普遍級  

藍鷹神劍. 第三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80-4 (PDF) 

NT$300 普遍級  

藍鷹神劍. 第五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82-8 (PDF) 

NT$300 普遍級  

藍鷹神劍. 第四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281-1 (PDF) 

NT$300 普遍級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3/

鴉びえろ作; 林其磊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461-8 (EPUB) 普遍級  

鎮魂鈴. 下/風花雪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朧月書版, 11110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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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201-09-1 (EPUB) 普遍

級  

鎮魂鈴. 上/風花雪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1-05-3 (EPUB) 普遍

級  

鎮魂鈴. 中/風花雪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1-08-4 (EPUB) 普遍

級  

懶情人/丁瑤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98-7 (EPUB) 普遍級  

孽奴/金盈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03-8 (EPUB) 普遍級  

繼 承 遊 戲 / 珍 妮 佛 . 琳 恩 . 巴 尼 斯

(Jennifer Lynn Barnes) 著 ; 郭庭瑄翻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956-0 

(EPUB) NT$294 普遍級  

續.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魔法人聯

社. 4/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15-8 (EPUB) 

普遍級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

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9/秋

作;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17-2 (EPUB) 普遍級  

魔導學教授的推理教科書. 下/千筆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2-34-8 (EPUB) 普遍級  

魔導學教授的推理教科書. 上/千筆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2-33-1 (EPUB) 普遍級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 5/衣笠彰梧作; 一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18-9 

(EPUB) 普遍級  

聽雪譜. 23/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105-5 (EPUB) NT$125 普遍級  

聽雪譜. 24/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109-3 (EPUB) NT$125 普遍級  

聽雪譜. 25/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9-110-9 (EPUB) NT$125 普遍級  

饕餮記. 第一部/殷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37-9 (EPUB) 普遍

級  

饕餮記. 第二部/殷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38-6 (EPUB) 普遍

級  

豔陽下的謀殺案(20 週年紀念珍藏)/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劉月榮, 李玉杰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825-0 (EPUB) 普遍級  

檞寄生/蔡智恆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32-0 (EPUB) 普遍級  

新譯鶡冠子/趙鵬團注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65-2 (EPUB) 普遍

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一部曲, 玄外之境/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8-0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七部曲, 神魔行道

者/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24-1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九部曲, 光焰圣者/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26-5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二部曲, 神创之光/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20-3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二部曲, 圣皇密令/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9-7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八部曲, 大一统之

梦/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25-8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五部曲, 宇宙生存

战/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22-7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六部曲, 圣能大道/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23-4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四部曲, 先知天行/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21-0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二十部曲, 黑暗年代/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7-3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十七部曲, 夺舍交战/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4-2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十九部曲, 皇邪之心/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6-6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十二部曲, 圣尊皇大计

画/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09-8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十八部曲, 魔君旋风/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5-9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十三部曲, 圣者大任/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0-4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十五部曲, 御神剑再起/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2-8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十六部曲, 圣尊帝传说/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3-5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十四部曲, 圣宇宙/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11-1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十一部曲, 西瑞尔魔

咒/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28-9 (EPUB) NT$2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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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皇道行. 三十二部曲, 宇宙平衡

之道/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

教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29-6 (EPUB) NT$240 普

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十三部曲, 御火先知/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30-2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十部曲, 磁石传说/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27-2 (EPUB) NT$240 普遍級  

其他 

<<天生富有>>有聲書. 第 1 輯/王怡仁

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111 .-- 約 56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80-9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詩經>>裡的草木手記/王張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94-8-9 

(EPUB) NT$580 普遍級  

(圖解)從入門到精通 Excel X Python

資料處理術/金宏和實著; 許郁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32-1 

(PDF) 普遍級  

(圖解)從入門到精通 Excel X Python

資料處理術/金宏和實著; 許郁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33-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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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8-6-6 (EPUB) 普遍級  

0 壓力閒聊/井上智介著;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17-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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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71-6 (EPUB)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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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72-3 (PDF) NT$420 普遍級  

10 倍股法則: 從企業成功軌跡解析股

價上漲 10 倍的祕密/林子揚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Smart 智 富 文 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45-4-5 (EPUB)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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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每秒的小確幸 !/王郁陽 , 劉萍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56-6 (EPUB) 普遍級  

160 張圖學會 博弈選股撲克交易法: 

股市贏家の 11 堂課,教你投資其實也

是一門科學!/孟慶宇著 .-- 新北市 : 大

樂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21-1 (PDF) 普遍級  

2023 年人類圖覺察日誌/安娜.查里科

娃(Anna Charykova), 尼奇塔 .潘克維

奇(Nikita Pankevich)著; 喬宜思(Joyce 

Huang)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19-2 (PDF) 普遍級  

2023 年人類圖覺察日誌/安娜.查里科

娃(Anna Charykova), 尼奇塔 .潘克維

奇(Nikita Pankevich)著; 喬宜思(Joyce 

Huang)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20-8 (EPUB) 普遍級  

2023 兔年開財運賺大錢/陶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24-9 (PDF) 

普遍級  

2023 兔年開財運賺大錢/陶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25-6 

(EPUB) 普遍級  

2222/賴依欣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

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9-33-5 (PDF) 

普遍級  

35921 代謝平衡健康瘦身/洪泰雄著 .-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25-3-1 (EPUB)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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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8-9-7 (EPUB) NT$315 普遍級  

99%隱形的城市日常設計/羅曼.馬斯

(Roman Mars), 柯特.科爾斯泰特(Kurt 

Kohlstedt)作; 高霈芬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87-8 (PDF) 普遍級  

99%隱形的城市日常設計/羅曼.馬斯

(Roman Mars), 柯特.科爾斯泰特(Kurt 

Kohlstedt)作; 高霈芬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88-5 (EPUB) 普遍

級  

<<鬼谷子>>與「鬼谷文化」綜說/黃

啟方作 .-- 臺中市 : 唯心宗南天文化

院, 10910 .-- 20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088-53-7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論文補助致謝資料探索研究: 來源、

應用與建議/陳明俐, 洪文琪, 紀凱齡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

策中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33-0 (PDF) 普遍級  

当代基督门徒/斯托得(John Stott)著; 

黃元林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90-7 (EPUB) 普遍級  

无与伦比的基督/斯托得著; 李望远

译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88-4 (EPUB) 普遍級  

A Christmas Carol(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Charles Dickens 原著; Scott Fisher

改寫 .-- second edition second print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109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0-158-9 

(25K 平裝) NT$250 普遍級  

A key to grammar/editor Corrinne 

Tzeng(曾麗風) .-- 第六版 .-- 高雄市 : 

麗格, 11110 .-- 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020-8-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A roaming whale's tale: Titaner's Quest 

to the way of agile/writers Beaversophy 

Studio editors, the Titansoft staff .-- 臺北

市 : 翻滾海貍工作室,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14-7-0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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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lf-made man/Osman C.H. Tseng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11 .-- 5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43-6 (精裝) NT$600 普遍級  

A tour of Atlantis/Amduat. part 1= 出來

到日光中之訓示/阿密度瓦特. 第一

冊/白中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2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25-

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A tour of Atlantis/Amduat. part 2= 出來

到日光中之訓示/阿密度瓦特. 第二

冊/白中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26-

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A tour of Atlantis/Amduat. part 3= 出來

到日光中之訓示/阿密度瓦特. 第三

冊/白中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1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27-

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About Youth 默默的我,不默默的我們: 

回憶相冊/大慕可可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24-5 (PDF) 普遍級  

About Youth 默默的我,不默默的我們: 

回憶相冊/大慕可可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25-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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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88-7 

(EPUB) 普遍級  

AKILA 魔法教室: Scratch 3 程式積木

創意玩/王麗君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17-0 (PDF) 普遍級  

APCS 完全攻略: 從新手到高手,C++

解題必備 /胡昭民 , 吳燦銘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83-6 (PDF) 

NT$690 普遍級  

APCS 完全攻略: 從新手到高手,C++

解題必備 /胡昭民 , 吳燦銘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84-3 

(EPUB) NT$690 普遍級  

APCS 完 全 攻 略 : 從 新 手 到 高

手,Python 解題必備!/胡昭民, 吳燦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66-9 (EPUB) NT$650 普遍級  

APCS 完 全 攻 略 : 從 新 手 到 高

手,Python 解題必備!/胡昭民, 吳燦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65-2 (PDF) NT$650 普遍級  

App Inventor 2 輕鬆學: 手機應用程式

簡單做 /鄭苑鳳 , 黃乾泰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68-3 

(EPUB) NT$550 普遍級  

App Inventor 2 輕鬆學: 手機應用程式

簡單做 /鄭苑鳳 , 黃乾泰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67-6 (PDF) 

NT$550 普遍級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22/游文玫, 陳怡文, 曾晟愿, 林慧美, 

李國梅, 洪千雅, 莊世豪, 陳新知, 張

芝毓, 施建伍, 郭憶玟, 王薇雅, 楊子

寬, 張瑄方, 瞿盼, 盧亞筠, 鄭守淳, 陳

亭邑, 葛世敏, 張宇彣編輯 .-- 臺北市 : 

畫廊協會, 11110 .-- 360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986-97974-8-1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ASHARE Standard 90.1_2016 問答集/

江金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建

築調適協會, 11109 .-- 17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157-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Aventure!/Isabelle Rajnfeld 主編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11 .-- 52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07-9 (第 2 冊: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Bí mật của sự giúp đỡ= 助的祕密/Tác 

giả: Ted Sun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圓

文化, 11109 .-- 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018-5-1 (平裝) 普遍級  

Blows: polar express to club meds (aka 

psychiatric ward)/Yaowen Chang .-- 臺

北市 : 張耀文, 11109 .-- 16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63-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BrianCuisine 不萊嗯的麵包學: 圖文詳

盡的 7 萬字麵包科學知識、31 道必

學經典甜麵包、21 款原創天然酵種

歐陸麵包、8 道私房抹醬、45 支專

業影音示範,烘焙新手以至麵包職人

皆實用的必備工具書/Brian Lin 作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4-28-3 (EPUB) 

NT$1125 普遍級  

Buddha-Dharma: pure and simple. 5= 佛

法真義/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English translation Venerable Zhi Tong, 

Roxanne Pang .-- first edition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57-645-6 (平裝) 普遍

級  

Bunga rampai: kumpulan pilihan puisi 15 

penyayir Taiwan/penyunting Chong Fah 

Hing(莊華興) .-- 初版 .-- 高雄市 : 中

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11109 .-- 2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5583-6-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Bunun 布農健康書. 2(中文布農語對

照)= Paliuni bisiha lubut tu batasan/涂卉

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弘光科大

文創系, 11109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499-38-5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Chemistry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2022 revised edition)/by 

Clair N. Sawyer, Perry L. McCarty, Gene 

F. Parkin .-- 臺 北 市  : 新 月 圖 書 , 

11110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6141-7-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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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17-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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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18-5 (EPUB) 普遍級  

Covid Gigolo 新冠舞男/黃莉翔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03-4 

(EPUB) 普遍級  

CYBERSEC 臺灣資安年鑑. 2022: 零

信任資安時代來臨: 資安邊界徹底瓦

解 信任需源自反覆驗證/王盈勛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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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吳其勳總編輯 .-- 臺北市 : 電週文

化, 11110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543-1-8 (平裝) NT$179 普

遍級  

Did humans build the moon?/author 

MicroStar; translation Vicky Hsieh .-- 桃

園市 : 微塵國際, 11109 .-- 4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4-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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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10-5 (PDF) 

普遍級  

*English no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everyday life(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Owain Mckimm 著 .-- first edition 

second printing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109 .-- 1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59-6 (第 2 冊:菊 8K 平裝) 

NT$495 普遍級  

*EN 帶你寫個作業系統: 來趟 RISC-

V 開發輕旅行/陳毅(Ia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69-0 (PDF) 

NT$600 普遍級  

EN 帶你寫個作業系統: 來趟 RISC-V

開發輕旅行/陳毅(Ia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70-6 (EPUB) 

NT$600 普遍級  

ETF 指數股票型基金交易制度之研

究/張尹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66-2 (PDF) NT$600 普遍級  

FIRE.致富實踐/克利斯.瑪慕拉, 布萊

德.巴瑞特, 喬納森.曼德沙著; 李靜怡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21-7 

(PDF) 普遍級  

FIRE.致富實踐/克利斯.瑪慕拉, 布萊

德.巴瑞特, 喬納森.曼德沙著; 李靜怡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22-4 

(EPUB) 普遍級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written by Y. H. Mew .-- 臺北市 : 

敦煌, 111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96-3 ( 第 6 冊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Go global: English for global business(寂

天雲隨身聽 APP 版)/Garry Pearson, 

Graham Skerritt, Hiroshi Yoshizuka 著 .-

- second printing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109 .-- 1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57-2 (菊 8K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Grammar map/大必佳英語教學團隊

策畫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大必佳

國際文教, 111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74-2-3 (第 2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Harvard Ph. D. disser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哈佛博士易經論文/白中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44-0 (平裝) 

NT$430 普遍級  

Healer-egg: universal medical protection 

with absolute privacy/James C. Lin .-- 臺

中市 : 林家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552-5 (EPUB) 普遍

級  

Healer-egg: universal medical protection 

with absolute privacy/James C. Lin .-- 臺

中市 : 林家瑋, 11109 .-- 8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56-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How to 反內捲/王晴天, 吳宥忠合著 .-

- 新北市 : 華文網,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271-946-6 (PDF) 普遍

級  

How to 反內捲/王晴天, 吳宥忠合著 .-

- 新北市 : 華文網,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271-947-3 (EPUB) 普

遍級  

How To 設計經典: 設計大師麥可.貝

汝帶你用設計改變世界 /麥可 .貝汝

(Michael Bierut)著 ; 劉佳澐 , 陳柏霖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37-4 

(EPUB) 普遍級  

Kucapungane 好茶舊社石板屋: 家屋

精神的營造/奧崴尼.卡勒盛(Auvinni 

Kadreseng 邱 金 士 ), 杜 冬 振 (Kuale 

Taugathu), 劉可強對談; 林芳正, 劉瑋

靜, 陳琳編輯 .-- 新北市 : 環太社區設

計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1109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54-0-2 (平

裝) 普遍級  

Mantras and yantras of ancient Egypt and 

solar-lunar calendar(kemetic calendar)/

白中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1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36-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NBA 絕殺 75 式: 用圖看懂改變 NBA

的偉大球員和其神技的精采瞬間/紀

坪作; 黃敬中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54-9-5 (PDF) 普遍級  

NBA 絕殺 75 式: 用圖看懂改變 NBA

的偉大球員和其神技的精采瞬間/紀

坪作; 黃敬中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1-0-4 (EPUB) 普遍級  

Networked bodies: the culture and 

ecosystem of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Asia Discovers Asia Meeting for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2017-

2021/edited by River Lin; authors I-Wen 

Chang, Cheng-Ting Chen, Betty Yi-Chun 

Chen, Enoch Cheng, Xin Cheng, Cheng-

Hua Chiang, Chih-Yung Aaron Chiu, 

Ling-Chih Chow, Freda Fiala, Nicole 

Haitzinger, Xuemei Han, Rosemary 

Hinde, Ding-Yun Huang, Danielle 

Khleang, Tsung-Hsin Lee, Helly Minarti, 

Nanako Nakajima, Jessica Olivieri, 

Hsuan Tang, Cristina Sanchez-Kozyreva, 

Anador Walsh, Po-Wei Wang; translators 

Elliott Y.N. Cheung, Johnny Ko, 

Elizabeth Lee, Stephen Ma, Cheryl 

Robbins, Tai-Jung Yu, Yen-Ing Chen .-- 

1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北表演藝術

中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61-9 (PDF) 普遍級  

Observer physics. part 1= 觀察物理學. 

第 一 冊 /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 

11109 .-- 3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41-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Observer physics. part 2= 觀察物理學. 

第 二 冊 /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 

11109 .-- 3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42-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Office 2021 高效實用範例必修 16 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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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8-6 (PDF) NT$450

普遍級  

Office 餐旅應用綜合實例(適用 Office 

2019/2016)/郭姮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29-3 (PDF) NT$450

普遍級  

Passion: 我的健身年代/亞洲魅力所

在/陳昱辰總編輯 .-- 新北市 : 陳昱辰, 

1111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60-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Phoebe 的法國料理醬汁聖經/Phoebe 

W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37-9 (PDF) 普遍級  

Phoebe 的法國料理醬汁聖經/Phoebe 

W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38-6 (EPUB) 普遍級  

PHP8 & MariaDB/MySQL 網站開發: 

超威範例集/陳惠貞, 陳俊榮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30-9 (PDF) 

NT$560 普遍級  

Postapokalyptische Ära Der König der 

Könige/autor Schüler der Schöpfung 

Fa .-- 桃園市 : 微塵國際, 11110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04-1-

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Python: 量化交易 Ta-Lib 技術指標 139

個活用技巧/劉承彥, 郭永舜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71-3 (PDF) 

NT$620 普遍級  

*Python: 量化交易 Ta-Lib 技術指標

139 個活用技巧/劉承彥, 郭永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72-0 

(EPUB) NT$620 普遍級  

Python 資料科學自學聖經: 不只是建

模!用實戰帶你預測趨勢、找出問題

與發現價值/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31-6 (PDF) 

NT$580 普遍級  

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 逆寫北

臺灣客庄形成史/羅烈師, 陳龍田, 梁

廷毓, 劉柳書琴, 羅文君, Iban Nokan

著; 羅烈師主編 .-- 新竹市 : 陽明交通

大學出版社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470-47-0 (EPUB) 普遍

級  

Quantum Computing 100+: 全球量子計

算科技企業發展分析/吳悅, 賴志遠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

策中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37-8 (PDF) 普遍級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written by Gerhard Erasmus .-- sixth 

printing .-- 臺北市 : 敦煌, 11109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97-

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Ratology database: my psychotic 

discourse (abridged)/Yaowen Chang .-- 

臺北市 : 張耀文, 11109 .-- 3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598-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Ready for reading success. 4: develop 

y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寂天

雲隨身聽 APP版)/Owain Mckimm 著 .-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62-6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SDGs 系列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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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著; 童小芳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15-5 (EPUB) 

NT$266 普遍級  

Soak up/photography Pan Hau-Yun 潘皓

昀 .-- 臺中市 : 阿爾樹曦, 11109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06-0-

5 (平裝) NT$880 普遍級  

Southeast Asia : recovery amidst 

uncertainty/edited by Wen Pin Lin, Khai 

Leong Ho, Samuel C.Y. Ku .-- 高雄市 :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心, 11110 .-- 2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585-63-

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SUIT: 十五月攝影集/十五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16-0 (PDF) 

普遍級  

SUIT: 十五月攝影集/十五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17-7 (EPUB) 

普遍級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 program 

brochure/editors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 新竹

市 :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11110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16-

9-0 (平裝) NT$800 普遍級  

The ancient Egyptian senet tarot and the 

game of human life. part 1= 古埃及神

圖塔羅與人類生活遊戲. 第一冊/白

中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2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39-

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The ancient Egyptian senet tarot and the 

game of human life. part 2= 古埃及神

圖塔羅與人類生活遊戲. 第二冊/白

中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40-

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The complete works of Douglass A. 

White, Ph. D.= 白中道博士全集/白中

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冊 .-- ISBN 

978-626-01-0548-8 ( 全 套 : 平 裝 ) 

NT$11020 普遍級  

The cosmic game and the senet game text 

of ancient Egypt= 宇宙遊戲與古埃及

神圖遊戲經文 /白中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

惠, 11109 .-- 2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22-8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The game changer(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in 2013 bamboo slips)= <<易

經>>2013 年出土易經竹簡 /白中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2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45-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The holistic change maker(book of 

changes). part 1= 古埃及與易經. 第一

冊/白中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2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37-

2 (平裝) NT$430 普遍級  

The holistic change maker(book of 

changes). part 2= 古埃及與易經. 第二

冊/白中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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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38-

9 (平裝) NT$630 普遍級  

The litany of ra(tarok naipa)= 日神的連

禱文/白中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2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535-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The popcorn time and a plan for a planet= 

爆米花開悟的時刻與對地球文明的

計畫/白中道(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2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543-3 (平裝) NT$430 普遍級  

The pyramid texts. part 1(A)= 金字塔經

文 . 第 一 冊 (A)/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

惠, 11109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28-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The pyramid texts. part 1(B)= 金字塔經

文 . 第 一 冊 (B)/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

惠, 11109 .-- 1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29-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The pyramid texts. part 2= 金字塔經文. 

第 二 冊 /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 

11109 .-- 4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30-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The pyramid texts. part 3= 金字塔經文. 

第 三 冊 /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 

11109 .-- 2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31-0 (平裝) NT$430 普遍級  

The pyramid texts. part 4(A)= 金字塔經

文 . 第 四 冊 (A)/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

惠, 11109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32-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The pyramid texts. part 4(B)= 金字塔經

文 . 第 四 冊 (B)/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

惠, 11109 .-- 2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33-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The pyramid texts. part 5= 金字塔經文. 

第 五 冊 /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 

11109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34-1 (平裝) NT$430 普遍級  

The senet tarot of ancient Egypt. part 1= 

古 埃 及神 圖 塔羅 . 第一 冊 /白中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2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23-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The senet tarot of ancient Egypt. part 2= 

古 埃 及神 圖 塔羅 . 第二 冊 /白中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許秋惠, 11109 .-- 3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24-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The uncertainty of 3.14π is the melody 

of multiple worlds/writer Hsiu Che Hsu, 

Zimmer Lin .-- first edition .-- 新北市 : 

Bodo Studio Taiwan, 11110 .-- 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19-0-9 (精裝) 

NT$1820 普遍級  

The yoga sutras of Patanjali= 帕坦伽利

瑜 珈 經 /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惠 , 

11109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46-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TRIZ 的創新理論與實戰精要: 因果

分析、矛盾矩陣、發明原理、科學

效應,一本書教你用創新方法解決實

際問題/姚威, 韓旭, 儲昭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11-2 (PDF) 

普遍級  

Where 旅遊味: 文創緩旅/劉建德總編

輯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11109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595-0-

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植物防檢疫新技術之開發與應用」

研討會專刊/鄭櫻慧, 林玫珠, 黃巧雯, 

蔡志濃, 謝廷芳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植物保護學會, 11109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610-3-7 (平

裝) 普遍級  

一本書讀懂資本主義/喬納森.波特斯

(Jonathan Portes)著; 李芳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89-6 

(PDF) 普遍級  

一本書讀懂資本主義/喬納森.波特斯

(Jonathan Portes)著; 李芳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90-2 

(EPUB) 普遍級  

一行禪師講<<入出息念經>>: 一呼

一吸間 ,回到當下的自己 /一行禪師

(Thich Nhat Hanh)著; 士嚴法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4-8-0 

(EPUB) 普遍級  

一看就懂森林之島/遠足地理百科編

輯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62-1 (PDF) 普遍級  

一看就懂森林之島/遠足地理百科編

輯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8-163-8 (EPUB) 普遍級  

一個人或一個時代: 習近平執政十週

年的檢視/吳玉山, 寇健文, 王信賢主

編; 吳玉山, 寇健文, 王信賢, 鍾延麟, 

蔡文軒, 張執中,曾偉峯, 張弘遠, 林雅

鈴, 王韻, 張登及, 黃瓊萩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55-7 (PDF) 普遍級  

一個人的京都私房旅行 /柏井壽著;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

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62-6 (PDF) 普遍級  

一個人的京都私房旅行 /柏井壽著;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

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63-3 (EPUB) 普遍級  

一個女子的朝聖之路,西班牙徒步壯

遊攻略/陳洛蓁 Jean Chen 作 .-- 修訂

一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59-1 (EPUB) 

NT$26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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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9-274-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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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958-1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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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959-8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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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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懇譯 .-- 新北市 : 

蘋果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27-6-2 (EPUB) 普遍級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電腦輔助

機械設計製圖/Win Cad 工作室編著 .-

- 十 九 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 

11110 .-- 4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28-2 (平裝) 普遍級  

七情心療法: 用心調養你的情緒溫

度!: 結合東方七情與西方心理、精

神醫學......所歸納出的情緒治療方法

/陳淵渝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72-6 (EPUB)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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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73-0 (EPUB)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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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74-7 (PDF) NT$450 普遍級  

九州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墨刻

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65-2 (EPUB) 普遍級  

二手芬蘭/朴賢善著; 邱鱗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63-5 (PDF) 

普遍級  

二手芬蘭/朴賢善著; 邱鱗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64-2 

(EPUB) 普遍級  

二胡必修教學進階流行歌曲應用/官

俊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

譜,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3-57-2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人才供需預測模式之初探 /許旭昇 , 

樊晉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

科技政策中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34-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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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57-3 (EPUB) 普遍

級  

人生最重要的使用說明書: 預立遺囑: 

專業律師教你遺囑表達、訂立、保

管、財產繼承等關鍵問題 /劉韋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43-0 (EPUB) 普遍級  

人在社會走,口才必須有: 聲不在高,

清晰就行!話不在多,到位則靈!從臺

上到桌下,各種情境脫口「秀」出來/

劉惠丞, 江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12-9 (EPUB) 普遍

級  

人性照護套書/本田美和子, 伊凡.傑

內斯特(Yves Gineste), 蘿賽特.馬雷史

考特(Rosette Marescotti)著; 汪佳穎, 黃

姿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045-60-

2 (全套:平裝) NT$7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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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77-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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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78-2 (EPUB) 普遍級  

人渣家族/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臺

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85-7 (EPUB) 普遍級  

*人間遊藝: 走進<<紅樓夢>>的經典

世界: 遊藝紅樓,悅讀紅樓/朱嘉雯作.

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9 .-- 

約 32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0-66-2 ( 線 上 有 聲 書 (M4A)) 

NT$910 普遍級  

人類大宇宙: 抬頭望向天空尋找答案

的人們,以及隱藏在星空中的歷史/喬.

馬錢特(Jo Marchant)著; 徐立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26-7 (EPUB) 

普遍級  

人類的旅程/奧德.蓋勒(Oded Galor)著; 

顧淑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86-5 (PDF) 普遍級  

人類的旅程/奧德.蓋勒(Oded Galor)著; 

顧淑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87-2 (EPUB) 普遍級  

人類預測大歷史: 占卜、戰局推演、

演算法,人類能正確預測未來嗎?/馬

丁 .克里費德(Martin van Creveld)著 ; 

張毅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79-8 (EPUB) 普遍級  

人類圖: 區分的科學,你的人生使用

說明書 /鈴達 .布乃爾(Lynda Bunell), 

拉 . 烏 廬 . 胡 (Ra Uru Hu) 著 ; Joyce 

Huang(喬宜思)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74-27-5 (EPUB) 普遍級  

人體解剖套書 /安德魯.貝爾(Andrew 

Biel)著; 謝伯讓, 高薏涵, 林晏生, 朱

皓如, 黃馨弘翻譯 .-- 再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9 .-- 冊 .-- ISBN 978-

986-370-481-2 (全套 :平裝 ) NT$21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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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58-0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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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29-0 (EPUB) NT$4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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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30-6 (PDF) NT$400 普遍

級  

三重區蘆洲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95-

8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三峽、鶯歌(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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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736-93-4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下一個現在/瑪麗安.薩爾茲曼(Marian 

Salzman)著; 古惠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29-0 (EPUB) 普遍

級  

下一個現在/瑪麗安.薩爾茲曼(Marian 

Salzman)著; 古惠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30-6 (PDF) 普遍級  

土城、樹林(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92-7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大天使神諭占卜卡= Archangel oracle 

cards/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王

愉淑譯 .-- 六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

文化, 11111 .-- 1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6218-4-2 (平裝) NT$1480 普

遍級  

大台中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96575-1-3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大台南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96575-6-8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大局: 傳奇台商征戰紐約 40 年的江

湖撇步/黃文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74-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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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49-8 

(EPUB) NT$35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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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50-4 (PDF) 

NT$356 普遍級  

大首爾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李

聖依, 墨刻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66-9 (EPUB) NT$336 普

遍級  

大師為你說希臘神話: 永遠的宇宙、

諸神、人/凡爾農(Jean-Pierre Vernant)

著; 馬向民譯 .-- 四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62-583-5 (EPUB) NT$294 普遍級  

大高雄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96575-9-9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大溪普濟堂與社頭: 看見神之鄉/陳

志昌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大嵙崁文

教基金會, 11112 .-- 192 面; 21X29 公

分 .-- ISBN 978-986-81968-8-9 (平裝) 

普遍級  

大腦喜歡這樣學改變/芭芭拉.歐克莉

(Barbara Oakley)著; 高霈芬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92-3 

(EPUB) 普遍級  

大腦喜歡這樣學改變/芭芭拉.歐克莉

(Barbara Oakley)著; 高霈芬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93-0 (PDF) 

普遍級  

大腦需要叛逆期: 事情陷入僵局?推

翻固有思路,嘗試不按牌理出牌,就能

收獲意想不到的成功!/徐定堯, 劉東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87-0 (EPUB) 普遍級  

大學不知道/胃竇 Elaine 著 .-- 臺北市 : 

任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2-03-1 (PDF) NT$399 普遍級  

大學不知道/胃竇 Elaine 著 .-- 臺北市 : 

任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2-04-8 (EPUB) NT$3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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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786-3 

(EPUB) 普遍級  

大灣大員福爾摩沙: 從葡萄牙航海日

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台灣

地名真相/翁佳音, 曹銘宗作; 林凱羚

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 

11109 .-- 約 41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67-7 (線上有聲書(MP3)) 

NT$570 普遍級  

女子山海/張卉君, 劉崇鳳作.朗讀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約 61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15-7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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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75-4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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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76-1 (PDF) NT$350 普遍級  

子彈溝通/本橋亞土著; 楊正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27-9-4 

(EPUB) 普遍級  

小麥完全真相: 戒除致病糧食,斷開

糖尿病、心臟病、慢性發炎、平衡

荷爾蒙、舒解受損腸胃道、降低罹

癌等健康風險/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s)著; 閻紀宇, 鄧子衿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23-6 

(EPUB) 普遍級  

山痕: 靠自己也能親近山林的 20 堂

課/陳彥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926-0 (PDF) 普遍級  

山痕: 靠自己也能親近山林的 20 堂

課/陳彥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927-7 (EPUB) 普遍級  

川端康成掌中小說集. 1/川端康成著; 

林水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

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23-487-6 (EPUB) 普遍級  

川端康成掌中小說集. 2/川端康成著; 

林水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

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23-488-3 (EPUB) 普遍級  

工作 DNA/金範俊著; 郭佳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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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7192-46-7 (PDF) 

普遍級  

工作 DNA/金範俊著; 郭佳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47-4 

(EPUB) 普遍級  

工程數學: SOP 閃通指南/林振義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35-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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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59-7 (EPUB) 普遍級  

不一樣的學校: 深入地方的教與學設

計/楊志彬, 李易昆, 張金玉, 張素真, 

羅于涵, 周依禪, 許婉鈴, 戴文祥, 林

崇熙, 詹曜齊, 黃世輝, 蔡佩如, 黃德

秀, 鄭秀娟, 李佳瑜, 蔡傳暉, 陳君山, 

蔡素貞, 林朝成, 林冠州, 王複蓉, 吳

茂成, 陳志軒, 柯穎瑄作; 楊志彬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46-5-0 (EPUB) 普遍級  

不心累的故事教育法: 改變說教的口

吻,將童話重新詮釋,透過小故事引導

孩子改變自我/洪春瑜, 薛梅城編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13-6 (EPUB) 普遍級  

不可思議/真梨幸子著; 王蘊潔譯 .-- 

臺北市 : 皇冠,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41-0 (PDF) 普遍級  

不安的哲學/岸見一郎著; 林函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16-4 

(PDF) 普遍級  

不明嫌犯 /梅格 .嘉德納作 ; 尤傳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05-6 (EPUB) 普遍級  

不服從的藝術: 有效的心理策略使你

順利反抗主流,提出優質異議,與眾不

同/陶德.凱希丹著; 陳佳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27-4 (EPUB) 

普遍級  

不是搞不定人,是搞不懂人性: 掌握

人類行為的底層邏輯 ,到哪都吃得

開!/王心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48-2 (PDF) 普遍級  

不是搞不定人,是搞不懂人性: 掌握

人類行為的底層邏輯 ,到哪都吃得

開!/王心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49-9 (EPUB) 普遍級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深崎暮人畫集. 

上, Flat./丸戶史明原作; 深崎暮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27-1 (EPUB) 普遍級  

不動產登記案件涉及私權爭議審查

之研究/張捷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73-0 (PDF)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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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55-8 (EPUB) 普遍級  

不懂帶人、不懂帶團隊套書/石田淳

著; 孫玉珍, 賴郁婷譯 .-- 再版 .-- 臺北

市 : 如果出版,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045-59-6 ( 全 套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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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56-5 (EPUB) 普遍級  

中日文學之間: 鄭清茂論著集/鄭清

茂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59-2 (EPUB) 普遍級  

中日文學之間: 鄭清茂論著集/鄭清

茂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60-8 (PDF) 普遍級  

中和區永和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89-

7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中音薩克斯風經典動漫曲集= Best 

animation songs for alto saxophone/麥書

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書

國際文化, 11109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02-4-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中國大陸反傾銷法律實務與台灣因

應對策研究: 以石化產品正丁醇案為

例/馬馹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71-6 (PDF) NT$600 普遍級  

中國全圖(中國地圖版)/金時代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84-2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中國地形圖(中國地圖版)/金時代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二刷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96584-2-

8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中國政治思想史/蕭公權著 .-- 三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45-5 (EPUB) 普遍

級  

中國政治思想史/蕭公權著 .-- 三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46-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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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47-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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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48-6 (PDF) 普遍級  

中華民國秋海棠(中國地圖版)/金時

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三版二

刷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4-3-5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中壢區平鎮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99-

6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尹情書/尹乃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935-4-5 (PDF) 普遍級  

今晚有貓伴身邊. 3/咕嚕 Z 作; 林慧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06-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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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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57-3 

(EPUB) 普遍級  

六區塊黃金比例時間分配法套組/鄭

智荷(정지하)著; Loui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73-20-6 ( 全 套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六堆新發現: 2022 第九屆六堆論壇/

徐靜如, 陳宏銘主編 .-- 初版 .-- 屏東

縣 : 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 11110 .-

- 1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7907-2-7 (平裝) 普遍級  

反對死刑: 前法國司法部長與死刑的

直 球 對 決 / 侯 貝 . 巴 丹 岱 爾 (Robert 

Badinter)著; 謝歆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衛城,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51-8 (PDF) 普遍級  

反對死刑: 前法國司法部長與死刑的

直 球 對 決 / 侯 貝 . 巴 丹 岱 爾 (Robert 

Badinter)著; 謝歆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衛城,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52-5 (EPUB) 普遍級  

天 使 回 應 占 卜 卡 = Angels answers 

oracle cards/ 羅 賴 . 瓦 倫 坦 (Radleigh 

Valentine)著; 黃春華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1110 .-- 1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6218-3-5 (平

裝) NT$1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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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1-589-4 (PDF) 普遍級  

太上三生解冤妙經 太上道君說解冤

拔度妙經/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 

11110 .-- 4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96326-3-3 (平裝) NT$30 普遍級  

尤怪魔宮: 魔方陣的世界/尤怪編著 .-

- 初 版  .-- 新 竹 縣  : 尤 怪 工 作 室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74-3-5 (PDF) NT$500 普遍級  

手到心至抄寫本: 箴言/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10 .-- 2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1-46-

1 (平裝) NT$220 普遍級  

手挽銀河水: 清季人物、歷史與記憶

/布琮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75-8 (PDF) 普遍級  

手挽銀河水: 清季人物、歷史與記憶

/布琮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76-5 (EPUB) 普遍級  

文化超開展: 共振臺灣公共領域/吳

介祥, 陳俊宏, 殷寶寧, 榮芳杰, 劉名

峰, 李俐慧, 劉塗中, 高郁婷, 黄意文, 

柯人鳳, 趙欣怡作; 吳介祥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32-673-7 (PDF) 

普遍級  

文案力就是你的鈔能力/鄭緯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76-9 

(EPUB) 普遍級  

文案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東西/

盧建彰作; 吳文揚朗讀 .-- 臺北市 : 尚

儀數位學習, 11109 .-- 約 372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5-68-4 (線上有

聲書(MP3)) NT$399 普遍級  

日日有影. 2023= A movie a day/張硯

拓主編 .-- 臺北市 : 有內容, 11111 .-- 

380 面 ; 1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50-0-6 (精裝) NT$1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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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20-9 

(EPUB) NT$308 普遍級  

日本便利商店: Nippon 所藏日語嚴選

講座/EZ Japan 編輯部著; 田中裕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69-3 (EPUB) NT$400 普遍級  

日本便利商店: Nippon 所藏日語嚴選

講座/EZ Japan 編輯部著; 田中裕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70-9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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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60-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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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6-31-5 (EPUB) 

NT$406 普遍級  

日本頂尖執事教你察言觀色的 28 堂

課/新井直之著; 陳美瑛譯 .-- 2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33-6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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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6-2-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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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6-3-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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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6-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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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6-5-3 (PDF) 

普遍級  

月亮的孩子/伊恩.勞倫斯作; 余國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01-8 (EPUB) 普遍級  

月經不平等: 一段女性身體的覺醒之

路 /艾莉絲.迪艾波(Élise Thébaut)著; 

劉允華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96-1 (PDF) 普遍級  

月經不平等: 一段女性身體的覺醒之

路 /艾莉絲.迪艾波(Élise Thébaut)著; 

劉允華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97-8 (EPUB) 普遍級  

止於至善: 存一點光明在心中/簡墨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14-3 (EPUB) 普遍級  

水的漫舞/王唯工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16-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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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風景速寫繪畫課: 顧兆仁旅繪台

灣技法教學/顧兆仁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太雅,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6-428-3 (EPUB) 普遍級  

王亢沛校長紀念專輯/王雅萍編 .-- 臺

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125-4 (PDF) 

普遍級  

王師北定中原日/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80-2 (EPUB) 

普遍級  

世上沒有送命題 ,懂了就是送分題 : 

人間修練指南/半佛仙人著 .-- 臺北

市 : 方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06-3 (EPUB) 普遍級  

世界观布道: 有关生命的七个重要问

题/大卫.卡奇(David Cashin)著; 邹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06-7-5 (EPUB) 普遍級  

世界一分為二: 吳爾芙、T.S.艾略特、

E.M.福斯特、D.H.勞倫斯,以及他們

的一九二二年/比爾.戈斯坦著; 張綺

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86-2 (PDF) 普遍級  

世界一分為二: 吳爾芙、T.S.艾略特、

E.M.福斯特、D.H.勞倫斯,以及他們

的一九二二年/比爾.戈斯坦著; 張綺

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287-9 (EPUB) 普遍級  

世界中的孩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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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31-1 

(EPUB) NT$320 普遍級  

世界地形地圖(世界地圖版)/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三版二

刷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4-1-1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世界行政圖(世界地圖版)/金時代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83-5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世界第一眼科醫師傳授,如何預防視

力下降/深作秀春著; 林慧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25-2-4 

(EPUB) 普遍級  

世界觀佈道: 有關生命的七個重要問

題/大衛.卡奇(David Cashin)著; 鄒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27-0-8 (EPUB) 普遍級  

主工人做主工: 提摩太前後書信息/

楊寧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

音藝術傳播協會,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187-2-9 (EPUB) 

NT$84 普遍級  

以引文索引資料庫探究台灣總體及

研究型大學之學術研究能量/洪文琪, 

紀凱齡, 陳明俐, 劉瑄儀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國 研 院 科 技 政 策 中 心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19-331-6 (PDF) 普遍級  

以弗所书(教师本): 一个实用和灵修

的 课 程 " 活 在 基 督 里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李古芝华

译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9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339-5-1 (平裝) 普遍

級  

以弗所書(教師本): 一個實用和靈修

的 課 程 " 活 在 基 督 裡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作; 李古芝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天牧差傳

門訓協會, 11109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339-4-4 (平裝) 普遍

級  

以溫柔擁戴你的獨一無二/林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94-9 

(PDF) 普遍級  

以溫柔擁戴你的獨一無二/林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95-6 

(EPUB) 普遍級  

以權利變換或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民

辦都更之物權變動研究/陳旺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60-0 (PDF) 

NT$600 普遍級  

加密風雲: 那些不為人知的貪婪與謊

言,和啟動新世界的推手與反派/蘿拉.

辛(Laura Shin)著; 陳依亭, 柯文敏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48-0 

(EPUB) 普遍級  

加密貨幣的真相: 揭穿區塊鏈無本金

融的國王新衣/曲建仲(曲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4-440-9 (EPUB) 

普遍級  

北九州深度之旅: 福岡、大分、佐賀、

長崎、熊本/王彥涵(彥彥)作.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6-435-1 (EPUB) 

普遍級  

北海道四季彩繪之旅/Tuna の小宇宙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6-430-6 

(EPUB) 普遍級  

北歐式健走全方位教學手冊= Onw 

Bronze membership guidebook/方怡堯, 

何信弘作 .-- 嘉義縣 : 君好健康實業

社, 111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55-1-2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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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28-1 (EPUB) 

普遍級  

可愛動物經典/曾暐傑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216-02-6 (全套:平裝) 

NT$799 普遍級  

只要還活著: <<餘命十年>>作者小

坂流加最後遺作/小坂流加作; 游若

琪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30-6 (EPUB) 普遍級  

只要還活著: <<餘命十年>>作者小

坂流加最後遺作/小坂流加作; 游若

琪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31-3 (PDF) 普遍級  

史考特.康寧罕的元素魔法: 向風、

火、水、地四元素借力/史考特.康寧

罕作;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94-9 (EPUB) NT$480 普

遍級  

史考特.康寧罕的元素魔法: 向風、

火、水、地四元素借力/史考特.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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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作;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95-6 (PDF) NT$480 普遍

級  

台南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5-5-1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台南市街道圖(台灣地圖版)/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96575-7-

5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台灣女性乳癌白皮書: 100 個非知不

可的醫學知識,關於妳的乳房掌上微

型 Google 冊/杜世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92-5 (PDF) 普遍級  

台灣女性乳癌白皮書: 100 個非知不

可的醫學知識,關於妳的乳房掌上微

型 Google 冊/杜世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93-2 (EPUB) 普遍

級  

台灣小事/吳鈞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86-9 (EPUB) 普遍

級  

它物紀= Wu Chi-Yu: the epoch of other 

things/吳其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耿畫廊, 11110 .-- 137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9346-9-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巨變時代: 創造世界秩序的 40 年歐

洲 飛 躍 史 / 帕 特 里 克 . 懷 曼 (Patrick 

Wyman)著; 吳煒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22-5 (PDF) 普遍級  

市 長 的 馬 祖 日 記 = Diary of mayor: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about Matsu/楊

雅棻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楊雅棻, 

11110 .-- 8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16-7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平衡的講道: 以符合聖經的優先順序

來安排講道/唐納.漢密爾頓(Donald L. 

Hamilton)作; 張聰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6-9-9 (EPUB) 

普遍級  

未來生活指南/約夫.布盧姆作; 吳宗

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02-5 (EPUB) 普遍級  

未來你是誰(珍藏版): 牛津大學的 6

堂領導課/岡田昭人著; 蔡容寧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20-4 

(PDF) 普遍級  

未燒書/楊渡作; 楊日瀚朗讀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109 .-- 約 105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4-91-8 (線上有

聲書(MP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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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

宙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8-02-1 (EPUB) 普遍級  

正法一意: 四部彙編/直貢覺巴.吉天

頌恭宣講; 敬安.仁欽強秋彙編; 佐欽

堪布.昆桑巴滇釋論; 第三世巴麥欽

哲仁波切編校; 洛本.噶才尼瑪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44-2 

(EPUB) 普遍級  

母愛有毒: 掙脫束縛療癒母女關係,

與自己和解/于玲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76-6 (EPUB) 普遍級  

民生公共物聯網感測器產業發展趨

勢及需求調查/葉芳瑜, 葉家顯, 許旭

昇, 張書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19-332-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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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789-4 (EPUB) 

普遍級  

永遠都要保留你心中最明亮的那塊

地方/愛麗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12-6 (PDF) 普遍級  

永遠都要保留你心中最明亮的那塊

地方/愛麗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13-3 (EPUB) 普遍級  

玄華元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陳瑞玲, 蔡欣潔, 洪羽函執行編

輯 .-- 新竹市 :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 11110 .-- 45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6422-37-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玉雕工藝顯微痕跡導讀 /陳啟賢主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眾志美術 , 

11109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338-7-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瓦貓/葛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612-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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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47-4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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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48-1 (PDF) 

NT$400 普遍級  

生活是無以名狀的碎片/不朽作 .-- 臺

北市 : 皇冠,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42-7 (PDF) 普遍級  

生涯規劃/陳澤義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72-4 (PDF) NT$550 普遍

級  

用 have、do、get,就能傳達九成英

文!/周昱葳(葳姐), 李存忠(Mitch), 吳

惠怡(Flora), 林宜珊(Amy)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43-6 (EPUB) 

普遍級  

用 have、do、get,就能傳達九成英

文!/周昱葳(葳姐), 李存忠(Mitch), 吳

惠怡(Flora), 林宜珊(Amy)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44-3 (PDF) 

普遍級  

用句子背 GEPT 全民英檢高級單字/

黃亭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視整

合傳播,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684-52-5 (PDF) NT$490 普遍

級  

用白紙做的小孩/伍政瑋作 .-- 臺北

市 : 新文潮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167 

 

ISBN 978-626-96553-1-1 (EPUB) 普遍

級  

用自然發音串記單字不用背: 心智圖

+發音串聯超強結合,從此單字不用

背,一記就是一整串/邱律蒼, 劉容菁

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46-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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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03-7 

(EPUB) 普遍級  

用書打怪: 以閱讀解決人生問題/宋

怡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04-3 (PDF) 普遍級  

用書打怪: 以閱讀解決人生問題/宋

怡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05-0 (EPUB) 普遍級  

用陪伴,找回曾在愛情受傷的妳: 心

理師用 25 個愛情故事分享如何好好

愛自己、做自己/江珈瑋著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21-6 (EPUB) 

NT$266 普遍級  

用愛,送你遠行/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66-5-4 (EPUB) 普遍級  

田園交響樂/安德烈.紀德作; 石瑾謙

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 

11109 .-- 約 20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69-1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白胖胖、黃胖胖、黑胖胖,你是哪一

種?: 中醫辨證論治減肥法,輕鬆有效

不反彈/董正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46-2 (EPUB) NT$315 普

遍級  

交易未來的投機者: 從倉皇逃離的猶

太之子,到撼動世界的期貨教父,里歐.

梅拉梅德的傳奇回憶錄/里歐.梅拉梅

德(Leo Melamed)著; 梁東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57-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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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1-16-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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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1-17-0 (EPUB) 普遍級  

伊朗大復興/Hormoz Shariat 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帶路國際商貿諮詢顧

問,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316-8-0 (EPUB) 普遍級  

企業的本質: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

泰勒 .柯文 (Tyler Cowen)著 ; 徐立妍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5-06-2 (EPUB) 普遍級  

光,帶我走向遠方/李屏賓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1-24-9 (PDF) 

普遍級  

光上黑山,寧靜海/胡家榮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2-1-7 (PDF) 

普遍級  

光上黑山,寧靜海/胡家榮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2-2-4 (EPUB) 

普遍級  

全方位軟裝師美學指南: 室內軟裝設

計心法秘訣,一次到位,十種風格/八

大元素/生活美學/佈置藝術/陳格秀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77-8 (EPUB) NT$650 普遍級  

全身重置 : 逆齡計畫 /史蒂芬 .佩林

(Stephen Perrine), 海蒂 .斯科爾尼克

(Heidi Skolnik)合著; 郭珍琪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61-0 (EPUB) 

NT$349 普遍級  

全國室內及空間設計學生優良畢業

設計作品集/陳文亮總編輯 .-- 臺中

市 : 室內裝修專技學會, 11110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524-7-

5 (平裝) 普遍級  

全齡住宅設計指南/漂亮家居編輯部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浩 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54-6 (PDF) 普遍級  

再見.草山: 陽明山的這些年那些事/

吳亮衡撰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940-6 (PDF) 普遍級  

再見.草山: 陽明山的這些年那些事/

吳亮衡撰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941-3 (EPUB) 普遍級  

再現田園詩情: 2022 潘蓬彬油畫集/

潘蓬彬作 .-- 初版 .-- 桃園市 : 蘇家莊

園, 11109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51-0-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冰點 /三浦綾子著; 章蓓蕾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31-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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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49-6 (PDF) 

普遍級  

刑法總則/林書楷著 .-- 六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56-4 (PDF) 普遍級  

向海立生: 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

社會/林玉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561-5 (EPUB) 普遍級  

向海立生: 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

社會/林玉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562-2 (PDF) 普遍級  

因為有黑暗,我們才能在彼此生命裏

靠岸/海苔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83-3 (PDF) 普遍級  

因為有黑暗,我們才能在彼此生命裏

靠岸/海苔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84-0 (EPUB) 普遍級  

回到古代打官司: 護食安,拆違建,抓

色情,防舞弊......打擊犯罪,古人自有

好方法/劉峰作; 余宗翰朗讀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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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9 .-- 約 36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07-0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在家複製專業美味!頂流甜點師的極

簡輕時尚甜點 37 道/ムラヨシマサユ

キ著; 徐瑜芳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22-3 (EPUB) NT$266 普遍級  

在迷失的日子裡,走一步也勝過原地

踏步: 大熊貓與小小龍的相伴旅程. 

2/詹姆斯 .諾柏瑞(James Norbury)著 ; 

鄭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44-4 (PDF) NT$400 普遍級  

在迷失的日子裡,走一步也勝過原地

踏步: 大熊貓與小小龍的相伴旅程. 

2/詹姆斯 .諾柏瑞(James Norbury)著 ; 

鄭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45-1 (EPUB) NT$400 普遍級  

在婚姻裡,可以兩個人狂歡,也要一個

人暢快 /李政燮著; 簡郁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85-7 (PDF) 

普遍級  

在婚姻裡,可以兩個人狂歡,也要一個

人暢快 /李政燮著; 簡郁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86-4 

(EPUB) 普遍級  

在規劃與變化之間: 編創與即興舞蹈

/古名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71-7 (PDF) NT$380 普遍級  

在曠野背十字架/黃約翰(John Huang), 

吳哈拿(Hannah Oh)著; 王肇民,宋淑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福音證主, 

11110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745-35-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多元的吐納: 穿梭於臺灣文化公共領

域/王俐容, 張瑋琦, 胡川安, 林果葶, 

張春炎, 孫嘉穗, 古淑薰, 林玟伶, 李

兆翔, 林玉鵬, 蔡蕙如, 羅慧雯作; 王

俐容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32-672-0 (PDF) 普遍級  

多年後我憶起台北/馬尼尼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1-40-4 (PDF) 普遍級  

好 LOGO 的 設計 法 則 /大衛 . 艾瑞

(David Airey)著; 吳莉君, 邱春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4-47-2 (EPUB) 

普遍級  

好地下 好藝術/劉曉蕙編輯 .-- 初版 .-

- 花蓮縣 : 好地下藝術團, 11109 .-- 56

面 ; 15X15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03-0-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好好休一天 /羅伯特 .莫里斯 (Robert 

Morris)著; 王建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異象工場,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51-0-6 (EPUB) 普遍

級  

好運的泉源: 把人做好: 道德經講義. 

道篇/雲深法明(王厤霖)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47-4 (PDF) 

普遍級  

她的故事. 3: 姑娘與台灣女宣群芳錄

/陳美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基

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 111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397-7-

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如果要跨足電商,請再成立一家公司/

岩井淳行著;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易富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7-201-9 (EPUB) 普遍

級  

如影而行: 鍾喬劇本選輯/鍾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29-8 (EPUB) 

普遍級  

安平海頭社/鄭道聰主編 .-- 第一版 .-

- 臺南市 : 安平文教基金會, 11109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404-

3-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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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31-2 (PDF) NT$238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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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36-7 (EPUB) 普遍級  

成功準則/傑克.坎菲爾(Jack Canfield), 

珍奈特.斯威策(Janet Switzer)著; 葉婉

智, 易敬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34-5 (PDF) 普遍級  

成功準則/傑克.坎菲爾(Jack Canfield), 

珍奈特.斯威策(Janet Switzer)著; 葉婉

智, 易敬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35-2 (EPUB) 普遍級  

成年女性拉警報!身體異常徵兆圖鑑/

工藤孝文作;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82-9 (PDF) 

NT$350 普遍級  

成就完美人生需要靠這 20 個智慧/何

榮華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78-1 (PDF) NT$260 普遍級  

收出養服務教戰手冊/施靜芳, 藍雅

馨, 賴旻君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

中心, 11109 .--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79-0-1 (平裝) 普遍級  

早川勝的銷售法則: 打造超級業務員

的 100 個心法/早川勝著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370-5-8 (EPUB) 普遍

級  

有母親等待的故鄉/淺田次郎作; 葉

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48-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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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77-359-8 (EPUB) 普遍級  

有毒關係: 獻給雖然痛苦到想死,卻

無法斷絕關係的你/權純載著; 邱琡

涵譯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19-5 

(PDF) 普遍級  

米 粒 Q 的 環 遊 世 界 餐 桌 / 米 粒

Q(MillyQ)著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50-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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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衛福部,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56-7 (EPUB) 普遍級  

老狐狸說話術/趙凡禹編著 .-- 新北

市 : 大拓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75-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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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富豪財富自由的祕密: 從先付錢給

自己開始,他靠 3 個理財步驟吸引錢

財一直來 /威爾斯 .威爾德 (Welles J. 

Wilder)著; 梁東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樂金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58-4 (EPUB) 普遍

級  

老禪師的話/白雲老禪師著 .-- 高雄

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19-2-4 (PDF) NT$125

普遍級  

自由之舞鄧肯: 以復興為起點創新,

現代舞的奠基者/盧芷庭, 賴春紅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15-0 (EPUB) 普遍級  

自由的光芒 : 林葆靈= The light of 

freedom: Lin Bao Ling solo exhibition/

蕭博中總編輯 .-- 臺北市 : 索卡當代

藝術, 11110 .-- 27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6605-4-9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自由的哲學.從自然科學通往靈性覺

醒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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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柿子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8-0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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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46-987-0 (EPUB) 普遍級  

自媒體時代實戰行銷術: 不必花大錢,

用「真誠」與「內容」打動顧客!一

人公司、新創公司、自由業都適用,

從公關、宣傳、到網路行銷,精準傳

遞品牌&商品價值創造好業績!/李娟

受, 文仁宣著; 林大懇譯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7-01-1 (EPUB) 普遍級  

自學印尼語看完這本就能說!: 專為

華人設計的印尼語教材,字母+單字+

會話+文法一次學會!/張倩倩(Ingrid 

Dominica)作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9-2-8 (PDF) 普遍級  

色鉛筆的基本: 從選筆、色彩、筆觸

到作品,自然風手繪的必修課/李星瑤

著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00-0-1 (PDF) 

NT$37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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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761-0 

(EPUB) 普遍級  

行人 /夏目漱石著; 林皎碧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11-8 (PDF) 

普遍級  

行人 /夏目漱石著; 林皎碧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12-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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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36-6 (PDF) NT$30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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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37-3 (PDF) NT$280 普遍級  

行銷學概念與實務/湯登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9 .-- 1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4-63-6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行銷學概念與實務/湯登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4-66-7 (PDF) 

NT$360 普遍級  

西藏踏查. 一,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歐

陽無畏原著; 韓敬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51-0 

(PDF) 普遍級  

西藏踏查. 一,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歐

陽無畏原著; 韓敬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52-7 

(EPUB) 普遍級  

西藏踏查. 二,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

歐陽無畏原著; 韓敬山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民 國 歷 史 文 化 學 社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7-53-4 (PDF) 普遍級  

西藏踏查. 二,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

歐陽無畏原著; 韓敬山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民 國 歷 史 文 化 學 社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7-54-1 (EPUB) 普遍級  

佛陀之心: 一行禪師的佛法講堂/一

行禪師著; 方怡蓉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橡實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47-9 (EPUB) 

NT$31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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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42-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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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43-1 (EPUB) 普遍級  

你在說謊吼: 教你看懂但不拆穿的技

巧!(彩色版)/傅宇翔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3-175-2 (PDF) 

普遍級  

你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了嗎?/蕭芷

渲 Iris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好亮

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152 面; 

18X25 公分 .-- ISBN 978-626-95258-4-

3 (平裝) NT$899 普遍級  

你的態度 ,決定你的價值 /江映雪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4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你是我 ē 英雄. 2021: 面對 COVID-

19 ghin-à ài 安怎保持 ǹg-bhāng= My 

hero is you 2021: how kids can hope with 

COVID-19!/全球漢通台語文團隊編

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萌的生活, 

11110 .-- 56 面; 20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697-1-4 (平裝) 普遍級  

你是我 ē 英雄: ghin-à bheh 安怎對抗

COVID-19= My hero is you: how kids 

can fight COVID-19/全球漢通台語文

團隊編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萌

的生活, 11110 .-- 48 面; 20X25 公分 .-

- ISBN 978-626-96697-0-7 (平裝) 普遍

級  

別自以為很有道理,其實他人都在笑

你: 假裝糊塗、正話反說、自我解嘲,

巧妙化解尷尬氣氛,讓你完美控制全

場/許奕廷, 布德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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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32-816-7 (EPUB) 普遍

級  

別讓你的世界失控: 用智慧轉化負向

情緒/康薩仁波切, 陳姵蓉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64-1 (PDF) 普遍級  

別讓你的世界失控: 用智慧轉化負向

情緒/康薩仁波切, 陳姵蓉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65-8 (EPUB) 普遍

級  

吳忠信日記補編. 下/吳忠信原著; 王

文隆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49-7 (PDF) 普遍級  

吳忠信日記補編. 下/吳忠信原著; 王

文隆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50-3 (EPUB) 普遍級  

吳忠信日記補編. 上/吳忠信原著; 王

文隆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47-3 (PDF) 普遍級  

吳忠信日記補編. 上/吳忠信原著; 王

文隆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7-48-0 (EPUB) 普遍級  

吹落企!薩友同樂會/SaxRuby 王云希

作 .-- 新北市 : 阿道夫樂器, 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82-

3-2 (第 3 冊:平裝) NT$580 普遍級  

妙計橫生智取成功的謀略錦囊/沈御

川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77-4 (PDF) NT$300 普遍級  

宋徽宗/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著; 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49-3 (EPUB) 普遍級  

宋徽宗/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著; 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50-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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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25-0-0 

(EPUB) NT$350 普遍級  

希望必定帶著考驗: 在 Covid-19 陰霾

下,BTS 傳達給世人的正向力/金恩珠

著; 盧鴻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61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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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33-0-0 (PDF) 

普遍級  

我不是教你詐,而是教你如何保護自

己/陳小春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79-8 (PDF) NT$280 普遍級  

我心教言: 敦珠法王的智慧心語/敦

珠仁波切(Dudjom Rinpoche)著; 普賢

法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

林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4-9-7 (EPUB) 普遍級  

我只炒概念股: 轟動韓國股界的神祕

Youtuber 操盤手,用 3 特徵+4 檢查點

教你剖析 13 種概念股,轉職當沖之神

天天賺百萬!/生存理財(생존재테크)

著; 張鑫莉譯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61-4 (EPUB) 普遍級  

我在中國教書的見聞/阿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4-64-3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我在中國教書的見聞/阿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4-67-4 (PDF) 

NT$360 普遍級  

我那 23 天的徒步環島 台灣朝聖之路

/曾建明(Mike)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48-1 (PDF) NT$330 普遍

級  

我的 Minecraft DIY 大事典: 1.19 荒野

更新大改版完全攻略/盧品霖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34-4 (EPUB) 

普遍級  

我的 Minecraft DIY 大事典: 1.19 荒野

更新大改版完全攻略/盧品霖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535-1 (PDF) 

普遍級  

我的幻想朋友/馬修.狄克斯作; 薛慧

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00-1 (EPUB) 普遍級  

我的志願(彩色版)/謝俊偉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26-0-9 (PDF) 

普遍級  

我的東引 你的小島/陳翠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一卷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2-4-6 (PDF) 

普遍級  

我的婚約者/吉野作; 陳玟郁譯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954-0 (EPUB) 普遍

級  

我的最後一本口才書: 拍片錄音必備

基本功!從日常、街上到職場,每件事

都能說出動聽故事的 7 堂表達訓練

課/陳慕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

來,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01-2-4 (EPUB) 普遍級  

我的最後一本口才書: 拍片錄音必備

基本功!從日常、街上到職場,每件事

都能說出動聽故事的 7 堂表達訓練

課/陳慕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

來,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01-3-1 (PDF) 普遍級  

我的愛情故事: 看我如何爬出關係地

獄,人際地位大躍進/賴宇凡作 .-- 臺

北 市  : 優 食 文 化 志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87-0-3 (EPUB) 普遍級  

我的葡萄酒生活提案(完整典藏版)/

歐菲莉.奈曼著; 劉永智, 葉姿伶, 聶汎

勳, 陳定鑫, 張彩純, 廖子萱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967-6 

(EPUB) 普遍級  

我是誰: 德國明星級哲學家對自我意

識與「生而為人」的思考/理察.大衛.

普列希特(Richard D. Precht)著; 錢俊

宇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啟 示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11-6-2 (EPUB) 普遍級  

我們一起打造的幸福醫院: 林俊龍實

踐慈濟人文醫療之路/何姿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01-3 (PDF) 

NT$420 普遍級  

我們一起打造的幸福醫院: 林俊龍實

踐慈濟人文醫療之路/何姿儀作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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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5-02-0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足球夢: 從日治到戰後,臺灣

百年足球記憶/林欣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53-2 (PDF) 普遍級  

我們的足球夢: 從日治到戰後,臺灣

百年足球記憶/林欣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54-9 (EPUB) 普遍

級  

我們的孩子到底需要什麼: 李家同給

家長和老師的教育建言/李家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27-1 (PDF) 

NT$320 普遍級  

我們的海: 一部人類共有的太平洋大

歷史/馬特.松田(Matt K. Matsuda)著; 

馮奕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94-4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海: 一部人類共有的太平洋大

歷史/馬特.松田(Matt K. Matsuda)著; 

馮奕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95-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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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88-8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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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90-1 (PDF) 普遍級  

我們是微小的存在 /微小工作室著;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74-8 (EPUB) NT$380 普遍級  

我國科技發展計畫七大計畫屬性關

鍵成果撰寫範例與應用/羅愛雁, 張

雅雯, 陳嬿竹, 李宜憲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40-8 

(PDF) 普遍級  

我國機器人與先進製造發展研析/王

宣智, 陳怡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19-338-5 (PDF) 

普遍級  

我想把英文搞好: 吳鳳寫給你的外語

課/吳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75-5 (EPUB) NT$350 普遍級  

我對投資的想法: 松浦彌太郎所寫,

如何讓金錢喜歡你、過上豐富生活

的投資提案。/松浦彌太郎著; 林佑

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48-1 (PDF) 普遍級  

我對投資的想法: 松浦彌太郎所寫,

如何讓金錢喜歡你、過上豐富生活

的投資提案。/松浦彌太郎著; 林佑

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49-8 (EPUB) 普遍級  

投資高手挑出穩賺股的獲利思維/長

田淳司, 遠藤洋著; 賴惠鈴, 張婷婷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84-40-

0 (全套:平裝) NT$760 普遍級  

改朝換代大混戰/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30-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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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9-01-1 (PDF) 

NT$5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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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9-02-8 

(EPUB) NT$550 普遍級  

更快樂的 1 小時: UCLA 爆紅的時間

幸福學,教你聚焦於最重要的事/凱西.

霍姆斯(Cassie Holmes)著; 蔡丹婷譯 .-

- 臺北市 : 先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41-6 (EPUB) 

NT$380 普遍級  

* 杜 岳 上 班 去 = Alexander going to 

work/ 杜 岳 作  .-- 臺 北 市  : 杜 岳 , 

11110 .-- 3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92-1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杖藜徐行: 蕭元朴七十書法展作品集

/ .-- 高 雄 市  : 明 宗 書 法 藝 術 館 , 

111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499-1-7 (精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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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70-0 (EPUB) 

NT$420 普遍級  

求劍: 年紀.閱讀.書寫/唐諾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614-4 

(EPUB) 普遍級  

沉默之門/寧肯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84-6 (EPUB) 

NT$350 普遍級  

決戰世界杯足球專刊. 2022/ .-- 臺北

市 : 創策媒界行銷, 11110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76-0-4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男人大丈夫: 日常堅挺的那 101 件小

事/高銘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

市集,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32-4 (EPUB) 普遍級  

育仁校刊. 第 42 期/王惠英主編 .-- 臺

中市 : 中市育仁國小, 11109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61-6-0 (平

裝) 普遍級  

走筆餘音: 蔡宜儒近作展/蔡宜儒作 .-

- 臺 中 市  : 中 友 百 貨 時 尚 藝 廊 , 

11111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719-5-6 (平裝) 普遍級  

走路救了我/張恩珠著; 張雅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94-7 

(EPUB) 普遍級  

走路救了我/張恩珠著; 張雅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95-4 

(PDF) 普遍級  

足球王者. 36/大城剛央總編輯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471-4 (EPUB) 普遍

級  

身教時代: 阿亮老師的正向教學力: 

運用策略,教養出有競爭力的孩子/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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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亮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3-4-8 (PDF) NT$266 普遍級  

那一天/維利.羅尼斯著; 周明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76-2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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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817-4 (EPUB) 普遍級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張

淑婷, 謝宸右, 墨刻編輯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67-6 (EPUB) 

NT$336 普遍級  

侍酒師 x 星級主廚的居家餐酒搭配: 

從葡萄酒到日本酒的風味特徵指南,

專為「在家喝酒」設計的 100 道下

酒菜/上田淳子, Tsurezure Hanako, 五

十嵐大輔, 高橋善郎, 岩井穗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0-563-9 

(EPUB) 普遍級  

供時代: 2022 社區大學公共性博覽會

/蔡素貞, 楊志彬, 邱俊達, 蔡君頤, 劉

昱辰, 許恩恩, 洪榆橙, 阮方宣, 黃莉

婷, 柯穎瑄, 陳晶婕, 陸皓昀, 洪國翔, 

鄭宇捷, 鄭雅文, 林佩穎, 林怡伶, 林

彥婷, 周家慧, 施馬懿, 陳韋丞, 黃雅

琪, 洪琳茹, 張正揚, 譚定宜, 賴聖元, 

陳亭瑾, 鍾安, 陳立儀, 黃欣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11109 .-- 冊 .-- ISBN 978-986-87874-2-

1 (全套:平裝) 普遍級  

來自貓咪的貓生諮商/齋藤慈子, 服

部円, にゃんとまた旅作; 洪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83-6 

(PDF) NT$320 普遍級  

兔子魔術師/林恆範作 .-- 初版 2 刷 .-

- 臺中市 : 林恆範, 11109 .-- 293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01-0621-8 (平裝) 

NT$900 普遍級  

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獨立

評估意見/國家人權委員會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國家人權委員會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9-65-5 (EPUB) 普遍級  

*其實我有點壞: 鄭羽凡寫真書/鄭羽

凡作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1109 .-- 

12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06-1-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咖啡时间: 召唤幸福的 27 个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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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514-3-6 (EPUB)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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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11-7 

(EPUB) 普遍級  

周氏易經通解. 第三冊/周鼎珩遺著;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87-8 (PDF) 普遍級  

周氏易經通解. 第四冊/周鼎珩遺著;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88-5 (PDF) 普遍級  

命由心態不由天 ,轉不了念站旁邊 : 

小勝靠技巧,中勝靠魅力,大勝靠心態!

在成功之前,你需要來點正念思考/莫

宸, 吳學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18-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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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07-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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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08-6 (EPUB) 普遍級  

夜市/恒川光太郎著; 王華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3-95-7 

(EPUB) 普遍級  

妳的 ID 是後天美人: 好感妝容 X 時

髦穿搭 X 優美體態,魅力進化論不必

是母胎美人,也能有超高回頭率!/高

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90-0 (EPUB) 普遍級  

幸福,沒有理所當然(彩色版)/鄭宇晴

編著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74-9 

(PDF) 普遍級  

怪咖少女事件簿. 14, 歡迎光臨夢幻

舞台/Rachel Renée Russell 著; 陳宏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81-3-9 (EPUB) 普遍級  

招 財 曆 . 2023= Money come 

calendar/IEObserve 國際經濟觀察, 財

女 Jenn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嘖創

創新, 11111 .-- 38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96648-0-1 (精裝) NT$1280 普

遍級  

拍到位手機攝影: 超簡單技巧快速提

升我的拍照技術/林秉豐(善導思林)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才通創意

管理顧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2966-5-6 (PDF) NT$580 普遍

級  

放大你的退休金/李雪雯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14-0 (PDF) 

普遍級  

放大你的退休金/李雪雯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15-7 (EPUB) 

普遍級  

放手去活: 領導大師葛史密斯「活出

無悔人生」的教練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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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1403-8-6 (EPUB) 

NT$315 普遍級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 4, 從帛書<<老子>>領略人生的取

捨與平衡/范明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78-3 (EPUB) 普遍

級  

明明白白是自心: 大手印經典<<明現

本來性>>釋論/達波札西南嘉(Dakpo 

Tashi Namgyal)原典作; 堪千創古仁波

切(Kenchen Thrangu Rinpoche)釋論作; 

孫愛萍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433-2-5 (EPUB) 普遍級  

明宮大太監的逆襲/胡丹著 .-- 臺北

市 : 大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83-3-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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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宮大太監的逆襲. 貳/胡丹著 .-- 臺

北市 : 大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83-4-5 (EPUB) 普遍級  

服務業日語(QR 碼行動學習版): 套用、

替 換 、 零 失 誤 ! 第 一 線 人 員 最 實

用,100%提高業績的全方位日本語應

對指南/田中実加, 松川佳奈, 劉馨穜

作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45-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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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763-4 (EPUB) 普遍級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林于

心, 墨刻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89-768-3 (EPUB) NT$336 普遍級  

東海去來/劉國鈞著 .-- 臺中市 : 東海

圖書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124-7 (PDF) 普遍級  

林文彬的議政白皮書: 創新實現,說

到做到: 我在第 19 屆議會的 78 項提

案 /林文彬作  .-- 雲林縣  : 林怡秀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586-0 (EPUB) 普遍級  

板橋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986-5736-88-0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波克夏大學: 巴菲特與窮查理 30 年

的投資備忘錄/丹尼爾.皮考特(Daniel 

Pecaut), 科瑞 .溫倫 (Corey Wrenn)著 ; 

李祐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1-18-7 (PDF) 普遍級  

波克夏大學: 巴菲特與窮查理 30 年

的投資備忘錄/丹尼爾.皮考特(Daniel 

Pecaut), 科瑞 .溫倫 (Corey Wrenn)著 ; 

李祐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1-19-4 (EPUB) 普遍級  

法 國 葡 萄 酒 地 圖 / 朱 爾 . 高 貝 特 潘

(Jules Gaubert-Turpin), 亞德里安.碧昂

奇(Adrien Grant Smith Bianchi), 查理.

加羅斯(Charlie Garros)作; 劉永智譯 .-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53-5 (EPUB) 

NT$966 普遍級  

法華三昧 三根普及/創世大法團隊編

輯 .-- 桃園市 : 微塵國際, 11109 .-- 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04-2-

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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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29-0 (PDF) NT$350 普遍級  

泡泡研究院/陳達得文; 佘怡瑩圖 .-- 

一版  .-- 臺中市  : 普生數位科技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8509-18-4 (EPUB) 普遍級  

狗狗長壽聖經/羅德尼.赫比(Rodney 

Habib), 凱倫.貝克(Karen Becker)著; 洪

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33-2-4 (PDF) 普遍級  

矽谷風雲與文化觀察套書/傑夫.約翰.

羅伯茲(Jeff John Roberts), 安娜.維納

(Anna Wiener)著; 洪慧芳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行路,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517-2-6 ( 全 套 : 平 裝 ) 

NT$870 普遍級  

矽島的危與機: 半導體與地緣政治/

黃欽勇, 黃逸平著 .-- 新竹市 : 陽明交

通大學出版社,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0-46-3 (EPUB) 普遍

級  

社區住戶與物業公司的權利與義務: 

如何挑選優質的物業服務公司/陳建

謀, 陳俐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24-0 (PDF) 普遍級  

祀: 信仰場域的新創/陳毓安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華德福大地

實驗教育學校, 11111 .-- 7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519-2-8 (精裝) 

NT$600 普遍級  

*肩上大提琴協奏曲: 勒小調第二號= 

Concerto in D minor for Violoncello da 

Spalla/林逸軒曲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韻, 11109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95-1-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肯放手,才就有機會重新選擇/鄭宇

晴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11-173-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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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20-6 (EPUB) 普遍級  

初學者的自然系花草刺繡(全圖解): 

應用 22 種基礎針法,繡出優雅的花卉

平面繡與立體繡作品/張美娜著; 林

大懇譯 .-- 新北市 : 蘋果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27-3-1 

(EPUB) 普遍級  

表演藝術年鑑. 2021/表演藝術聯盟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表演藝術

中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72-2 (PDF) 普遍級  

近代中國的西藏想像/簡金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7-55-8 (PDF) 普遍級  

近代中國的西藏想像/簡金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7-56-5 (EPUB) 普遍級  

金 中 之 金 : 需 齋 藏 物 - 歷 代 金 器 = 

Noblest of gold: a collection by the 

waiting house-ancient gold/潘敦(Steven 

Pan)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松蔭藝

術, 11110 .-- 2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471-2-9 (精裝) NT$3000 普

遍級  

金門學概論/楊樹清, 陳炳容, 楊天厚, 

江柏煒, 曾逸仁, 袁興言, 張梨慧, 余

泓麟, 李欣玫, 李曉君, 莊西進, 劉華

嶽, 馬祥祐作; 陳奇中主編 .-- 初版 .-- 

金門縣 : 金門大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67-1-9 (EPUB) 

普遍級  

金剛經研討/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

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 .-- 高雄

市 : 千佛山白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19-3-1 (PDF) NT$200

普遍級  

金農千字文/黃顯輝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黃顯輝, 11110 .-- 8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32-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長腿叔叔(中英雙語典藏版)/珍.韋伯

斯特(Jean Webster)著.繪; 艾柯譯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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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74-0 (EPUB) 

普遍級  

阿爸!父啊?: 聖經和你想的不一樣/威

廉.卜爾登(William L. Burton)著; 蔡護

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46-988-7 (PDF) 普遍級  

阿姨們/羅毓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21-5 (EPUB) 普遍級  

阿斯匹靈發財經套書/阿斯匹靈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216-01-9 (全套:

平裝) NT$570 普遍級  

阿彌陀佛淨土之路/西路作 .-- 初版 .-

- 新竹市 : 西路, 11112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04-1 (平裝) 

NT$1 普遍級  

俄 漢 語 音 學 對 比 = 

COПOCTABИTEЛbHOE 

ИCCЛEДOBAHИE 

фOHETИКИ PYCCКOГO И 

КИTAЙCКOГO ЯЗbIКOB/ 陳

兆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1110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0-88-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勇往直前: 唐獎第四屆得主的故事/

陳雅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65-3 (EPUB) NT$390 普遍級  

勇往直前: 唐獎第四屆得主的故事/

陳雅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566-0 (PDF) NT$390 普遍級  

勇闖工研院實驗室. 2, 未來世界建構

中 / 劉 詩 媛 著 ; Tai Pera, Salt&Finger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9-275-6 

(PDF) 普遍級  

南北亂成一團/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82-6 (EPUB) 普遍

級  

南澤大介為指彈吉他手所準備的練

習曲集= Fingerstyle guitar/南澤大介

著; 張芯萍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1110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581-91-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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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75-2 (PDF) 普遍級  

城市交感: 共感地方學藝術計畫/林

書楷[作] .-- 臺南市 : 臺灣藝術田野工

作站, 11109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6023-1-9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客製化自殺/約翰.馬爾斯作; 陳岳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06-3 (EPUB) 普遍級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2022 新譯版)/矢

內原忠雄作; 黃紹恆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家,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79-3 (PDF) 普遍級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2022 新譯版)/矢

內原忠雄作; 黃紹恆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家,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80-9 (EPUB) 普遍級  

建築計畫: 一個從無到有的設計思考

過程與可行之道/李峻霖, 莊亦婷作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11-0 (PDF) 

普遍級  

後來,我總算學會如何去愛/金慜珍著; 

陳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51-5 (PDF) 普遍級  

怎麼可能有這麼巧合的事/MEGUM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03-5 (EPUB) 

限制級  

恰當日本語: 適時適所!用日本人的

一天學日語,一次告訴你對應各種場

合與對象,從輕鬆到正式的三種不同

表現/唐沢明著; 劉芳英譯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09-3-5 (PDF) 普遍級  

挑戰 Microsoft ASP.NET AJAX 1.0/文

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39-2 (PDF) 普遍級  

挑戰 PHP5/MySQL 程式設計樂活學/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40-8 (PDF) 普遍級  

故事禪: 善待自己的一條路/靜觀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50-4 

(PDF) 普遍級  

星墜五將山/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77-2 (EPUB) 普遍

級  

昨日世界: 古生物學家帶你逆行遊獵

五億年前的世界,16 個滅絕生態系之

旅/湯瑪斯.哈利迪(Thomas Halliday)作; 

林麗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37-4-8 (PDF) 普遍級  

昨日世界: 古生物學家帶你逆行遊獵

五億年前的世界,16 個滅絕生態系之

旅/湯瑪斯.哈利迪(Thomas Halliday)作; 

林麗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37-5-5 (EPUB) 普遍級  

活出主禱文精神的信心直達車: 主禱

文生命教育初階八周教本 /李定陸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主禱文教室,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102-3-7 (PDF) 普遍級  

活出主禱文精神的信心直達車: 主禱

文生命教育初階八周教本 /李定陸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主禱文教室,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102-5-1 (EPUB) 普遍級  

活出覺醒: 歐普拉的床頭靈修書,帶

你超越生命困境/麥克.辛格(Michael 

A. Singer)作; 張毓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08-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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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72-1 (PDF) 

普遍級  

為教養搭鷹架: 守護孩子長成自己的

建築 /哈羅德 .科普萊維奇(Harold S. 

Koplewicz)著; 呂玉嬋譯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40-5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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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養搭鷹架: 守護孩子長成自己的

建築 /哈羅德 .科普萊維奇(Harold S. 

Koplewicz)著; 呂玉嬋譯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41-2 (PDF) NT$400

普遍級  

看穿對方想法說話心理學/楚映天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44-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看得見的世界史: 俄羅斯/肖石忠編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36-0 (EPUB) 

NT$364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熱力學與流體力

學 ). 2023(109~111 年試 題 )/林禾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01-3 (PDF) NT$680 普遍級  

研教兼優的史學家: 李守孔先生傳/

胡平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57-2 (PDF) 普遍級  

研教兼優的史學家: 李守孔先生傳/

胡平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58-9 (EPUB) 普遍

級  

科研情資蒐整與研析教戰手冊: 以永

續與能源發展相關議題為例/林海珍, 

羅良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

科技政策中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39-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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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64-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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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91-7 (EPUB) 普遍級  

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二 0

二二年: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

的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綱要附經

文及職事信息摘錄 /水流職事站編;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92-5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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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31-1 (EPUB) 普遍級  

紅土之王: 拉法.納達爾/多明尼克.布

利斯(Dominic Bliss)著; 李依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84-2 

(PDF) 普遍級  

紅土之王: 拉法.納達爾/多明尼克.布

利斯(Dominic Bliss)著; 李依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85-9 

(EPUB) 普遍級  

美中科技戰的現實主義視角分析與

因應/李正通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19-336-1 (PDF) 

普遍級  

美少年塔羅讀心占卜: 翻一頁為自己

找到人生解答/杏花栗子著; 徐月珠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952-2 

(EPUB) NT$336 普遍級  

美國會為台灣出兵嗎?: 從美中台三

方關係分析台海危機最佳解方/張德

方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好 人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65-1-6 (PDF) 普遍級  

美國會為台灣出兵嗎?: 從美中台三

方關係分析台海危機最佳解方/張德

方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好 人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65-2-3 (EPUB) 普遍級  

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 冷戰後美國

外交政策的檢討/關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26-3 (PDF) 

普遍級  

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 冷戰後美國

外交政策的檢討/關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2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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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66-5 (EPUB) 普遍

級  

苗栗頭湖趙氏天源綿遠譜/趙文化纂

修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趙 文 化 , 

11110 .-- 6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08-2 (精裝) 普遍級  

英文自我介紹看完這本就能說: 不用

困難的單字與文法,輕鬆套用句型就

能說 ,初次見面、交友、面試都適

用!/朴龍浩作; 許竹瑩翻譯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09-4-2 (PDF) 普遍級  

貞觀對 /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32-8 (EPUB) 

普遍級  

重返 61 號公路: 巴布.狄倫與他的黃

金歲月: 從民謠到搖滾的轉捩點,經

典專輯深度解析/馬克.波里佐提著; 

李函譯 .-- 新北市 : 潮浪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7-6-3 

(PDF) 普遍級  

重返 61 號公路: 巴布.狄倫與他的黃

金歲月: 從民謠到搖滾的轉捩點,經

典專輯深度解析/馬克.波里佐提著; 

李函譯 .-- 新北市 : 潮浪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7-7-0 

(EPUB) 普遍級  

重設戀愛腦: 享受型、自虐型、取悅

型還是掌控型?測出你的情感模式,

擺脫渣男吸塵器的體質!/陸琪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53-6 

(PDF) 普遍級  

重設戀愛腦: 享受型、自虐型、取悅

型還是掌控型?測出你的情感模式,

擺脫渣男吸塵器的體質!/陸琪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54-3 

(EPUB) 普遍級  

剛剛好的距離: 設立關愛界限,家有

青少年的親子相處指南/尚瑞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27-0 

(PDF) 普遍級  

剛剛好的距離: 設立關愛界限,家有

青少年的親子相處指南/尚瑞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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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28-7 

(EPUB) 普遍級  

原來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2, 藏起來

的秘密/高薛琳姬著 .-- 初版 .-- 彰化

縣 : 高薛琳姬,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614-0 (PDF) 普遍級  

*原鄉絮語: 劉為開原民傳統藝術文

化結合數位科技樂齡藝術特展/劉為

開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竹宇印刷, 

11110 .-- 3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06956-7-0 (平裝) 普遍級  

唐王朝一再奪嫡/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33-5 

(EPUB) 普遍級  

唐鳳的破框思考力/唐鳳口述; 劉倩

蓉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831-3 (PDF) 普遍級  

唐鳳的破框思考力/唐鳳口述; 劉倩

蓉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832-0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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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67-2 

(EPUB) 普遍級  

恐怖到睡不著的世界史/堀江宏樹著; 

吳亭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

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25-6 (EPUB) 普遍級  

恐怖疾病與駭人療法: 腦洞大開的醫

術 奇 聞 / 強 納 森 .J. 摩 爾 (Jonathan J. 

Moore)作; 柯松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培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77-0-4 (PDF) NT$450

普遍級  

恐怖疾病與駭人療法: 腦洞大開的醫

術 奇 聞 / 強 納 森 .J. 摩 爾 (Jonathan J. 

Moore)作; 柯松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培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77-1-1 (EPUB) 

NT$450 普遍級  

悅讀慢城客庒鳳林/廖高仁編著 .-- 初

版 .-- 花蓮縣 : 廖高仁, 11110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511-

2 (平裝) NT$390 普遍級  

拿咖匯: 走在街上 聽著故事/蘇福男

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市綠繡眼發展

協會, 111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552-1-9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時光中的美力= Artistic aura in the old 

times/童武義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童

武義, 11110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13-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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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20-8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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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21-5 (EPUB) 

NT$400 普遍級  

校園裡的牠們: 校園犬績優學校選拔

合集(2021~2022)/台灣動物保護行政

監督聯盟著; 世界愛犬聯盟編著 .-- 

臺北市 : 動督盟,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803-5-6 (PDF) 普遍級  

桓玄篡位鬧劇/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78-9 (EPUB) 普遍

級  

桃園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986-5736-96-5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桃園區八德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98-

9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桃園區中壢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97-

2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氣血的旋律/王唯工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19-5 (EPUB) 普遍

級  

氣的大合唱/王唯工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20-1 (EPUB) 普遍

級  

氣的樂章/王唯工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21-8 (EPUB) 普遍

級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潘日南主編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95-3 (PDF) 

普遍級  

浮圳時代/邱奕純, 李曉惠採訪記錄.

撰寫 ; 邱奕純 , 李曉惠 , 邵陳英里 , 

JIAO WIE, 陳桂金, 楊惜仔, 曾美麗, 

王增香, 洪金葉, BELLA, 黃秋滿, 潘

春蘭, 劉貞忍, 周阿香, 黃秋竹, 洪月

珠, IDA AYU, 彭玉英, 陳彣旻, 陳葦

珊, 許依帆, 葉貞予, 林素貞繪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東縣龍泉社區發展

協會, 11111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08-0-3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烏克蘭的眼淚: 一位母親的戰時日記

/奧爾加.格里班尼克文.圖; 丁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45-8 (PDF) 

普遍級  

烏野薰爵士鋼琴樂譜集/烏野薰 UNO

作 .-- 第四版 .-- 雲林縣 : 酷派音樂, 

111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9698-7-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60 普遍級  

疼痛的隱喻: 透視疾病背後的情緒、

壓力與痛苦 /米歇爾 .歐杜爾(Michel 

Odoul)著; 劉允華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79-4 (PDF) 普遍級  

疼痛的隱喻: 透視疾病背後的情緒、

壓力與痛苦 /米歇爾 .歐杜爾(Michel 

Odoul)著; 劉允華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80-0 (EPUB) 普遍

級  

破除有毒心態,開啟自控力: 權威心

理師教你克服困境,不再卡關受困,找

回強大行動意志/布莉特.弗蘭克(Britt 

Frank)著; 鍾沛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25-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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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想讓你知道的事: 松柏坑囝仔的

奇幻修煉之旅/邱佑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9-28-7 (EPUB)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899-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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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93-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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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94-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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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95-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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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96-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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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97-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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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898-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0-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1-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5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2-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3-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4-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5-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6-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7-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8-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09-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0-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1-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6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2-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3-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4-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5-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6-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7-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8-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19-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0-5 (EPUB) NT$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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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1-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7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2-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3-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4-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5-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6-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7-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8-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29-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0-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1-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8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2-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3-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4-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5-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6-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7-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8-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39-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40-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41-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9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42-7 (EPUB) NT$30 普遍級  

站在世界之巔的女子: 曾格爾的旅程

Grace Journey/曾格爾 Grace 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16-4 (PDF) 

普遍級  

站在世界之巔的女子: 曾格爾的旅程

Grace Journey/曾格爾 Grace 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17-1 

(EPUB) 普遍級  

素養導向學習的理論與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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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55-6 (PDF) NT$400 普遍級  

納粹粉碎者華西列夫斯基: 一生與國

家共進退,一戰嶄露頭角,二戰大放光

芒,瓦解希特勒的稱霸之夢/潘于真, 

陳秀伶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19-8 (EPUB) 普遍級  

耗盡時光抵達有你的地方/落涼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68-0 

(PDF) 普遍級  

耗盡時光抵達有你的地方/落涼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69-7 

(EPUB) 普遍級  

胸口上的 V: 陳郁如的乳癌日記(博客

來版)/陳郁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24-5 (EPUB) 普遍級  

脈輪系統與中西自然健康語法整合: 

以經絡圖為例/謝明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謝明達 , 11110 .-- 20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06-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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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馬上交出成果的人,只做這件事/石

川和男作; 方嘉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39-9 (PDF) 普遍級  

能馬上交出成果的人,只做這件事/石

川和男作; 方嘉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40-5 (EPUB) 普遍

級  

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暨技術研討會. 

2022 年/台灣冷凍空調學會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32-

9 (平裝) 普遍級  

能源轉型白皮書 110 年度執行報告/

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臺北市 : 經濟

部能源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3-297-6 (PDF) 普遍級  

草坪管理/謝清祥, 陳宏銘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89-2 (PDF) 

普遍級  

茹素運動員: 頂尖選手、醫學專家實

證,透過植物性飲食打造更健壯的身

體/羅伯特.契克(Robert Cheeke), 麥特.

弗拉齊爾(Matt Frazier)著; 周沛郁翻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53-9 (PDF) 

NT$312 普遍級  

茶人三部曲: 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

築草為城/王旭烽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33-7 (EPUB) 普遍級  

茶味裡的隱知識+識茶風味/王明祥, 

藍大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84-

41-7 (全套:平裝) NT$980 普遍級  

討好者的自在溝通術: 討好源於從善

的天性,懂得善用就不至損耗/邁克.

貝勒(Mike Bechtle)著; 謝慈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01-4-8 (EPUB) 

普遍級  

討好者的自在溝通術: 討好源於從善

的天性,懂得善用就不至損耗/邁克.

貝勒(Mike Bechtle)著; 謝慈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01-5-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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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92-4 (EPUB) 普遍

級  

退休的貓侍衛/beat 文字.插畫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4-8-0 (PDF) 

普遍級  

退休的貓侍衛/beat 文字.插畫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34-9-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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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68-0-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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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68-1-3 (PDF) 普遍級  

馬太福音/喬美倫著 .-- 臺北市 : 臺北

靈糧堂, 11111 .-- 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9-62-1 (平裝) 普遍

級  

馬偕傳: 攏是為主基督/郭和烈作; 袁

光麟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9 .-- 約 192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71-4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普遍級  

馬雅: 失落與發現的古代美洲文化/

馬修.雷斯特爾(Matthew Restall), 阿瑪

拉 .索拉里(Amara Solari)著 ; 張家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80-3 

(EPUB) NT$224 普遍級  

高雄市中心圖(台灣地圖版)/金時代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96575-8-

2 (單張半開) NT$100 普遍級  

高潮吧!瀨戶內/小高潮色計事務所文

字.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2-0-6 (PDF) 普遍級  

高潮吧!瀨戶內/小高潮色計事務所文

字.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2-1-3 (EPUB) 普遍級  

停止內耗: 為什麼光是待著就很累?

停止讓情緒內耗偷走你的人生(內耗

型人格自救小本本)/若杉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23-1 (PDF) 普遍級  

停止內耗: 為什麼光是待著就很累?

停止讓情緒內耗偷走你的人生(內耗

型人格自救小本本)/若杉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24-8 (EPUB) 普遍

級  

做人靠智慧,做事靠謀略. 說話攻略

篇/金澤南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89-847-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健康管理與生活衛教整合: 以經絡圖

為例/謝明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謝

明達, 11110 .-- 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05-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動物素描/傑克.漢姆(Jack Hamm)著; 

羅嵐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

士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0-248-7 (EPUB) 普遍級  

區塊鏈生存指南: 帶你用 Python 寫出

區塊鏈!/李耕銘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73-7 (PDF) NT$600 普遍

級  

區塊鏈生存指南: 帶你用 Python 寫出

區塊鏈!/李耕銘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74-4 (EPUB) NT$600 普

遍級  

參與式預算: 一本公民素養的全攻略

/陳敦源, 黃東益, 董祥開, 傅凱若, 許

敏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18-9 (PDF) NT$480 普遍級  

問好問題!/陳欣希, 柯雅卿, 周育如, 

陳明蕾, 游婷雅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08-6 (EPUB) 普遍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學實務升等代

表著作: 探討實務情境模擬融入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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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學習之教學成效/王馨葦著 .-- 高雄

市 : 王馨葦, 11111 .-- 1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590-7 (平裝) 普遍

級  

基督教舊約倫理學: 建構神學、社會

與經濟的倫理三角/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 黃龍光譯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91-4 (EPUB) 普遍級  

專題探究教學力: 跨科共備 x 提問思

考 x 批判閱讀,啟動高層次思考/黃春

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41-0 (EPUB) NT$450 普遍級  

常識選股法: 丟掉線圖與財報,我才

選到好股票/愛德華.萊恩(Edward W. 

Ryan)著; 鍾榕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59-1 (EPUB) 普遍級  

帶門徒= Making disciples/萬民教會

(Every Nation Resources) 原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基督教展翔天地

全人發展協會, 11109 .-- 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518-3-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從 0 開始畫蠟筆畫/賴芝昀著 .-- 臺中

市 : 晨星,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48-1 (EPUB) 普遍級  

從 0 開始說越南語/吳庭葳, 阮玉梅

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56-6 (EPUB) 

普遍級  

從三國演義中學企業管理/張玉彬編

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80-4 

(PDF) NT$300 普遍級  

從赤壁之戰論博奕策略/王穎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81-1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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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68-9 (EPUB) 普遍級  

從零開始打造北歐風格的家/張顥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9-9-6 (PDF) 普遍級  

探討以參與式學習融入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之成效: 以大葉大學 USR 為例

/陳宜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19-6 (PDF) 普遍級  

探討智慧製造感測器領域相關技術

發展與應用 /樊晉源 , 林倞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19-335-4 (PDF) 普遍級  

教育法規理論與實務/顏國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74-7 (PDF) 

NT$500 普遍級  

教學.研究.實踐之共融: 教學實踐研

究研討會論文集/鄭志文主編 .-- 臺中

市 : 靜宜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11109 .-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031-4-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

機的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財團法

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 臺灣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 

11110 .-- 17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166-943-4 (平裝) 普遍級  

淡水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986-5736-94-1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深入人心的神表達: 從一人告白到萬

人演講,有邏輯就能說出精彩/陶峻, 

五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49-1 (EPUB) 普遍級  

現代睡美人: 以及各種謎樣的心身症,

一位腦神經專家解密文化依存症候

群的全球踏查報告 /蘇珊 .歐蘇利文

(Suzanne O’Sullivan)著; 朱怡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27-6 (PDF) 

普遍級  

異論現代/慕思勉, 洪煒茜, 陳琳, 蘇雅

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663-0 (PDF) NT$150 普遍級  

眾樹成林: 16 所社大學習社群的故事

/張素真, 張金玉, 李世英, 林冠州, 郭

昭男, 曾美慧, 葉培昱, 湯筱嵐, 王貞

乃, 吳國維, 曾毅姍, 張文彬, 蔡素貞, 

戴文祥, 謝國清, 譚定宜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社 區 大 學 全 國 促 進 會 , 

11109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7874-3-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移工怎麼都在直播/江婉琦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298-5 (PDF) 

普遍級  

移工怎麼都在直播/江婉琦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299-2 

(EPUB) 普遍級  

移動力: 機會、財富與權力的新地理,

給全球世代的 2050 年關鍵報告/帕拉

格.科納(Parag Khanna)著; 吳國卿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51-6 

(EPUB) 普遍級  

移動力: 機會、財富與權力的新地理,

給全球世代的 2050 年關鍵報告/帕拉

格.科納(Parag Khanna)著; 吳國卿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552-3 (PDF) 

普遍級  

第 33 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鄭王駿, 廖則竣主編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資管系, 111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29-438-9 (PDF) 普遍

級  

第 一 本 從 基 底 開 始 做 ! 手 調 飲 品

BOOK: 自製果醬 X 濃縮汁 X 糖漿 X

飲品粉 X 水果乾基底,調出 100 款經

典到創新的手作飲/申頌爾作; 譚妮

如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0-557-8 (EPUB) 普遍級  

第三人生自己設計: 人生中途之後的

幸福是自己的責任/張芳玲作; 玉雨

愚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9 .-- 約 38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72-1 (線上有聲書(MP3)) 

NT$330 普遍級  

第六感官計畫: 生存練習= The sixth 

sense project: survival exercises/宮保睿

作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 

11109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629-437-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終活筆記 ENDING NOTE,不留遺憾

的人生四道備忘錄: 道謝、道歉、道

愛、道別/孫珣恒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181 

 

ISBN 978-626-7126-74-5 (EPUB) 普遍

級  

終極和戰: 兩岸戰爭與和平,統獨最

短的距離/黃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32-1 (PDF) 普遍級  

終極和戰: 兩岸戰爭與和平,統獨最

短的距離/黃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33-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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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788-7-0 (PDF) 普遍級  

莊子,從心開始. 輯 2, 齊物論/蔡璧名

作 . 朗 讀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1110 .-- 約 47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21-2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550 普遍級  

莊子,從心開始. 輯 3, 養生主/蔡璧名

作 . 朗 讀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1110 .-- 約 21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22-9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5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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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57-7 (EPUB) 

NT$266 普遍級  

被消失的中國史. 7: 十二金牌到誅滅

十族/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

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31-5 (EPUB) 普遍級  

被課本和電影誤導的二戰真相: 法國

人跟納粹合作、懦弱的義大利軍隊、

沒有美國就打不贏......你所知道的二

戰,其實都是騙你的。/多明尼克.洛

米爾(Dominique Lormier)著 ; 黃明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32-0 (PDF) 普遍級  

被課本和電影誤導的二戰真相: 法國

人跟納粹合作、懦弱的義大利軍隊、

沒有美國就打不贏......你所知道的二

戰,其實都是騙你的。/多明尼克.洛

米爾(Dominique Lormier)著 ; 黃明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33-7 (EPUB) 普遍級  

*袖珍黏土多肉植物練習本: 一起打

造夢幻微縮花房場景/林郁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

展協會, 11109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35-0-8 ( 平 裝 ) 

NT$1500 普遍級  

許雅寧一年的雙語生活提案/許雅寧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51-912-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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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69-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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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20-4 (EPUB) 普遍級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13 屆 = The 13th Academic 

Conferenc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Design/許喬斐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應用科大設計學院, 11110 .-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615-69-7 (平裝) 普遍級  

這就是符號學!(暢銷經典版): 探索日

常用品、圖像、文本,76 個人人都能

懂的符號學概念/尚恩.霍爾(Sean Hall)

著; 呂奕欣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57-3 (EPUB) 普遍級  

這樣教 ,讓孩子贏在表達力 !: 把握

5~10 歲「黃金學習期」,培養孩子把

話說得有自尊、有條理,增進環境適

應力與問題解決力,從小就自信樂觀

又獨立!/林英珠著; 陳靖婷譯 .-- 新北

市 : 臺灣廣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0-558-5 (EPUB) 普遍

級  

通琴達理: 和聲與樂理= Harmony & 

theory/Keith Wyatt, Carl Schroeder 作; 

劉永康, 蕭良悌翻譯 .-- 再版 .-- 新北

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1110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581-92-2 (平

裝) NT$660 普遍級  

通膨求生記: 在通膨亂世中配置你的

現 金 、 股 票 , 與 房 地 產 / 吳 建 英

(오건영)著; 黃子玲, 陳思瑋, 蔡佩君

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90-1-2 

(EPUB) NT$300 普遍級  

通膨求生記: 在通膨亂世中配置你的

現 金 、 股 票 , 與 房 地 產 / 吳 建 英

(오건영)著; 黃子玲, 陳思瑋, 蔡佩君

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0-2-9 (PDF) 

NT$300 普遍級  

連鎖加盟總部特刊. 2022 年/流通快

訊雜誌社作 .-- 臺北市 : 流通快訊雜

誌, 11110 .-- 1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01-2-7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逐光紀影/許義榮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34-5 (PDF) 普遍級  

逐光紀影/許義榮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35-2 (EPUB) 普遍

級  

野生的東歐: 偏見、歧視與謬誤,毒

舌背包客帶你認識書上沒有寫的歐

洲. 下/法蘭西斯.塔朋(Francis Tapon)

著; 賴堯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91-3 (PDF) 普遍級  

野生的東歐: 偏見、歧視與謬誤,毒

舌背包客帶你認識書上沒有寫的歐

洲. 下/法蘭西斯.塔朋(Francis Tapon)

著; 賴堯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92-0 (EPUB) 普遍級  

野鳥攝影攻略: 拍攝技巧 X 後製修圖

X 野鳥攝影熱點/李進興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263-4 (EPUB) 普遍級  

陪你走過疾病四季: 致每一位勇敢的

鬥士及愛你的家人/陳怡如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66-8-5 

(EPUB) NT$245 普遍級  

陳安如老師的作文實境課 /陳安如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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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73-1 

(PDF) NT$380 普遍級  

陳德生的腎利人生/陳德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25-5-5 

(EPUB) 普遍級  

雪的俘虜/李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18-8 (PDF) 普遍級  

雪的俘虜/李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19-5 (EPUB) 普遍級  

頂級酒莊傳奇 : 法國 /劉永智 (Jason 

Liu)著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54-2 

(EPUB) 普遍級  

頂級酒莊傳奇: 美國、澳洲、紐西蘭

/劉永智(Jason Liu)著 .-- 臺北市 : 積木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55-9 (EPUB) 普遍級  

頂級酒莊傳奇: 義大利、德國、西班

牙/劉永智(Jason Liu)著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56-6 (EPUB) 普遍級  

備孕、養胎、坐月子,中醫調理照護

全書: 權威中醫博士不藏私傳授 30

餘年臨床調理法/陳潮宗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8-27-0 (EPUB) 

普遍級  

最美麗的蠢女人/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83-3 (EPUB) 

普遍級  

最強女首相柴契爾夫人: 以女性身分

挑戰父權體制,以婦女之姿站上政界

巔峰,席捲英國政壇成為傑出領袖/潘

于真, 何水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21-1 (EPUB) 普遍

級  

最嚴重一次叛變/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84-0 (EPUB) 

普遍級  

勞工法規/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3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94-6 (PDF) 

普遍級  

勝出 99%人的成癮式學習法: 同步提

升邏輯思維、記憶力和專注力,輕鬆

成為「會學習的人」/粂原圭太郎作; 

富雁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22-9 (EPUB) 普遍級  

尋找耶穌: 孫理蓮紀念營地-聖經文

化園區導覽手冊= Finding Jesus: in the 

Bible Culture Park guide book/許雅芬

撰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基督教芥菜

種會, 11111 .-- 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6022-5-0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尋找動物烏托邦: 跨越國界的動保前

線紀實/龍緣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這邊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3-8-0 (EPUB) 普遍級  

尋找動物烏托邦: 跨越國界的動保前

線紀實/龍緣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這邊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3-9-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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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834-2 (EPUB) 普遍級  

尋 味 東 西 / 扶 霞 . 鄧 洛 普 (Fuchsia 

Dunlop); 何雨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21-4 (EPUB) 普遍級  

就算没学历、没成就、没背景也要

懂的 16 个「呆人处世」之道/吴睿政

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1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761-78-8 (平裝) NT$299 普遍級  

惡警/唐.溫斯洛作; 吳宗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99-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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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27-7-9 (EPUB) 普遍級  

普通人: 一 0 一後備警察營與波蘭的

最終解決方案 /克里斯多福 .布朗寧

(Christopher R. Browning)作; 陳雅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82-5-2 (PDF) NT$392 普遍級  

普通人: 一 0 一後備警察營與波蘭的

最終解決方案 /克里斯多福 .布朗寧

(Christopher R. Browning)作; 陳雅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82-6-9 (EPUB) NT$392 普遍級  

智慧型手機知識碎片化時代的閱讀

力最新技術大全/佐佐木俊尚著; 林

巍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79-9 (EPUB) 普遍級  

智慧型手機知識碎片化時代的閱讀

力最新技術大全/佐佐木俊尚著; 林

巍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80-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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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77-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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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78-9 

(EPUB) 普遍級  

植物獵人: 一位民族植物學家對未來

新 藥 的 追 尋 / 卡 珊 卓 . 莉 . 奎 夫

(Cassandra Leah Quave)著; 駱香潔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209-0 

(EPUB) 普遍級  

游牧的歷史: 塑造我們世界的流浪者

/安東尼.沙汀(Anthony Sattin)著; 王惟

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08-9 (EPUB) NT$420 普遍級  

游牧的歷史: 塑造我們世界的流浪者

/安東尼.沙汀(Anthony Sattin)著; 王惟

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09-6 (PDF) NT$420 普遍級  

減壓紓食: 不委屈/不壓抑/瘦出好心

情/趙函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

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7-67-1 (PDF) 普遍級  

減壓紓食: 不委屈/不壓抑/瘦出好心

情/趙函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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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7-68-8 (EPUB) 普遍級  

湯水之事/包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37-0 (PDF) NT$279 普遍

級  

湯水之事/包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38-7 (EPUB) NT$279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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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52-47-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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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52-50-1 (EPUB) 普遍級  

無痛致富: 巴菲特測試金鑰幫你找出

鑽石級股票,每年穩穩獲利超過 10%,

更運用價值投資的「複利雪球效應」

把錢滾成巨大財富/佛里曼投資顧問

團隊(Freeman Publications)著; 呂佩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3-22-0 (EPUB) 普遍級  

無煙硝的戰場: 從威權到民主轉折的

國安手記/張榮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美,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5-3-8 (PDF) 普遍級  

番路故事館. 1/ .-- 新北市 : 台北市嘉

義同鄉會番路聯誼會, 11110 .-- 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652-0-4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程式設計基本功與實務範例解析: 使

用 C#/邱宏彬, 邱奕儒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37-4 (PDF) 

普遍級  

筋膜疼痛對症自療/陳淵琪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70-2 (EPUB) 

NT$280 普遍級  

結構: 從自然物到人造物,萬物成形

與屹立不搖的永恆祕密/詹姆斯.愛德

華.戈登(James Edward Gordon)著; 王

年愷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06-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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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93-1 (EPUB) 普遍級  

絕對美麗 潔西 Jessie 數位寫真/潔西

作; 達文西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594-8 (EPUB) 普遍級  

絕對美麗 潔西 Jessie 數位寫真/潔西

作; 達文西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595-5 (PDF) 普遍級  

紫宵帝闕上帝公文物與史蹟/李建緯, 

邱正略, 溫宗翰作 .-- 臺中市 : 豐饒文

化 ,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96629-2-0 (全套:平裝) NT$960 普遍級  

絡新婦之理(上.下)/京極夏彥著; 王華

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97-1 (EPUB) 普遍級  

給父親的一封信/法蘭茲．卡夫卡著; 

禤素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319-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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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0-522-6 (EPUB) 普遍級  

善男子善女人/大愛行志工早會團隊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28-2-2 (EPUB) NT$15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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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14-77-6 (PDF) 普遍級  

虛擬資產監理法制之研究 /林緯政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72-3 

(PDF) NT$600 普遍級  

蛤什麼蛤?: 七股文蛤養殖故事/股份

魚鄉文; 宇宙米白圖 .-- 二版 .-- 臺南

市 : 尋人啟室工作室, 11109 .-- 2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94-4-

4 (精裝) NT$400 普遍級  

視覺圖解: 腦的結構與原理/加藤俊

德作; 陳聖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7-815-8 (PDF) NT$320

普遍級  

越南美食史: 米飯與長棍麵包/武紅

蓮著; 杜蘊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77-3-5 (PDF) NT$450 普遍

級  

越南美食史: 米飯與長棍麵包/武紅

蓮著; 杜蘊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77-4-2 (EPUB) NT$450 普

遍級  

越跨 70 大步前浸: 台灣浸信會神學

院 70 周年特刊/[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校友們作; 李賢華主編 .-- 臺北市 : 基

督浸信神學基金會, 11109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28817-1-2 (平

裝) 普遍級  

超高效自主學習法: 資訊蒐集 x 時間

控管 x 決策實行,從資格考試準備到

提升工作效率皆適用的五大守則/坂

本翔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70-4 (EPUB) 

普遍級  

超圖解英國史: 從政經外交到藝術文

化,全方位了解大不列顛兩千年/島崎

晉著; 陳姵君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42-1 (EPUB) NT$315 普遍級  

超圖解經營績效分析與管理/戴國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25-7 

(PDF) 普遍級  

超 實用 ! 會計 .生管 .財 務的 辦公 室

EXCEL 必 備 50 招 省 時 技

(2016/2019/2021)/張雯燕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75-1 (PDF) 

NT$450 普遍級  

*超實用!會計 .生管 .財務的辦公室

EXCEL 必 備 50 招 省 時 技

(2016/2019/2021)/張雯燕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76-8 (EPUB)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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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實踐!大腦意識訓練: 科學式冥想

打開你的潛能開關,戰勝煩惱、提升

自信&適應力!/加藤俊德著; 曹茹蘋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43-8 

(EPUB) NT$252 普遍級  

超簡單!Autodesk Fusion 360 最強設計

入門與實戰/邱聰倚, 姚家琦, 吳綉華, 

劉庭佑, 林玉琪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32-3 (PDF) NT$480 普遍

級  

量能原則與納稅人程序保障: 以租稅

申報程序為中心/黃奕超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75-4 (PDF) NT$600

普遍級  

開始在英國自助旅行/李芸德作 .-- 七

版 .-- 臺北市 : 太雅,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6-432-0 (EPUB) 

普遍級  

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共建共享導入

實務: 以優久大學聯盟優三圖書館為

例/宋雪芳, 林泰宏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78-1 (EPUB) 

NT$500 普遍級  

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共建共享導入

實務: 以優久大學聯盟優三圖書館為

例/宋雪芳, 林泰宏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79-8 (PDF)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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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70-2 (EPUB) 普遍級  

黑暗中的天使海倫凱勒: 眼盲心不盲,

用心感受世界,耳聾口未啞,致力造福

盲人 /鄧韻如 , 賀欣欣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22-8 

(EPUB) 普遍級  

黑錢/大衛.蒙特羅(David Montero)著; 

辛亞蓓譯 .-- 2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01-6-2 (EPUB) 普遍級  

黑錢/大衛.蒙特羅(David Montero)著; 

辛亞蓓譯 .-- 2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01-7-9 (PDF) 普遍級  

傲慢的堡壘: 性侵害、問責制,以及

和 解 / 瑪 莎 . 納 思 邦 (Martha C. 

Nussbaum)著; 堯嘉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22-1 (EPUB) NT$336 普

遍級  

傳銷精英/吳倩如, 王建明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1110 .-- 34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111-

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塔羅逆位精解/丹尼爾作 .-- 2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61-0 (EPUB) 普遍級  

塔羅逆位精解/丹尼爾作 .-- 2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562-7 (PDF) 普遍級  

奧秘之鑰 解鎖妥拉系列. 一, 創世記/

鹽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妥拉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35-0-7 (PDF) 普遍級  

奧秘之鑰 解鎖妥拉系列. 三, 利未記/

鹽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妥拉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35-1-4 (PDF) 普遍級  

奧秘之鑰 解鎖妥拉系列. 四, 民數記/

鹽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妥拉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35-2-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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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77-8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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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78-5 (PDF) 

NT$350 普遍級  

慈心華德福的教育夢土: 從衝撞到典

範,張純淑的辦學路/張純淑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34-2 

(EPUB) 普遍級  

想見你: 陶笛 X 卡林巴演奏專輯樂譜

= I want to see you songbook/游學志, 黃

翠玲, 楊斐真, 廖婉茹, 馬君宜, 許柏

良, 丁詩涵, 林季謙, 林夏安, 江柏諺, 

曾柔陶笛樂譜; 張思絲, 張毓心, 陳韻

祺, 陳美智, 黃靜香, 謝淑婷卡林巴樂

譜 .-- 新北市 : 陶笛阿志店, 11110 .-- 

24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0184-3-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愛字的人: 因為你對書的愛情,我們

存在/李偉麟, 虹風, 陳安弦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小書房,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263-5-1 

(EPUB) NT$580 普遍級  

愛恨帝王家: 中國古代宮廷女性的愛

慾情仇. 春秋戰國/葉言都作.朗讀 .-- 

再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約 5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35-5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420 .-- ISBN 978-626-353-036-2 (線

上有聲書(WAV)) NT$420 普遍級  

搖滾水仙花/何金珠作 .-- 新北市 : 光

輝影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2-03-4 

(EPUB) 普遍級  

新日檢單字大補帖: JLPT N1 單字全

收錄/菅野美和; 葉秉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視整合傳播,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684-53-2 (PDF) 

NT$490 普遍級  

新北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986-5736-87-3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新白話聊齋志異(合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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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4-281-7 (EPUB) 

普遍級  

新白話聊齋志異(合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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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4-282-4 (PDF) 

普遍級  

新竹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626-96584-0-4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新竹市婦女劇團十載有夠讚/劉素君

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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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 11110 .-- 4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649-0-0 (平裝) 普遍級  

新店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986-5736-90-3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新知研討會. 111 年度: 豬隻飼養與

營養線上研討會. 二/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 

11109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411-6-4 (平裝) 普遍級  

新莊區(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986-5736-91-0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新植物及新名稱. 第二卷/應紹舜著 .-

- 臺北市 : 應紹舜, 111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506-8 (PDF) 普遍

級  

新琴點撥(線上影音版)= Essentials of 

guitar/簡彙杰編著 .-- 修訂 23 版 .-- 新

北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1110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581-90-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新聞自由的幽靈/李金銓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56-7 (PDF) 

普遍級  

新聞自由的幽靈/李金銓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57-4 (EPUB) 

普遍級  

新課程典範探尋: 實驗學校校長的課

程領導/曾煥淦, 謝傳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56-3 (PDF) NT$350

普遍級  

會生病都是它害的?!喵博士的病毒

解密探險/藝英著; 李真我繪; 游芯歆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44-5 

(EPUB) NT$294 普遍級  

會 員 名 錄 . 2022-2023( 中 英 對 照 )= 

Roster of TIFI 2022-2023/台灣螺絲工

業同業公會著作 .-- 高雄市 : 台灣螺

絲工業同業公會, 11109 .-- 3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85-1-2 (平裝) 

NT$900 普遍級  

極簡日本戰國史/大石學作; 劉姍珊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96-3 (EPUB) NT$350 普遍級  

極簡日本戰國史/大石學作; 劉姍珊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97-0 (PDF) NT$350 普遍級  

極簡印度史/水島司作;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98-7 

(EPUB) NT$350 普遍級  

極簡印度史/水島司作;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99-4 (PDF)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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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771-9 

(EPUB) 普遍級  

極權主義的起源/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 李雨鍾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21-3 (EPUB) NT$84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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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世雄, 梁民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09-8-2 (PDF) 

普遍級  

當代講道藝術/斯托得(John Stott)著; 

魏啟源, 劉良淑, 梁銘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93-8 (EPUB) 

普遍級  

當同志遇見耶穌/Annie 等 23 位作; 王

道維編 .-- 新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388-9-8 (EPUB) 普遍級  

當個普通人也很自豪/吳媛媛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18-2 

(EPUB) 普遍級  

*節能減排整合管理系統=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官生平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品質學會, 11109 .-- 2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914-97-

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經典設計椅的解剖新書: 看不見的地

方才是技術所在!藉由分解、剝除、

重組、替換,解析成為經典設計的理

由/西川栄明, 坂本茂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31-7 

(EPUB) 普遍級  

經絡穴位拍打大全/張必萌著 .-- 臺北

市 : 大都會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0-6-5 (EPUB) 普遍

級  

經營品牌必學的公關危機處理術: 炎

上事件的預防、回應、控制,與真實

案例解析/蔡祐吉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識博管理顧問,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31-5-9 (PDF) 

普遍級  

腸道細菌與新冠病毒面面觀/姚紀高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63-811-4 (PDF) NT$320 普遍級  

腦 力 激 盪 300 問 / 芭 芭 拉 . 施 穆 茨

(Barbara Schmutz)著; 鐘寶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4-26-8 (EPUB) 

NT$336 普遍級  

蛻變於服務中之歷程/林獻堂著 .-- 第

二版 .-- 臺中市 : 郁林園數位,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2-1-0 

(PDF) 普遍級  

解讀立法院精選案例/何弘光編著 .-- 

初版 .-- 基隆市 : 何弘光,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579-2 (PDF) 

NT$280 普遍級  

解讀新聞字詞: 新聞媒體常用語詞調

查(109 年)/林慶隆, 林韋均, 吳鑑城

著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40-0 (PDF) 普遍級  

詩控動物園/亮孩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亮語文創教育,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5-0-2 (PDF) 

普遍級  

詹惟中 2023 開運農民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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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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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35-922-2 (PDF) NT$390

普遍級  

詹惟中 2023 開運農民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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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23-9 (EPUB) 

NT$390 普遍級  

資料庫系統: 理論與設計實務/余顯

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326-8 (PDF) 普遍級  

資 料 庫 系 統 管 理 與 實 作 : 

Access+Excel 商 務 應 用

(2016/2019/2021)/李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77-5 (PDF) NT$590

普遍級  

資 料 庫 系 統 管 理 與 實 作 : 

Access+Excel 商 務 應 用

(2016/2019/2021)/李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78-2 (EPUB) 

NT$590 普遍級  

*資訊概論與計算機應用/劉崇汎, 魏

季宏著 .--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

專業認證學會, 11109 .-- 17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6-2-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資訊管理及資通安全講義(地特三等

適用)/新心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1 版 .-- 新北市 : 新心資安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81-5-1 (PDF) 普遍級  

跟大師學創造力. 6: 瑞秋.卡森與環

境保育+21 個生態實作/蘿薇娜.苪伊

(Rowena Rae)作; 周宜芳譯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17-9 (PDF) 普遍級  

跟大師學創造力. 6: 瑞秋.卡森與環

境保育+21 個生態實作/蘿薇娜.苪伊

(Rowena Rae)作; 周宜芳譯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18-6 (EPUB) 普遍

級  

跟我學 Photoshop CC: 一定要會的影

像處理技巧/郭姮劭, 何頌凱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33-0 (PDF) 

NT$540 普遍級  

跟著大師學塔羅宮廷牌/瑪莉.K.格瑞

爾作; 黃春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8-00-6 (EPUB) NT$520 普

遍級  

跟著大師學塔羅宮廷牌/瑪莉.K.格瑞

爾作; 黃春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8-01-3 (PDF) NT$520 普遍

級  

跟著康熙讀易經: 日講易經解義導讀

/郭和杰作 .-- 高雄市 : 栢爾頓國際, 

11111 .-- 7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8029-3-3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跨域合作指南書/張瑋珊, 朱恩言, 李

芳毓撰文; 蔡承璋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社家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59-8 (PDF) 普遍級  

跨越: 王志剛白首話當年產官學生涯

/王志剛口述; 曾桂香撰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96-3 (EPUB) 

普遍級  

跨越: 王志剛白首話當年產官學生涯

/王志剛口述; 曾桂香撰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97-0 (PDF) 

NT$600 普遍級  

跨越每一個不敢: 放下安全感,從不

敢不同到光芒萬丈,前麥肯錫全球合

夥人十年創夢的破局思維 /李一諾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52-2 (EPUB) 普遍級  

跨領域的道家哲學/葉海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32-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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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79-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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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80-8 (PDF) 普遍級  

運字的人: 創作者的鑿光伏案史/沈

眠, 沈明謙, 李偉麟, 虹風, 陳安弦, 許

雁婷, 游任道, 鄧觀傑, 蕭淑如, 嚴毅

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小書房,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263-6-8 (EPUB) NT$5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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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279-9 (PDF) 

NT$6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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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80-5 

(EPUB) NT$690 普遍級  

電子菸揭祕: 矽谷新創 Juul 的戒菸神

話 與 成癮 威脅 /潔米 .杜夏 米 (Jamie 

Ducharme)著; 林錦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85-3 (EPUB) 

NT$500 普遍級  

電子菸揭祕: 矽谷新創 Juul 的戒菸神

話 與 成癮 威脅 /潔米 .杜夏 米 (Jamie 

Ducharme)著; 林錦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86-0 (PDF) NT$500

普遍級  

電腦網路原理(含 ITSNetworking 網路

管理與應用國際認證模擬試題)/范文

雄, 吳進北作 .-- 六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34-7 (PDF) NT$360 普遍

級  

電影院的哲學家/郝廣才編選 .-- 初

版 .-- 臺北市 : 遊目族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0-084-1 

(EPUB)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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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89-1 (PDF) 

普遍級  

預言之子. III, 無聲戰場. 下/蘭波.羅

威(Rainbow Rowell)著; 朱崇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1-0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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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之子. III, 無聲戰場. 上/蘭波.羅

威(Rainbow Rowell)作; 朱崇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1-03-9 

(EPUB) 普遍級  

馴字的人: 寒冬未盡的紙本書出版紀

事/虹風, 李偉麟, 游任道, 陳安弦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小書房,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263-7-5 

(EPUB) NT$5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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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07-6 (EPUB) 

普遍級  

厭世讀論語: 千年名師神回覆,開解

你的人生疑難/厭世國文老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89-8 (EPUB) 

NT$340 普遍級  

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多元場域應用

實務/許育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399-1 (PDF) NT$450 普遍級  

圖解.究極日本料理: 透過「食卓」

看日本,從各時代菜單演變,到器皿、

裝盤、上菜知識,拆解和食文化和奧

祕/長島博作;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70-6 (EPUB) NT$315 普

遍級  

圖解 UML 系統分析與設計/余顯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97-7 

(PDF) 普遍級  

圖解不可思議的基因機密檔案/島田

祥輔作; 甘為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484-3 (PDF) NT$380

普遍級  

圖解彼得.杜拉克管理學/津田太愚作; 

胡毓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16-5 (EPUB) NT$350 普

遍級  

圖解彼得.杜拉克管理學/津田太愚作; 

胡毓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17-2 (PDF) NT$350 普遍

級  

圖解案例消費者保護法 /林瑞珠編

著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277-4 (PDF) NT$500 普遍級  

圖解消防危險物品/盧守謙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98-4 (PDF) 

NT$580 普遍級  

圖解高分子化學: 全方位解析化學產

業基礎的入門書/齋藤勝裕著; 陳朕

疆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48-3 

(EPUB) NT$322 普遍級  

圖解策略管理/戴國良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47-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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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08-7 (EPUB) NT$315 普遍級  

壽命天註定?: 揭開生命週期、老化

與死亡的關鍵機制 /強納森 .席佛頓

(Jonathan Silvertown)著; 鍾沛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84-2 

(EPUB) NT$273 普遍級  

實踐!體幹力訓練: 從大人到小孩都

可以做!讓身體學會正確的姿勢/木場

克己著; 高慧芳譯 .-- 第一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53-5 (EPUB) NT$245 普

遍級  

實驗教育的理論與實務/顏士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57-1 (PDF) 

NT$320 普遍級  

彰化小食記/陳淑華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35-9 (EPUB) 普遍級  

彰化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5-3-7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彰化縣(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5-4-4 (單張半

開) NT$100 普遍級  

*旗津水域遊憩發展規劃委託案 /高

興一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興一, 

11109 .-- 15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13-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滾石的精彩一甲子(壬寅版)/林獻堂

著 .-- 第二版 .-- 臺中市 : 郁林園數位,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92-0-3 (PDF) 普遍級  

滴水的推理書屋: 影視創作紀實/茁

劇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21-4 (PDF) 普遍級  

滴水的推理書屋: 影像創作紀實/茁

劇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519-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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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72-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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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68-7 (EPUB) NT$390 普遍級  

漫畫圖解 不懂帶團隊,那就大家一起

死!/石田淳著; 何信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57-2 (EPUB) 普遍

級  

漫談生物科技與倫理/廖芊樺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338-0 (PDF) 

普遍級  

熊熊舞蹈嘉年華/飆飆先生文.圖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50-6 (EPUB) 

NT$196 普遍級  

碩 士 論 文 << 左 傳 >> 引 詩 研 究 = 

Research on Zuo Chuan quote poems for 

master's thesis/ 白 中 道 (Douglass A. 

White)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許秋

惠, 11109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47-1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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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第二十二集, 永不再渴/財

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10 .-- 12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91-8 (平裝) 普遍級  

福德與神通/菩提公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33-3-2 (PDF) 

NT$350 普遍級  

窪地與韭菜: 阿姨論中國(人)的心理、

現實與結局/劉仲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89-0 (PDF) 普遍級  

窪地與韭菜: 阿姨論中國(人)的心理、

現實與結局/劉仲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90-6 (EPUB) 普遍

級  

管人 36 計(攻略版)/許可欣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77-1 (EPUB) 

普遍級  

管教惡貓傑克森的貓宅大改造: 解決

喵星人不法行為的 33 個驚人創意/傑

克森.蓋勒克西(Jackson Galaxy), 凱特.

班潔明(Kate Benjamin)作; 盧俞如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55-3 

(EPUB) 普遍級  

*網頁設計規劃與網路行銷/熊漢琳

作 .--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業

認證學會, 11109 .-- 1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576-1-2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網路時代人人要學的資安基礎必修

課/Sam Grubb 原著; 藍子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35-4 (PDF) 

NT$480 普遍級  

腐敗: 權力如何崩壞人性?/布萊恩.卡

拉斯(Brian Klaas)著; 林金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25-6 (PDF) 

普遍級  

臺中市中心(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626-96575-2-0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臺北市(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

分 .-- ISBN 978-986-5736-86-6 (單張半

開)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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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58-9 (PDF) 普遍級  

臺北市衛生醫療年鑑. 2021/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編 .-- 臺北市 : 北市衛生局,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65-7 (HTML) 普遍級  

臺灣全圖(台灣地圖版)/金時代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

市 : 金時代文化, 11109 .-- 1 面; 54X7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85-9 (單張

半開) NT$100 普遍級  

臺灣旅遊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著作 .-- 再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

化, 11109 .-- 1 面; 78X54 公分 .-- ISBN 

978-626-96575-0-6 (半開單張) NT$100

普遍級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專刊. 2022/王冠人, 

何撒娜, 吳思恩, 林文玲, 林忠模, 致

穎, 馬曼容, 馬雅人, 高森信男, 路那, 

劉惠媛, 盧郁佳, 謝以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671-5 

(PDF) 普遍級  

臺灣新冠疫情的衝擊與反思/邱淑媞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45-0 (EPUB) NT$420 普遍級  

臺灣新冠疫情的衝擊與反思/邱淑媞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46-7 (PDF) NT$420 普遍級  

與內心對話/山本靖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只享文創, 11109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86-0-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與生命的時鐘賽跑: 80 歲生物學家對

時間與老化的自然觀察/伯恩.韓瑞希

(Bernd Heinrich)著; 陳岳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47-3 (EPUB) 

NT$280 普遍級  

與死者協商: 瑪格麗特.愛特伍談作

家與寫作/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嚴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9-710-0 (EPUB) 普遍

級  

與自己對齊/Ruowen Huang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936-9 (PDF) 

普遍級  

與自己對齊/Ruowen Huang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937-6 

(EPUB) 普遍級  

輔山行: 海外登山健行黃金路線/黃

友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黃友輔, 

11109 .-- 2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01-0567-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閩南語拼音、朗讀好撇步 /鄭安住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74-8 

(PDF) NT$380 普遍級  

領導者的試煉: 600 位執行長的智慧

與教訓,最務實也最殘酷的七堂管理

課/亞當.布萊安特(Adam Bryant), 凱

文.沙爾(Kevin Sharer)作;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22-5 

(PDF) 普遍級  

領導者的試煉: 600 位執行長的智慧

與教訓,最務實也最殘酷的七堂管理

課/亞當.布萊安特(Adam Bryant), 凱

文.沙爾(Kevin Sharer)作;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23-2 

(EPUB) 普遍級  

厲害了,我的生物/蘇仁福, 曾明騰文; 

卡斯威爾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

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373-3-1 (PDF) NT$252 普遍級  

寫一首歌: 音樂著作典藏計畫. 三/社

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王景新, 

李淑娟, 梁岱琦, 葉俊甫採訪撰文 .-- 

臺 北 市  : 中 華 音 樂 著 作 權 協 會 , 

11110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93950-2-1 (平裝) 普遍級  

影響力法則: 建立信任、連結和歸屬

感的藝術/瓊.李維(Jon Levy)著; 周詩

婷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835-1 (EPUB) NT$31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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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法則: 建立信任、連結和歸屬

感的藝術/瓊.李維(Jon Levy)著; 周詩

婷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836-8 (PDF) NT$315 普遍級  

慶雲閣醫學摘粹/(清)慶雲閣著; 王春

月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399-3 (EPUB) NT$420 普遍級  

慕容超傳奇/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79-6 (EPUB) 普遍

級  

*數位內容行動遊戲設計實作 /陳月

香著 .--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

業認證學會, 11109 .-- 1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6-3-6 (平裝) 

NT$199 普遍級  

數位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Python 實務

/翁麒耀, 楊政興, 王旭正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81-2 (PDF) 

NT$560 普遍級  

*數位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Python 實

務/翁麒耀, 楊政興, 王旭正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282-9 

(EPUB) NT$560 普遍級  

數位教養: 記者媽媽的聰明教養提案

/曾多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19-3 (PDF) 普遍級  

數位教養: 記者媽媽的聰明教養提案

/曾多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創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20-9 (EPUB) 普遍級  

數據賦權與個人資料法制之探討: 以

歐盟 GDPR 為核心/蔡家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67-9 (PDF) 

NT$600 普遍級  

暫停情緒風暴: 大人不心累,孩子不

受傷,第一時間化解情緒衝突與對立/

陳品皓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禾禾文

化工作室,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593-9-9 (EPUB) NT$228 普

遍級  

模仿欲望: 從人性深處理解商業、政

治、經濟、社會現象,還有你自己/柏

柳康(Luke Burgis)著; 楊姝鈺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52-8 (EPUB) NT$450 普遍級  

模仿欲望: 從人性深處理解商業、政

治、經濟、社會現象,還有你自己/柏

柳康(Luke Burgis)著; 楊姝鈺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53-5 (PDF) NT$450 普遍級  

樂齡英文. 2/張哲嘉, 楊曉嵐合編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縣新庄社區發

展協會, 111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90-1-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歐文.亞隆力薦!心理諮商暢銷經典套

書/蘿蕊.葛利布(Lori Gottlieb)著; 朱怡

康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行 路 ,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517-3-

3 (全套:平裝) NT$998 普遍級  

歐洲平面設計新浪潮/gaatii 光体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1-583-2 (PDF) 普遍級  

歐盟被遺忘權發展及其影響/徐彪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50-2 

(PDF) 普遍級  

潛水艇河童族/逆柱意味裂作; 高彩

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2-5-1 (PDF) NT$400 普遍級  

潛水艇河童族/逆柱意味裂作; 高彩

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2-6-8 (EPUB) NT$400 普遍級  

熱帶雨林: 多樣、美麗而稀少的熱帶

生 命 / 約 瑟 夫 . 萊 希 霍 夫 (Josef H. 

Reichholf) 著 ; 約 翰 . 布 蘭 德 史 岱 特

(Johann Brandstetter)繪; 鐘寶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78-0 (EPUB) 

普遍級  

窮理查年鑑(精華珍藏版)/班傑明.富

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邱振訓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8-04-9 (EPUB) 普遍級  

蓮花生大士全傳/洪啟嵩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49-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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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794-8 (EPUB) 

普遍級  

諸神的星空: 希臘眾神的愛恨情仇與

星座的起源/江逐浪著 .-- 臺北市 : 大

旗,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83-5-2 (EPUB) 普遍級  

調和: 打造自身平衡,建立彼此連結/

愛德華.布羅德金(Edward Brodkin), 愛

許莉.帕拉斯拉(Ashley Pallathra)著; 吳

郁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6-34-6 (EPUB) NT$280 普遍級  

論行政訴訟中一般確認訴訟之適用

類型/黃柏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61-7 (PDF) NT$600 普遍級  

論開放金融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制/

黃奕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68-6 (PDF)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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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73-3 (EPUB) 普遍

級  

鄭丞傑醫師的婦科診療室 /鄭丞傑

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25-4-8 (EPUB) 普遍級  

鄭媽媽的手掌麥克風: 倪安寧的故事

/吳湘芸文; 小 y 圖 .-- 臺南市 : 臺灣

教會公報社, 11109 .-- 3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721-45-4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閱讀: 人與世界跨越時空的連結/貝

琳達 .傑克 (Belinda Jack)著 ; 呂玉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77-3 

(EPUB) 普遍級  

養腎: 探索生命之根/田安然著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1109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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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26-267-9 (EPUB) 

NT$350 普遍級  

魯迅世界. 1, 作品全集/魯迅著; 蔡輝

振編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

圖書, 11109 .-- 冊 .-- ISBN 978-626-

7161-51-7 (全套:平裝) NT$15000 普遍

級  

學校沒教,但一定要懂的地緣政治課: 

從地球儀開始的國際大局觀/田中孝

幸作; 陳聖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89-2 (PDF) 普遍級  

學校沒教,但一定要懂的地緣政治課: 

從地球儀開始的國際大局觀/田中孝

幸作; 陳聖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90-8 (EPUB) 普遍級  

寰宇情懷: 創投教父劉宇環的卓越人

生/劉宇環口述; 楊艾俐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42-9 (EPUB) NT$600 普遍級  

寰宇情懷: 創投教父劉宇環的卓越人

生/劉宇環口述; 楊艾俐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43-6 (PDF) NT$600 普遍級  

*戰 FUN 興達: 厚植海洋休閒運動產

業發展/高興一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興一, 11109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512-9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戰爭終結者歐本海默: 道德與科學的

掙扎,背負國家使命的原子彈之父,核

武終究是必要之惡/陳劭芝, 許興勝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23-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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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24-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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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925-3 (EPUB) 普遍級  

橘色惡魔的弱弱指導法: 由弱者指導

弱者,才能孕育出不可動搖的堅強實

力/田中宏 幸著; 龔婉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08-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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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5-3-5 (EPUB) 普遍級  

機器學習入門: 使用 Scikit-Learn 與

TensorFlow/黃建庭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36-1 (PDF) NT$420

普遍級  

歷史與人物/吳相湘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773-7 (EPUB) 普遍

級  

澳 洲 打工 度 假聖 經 /陳銘凱 , 一瓶

Irene Ü 作 .-- 五版 .-- 臺北市 : 太雅,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36-431-3 (EPUB) 普遍級  

激昂的筆耕者高爾基: 幸福孕育在痛

苦之中,光明誕生於絶望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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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782-5 

(EPUB) 普遍級  

獨立工作者 ,現在開始為自己工作 : 

在淺薄時代,把擅長的事做到最好、

打造不怕失業的工作體質 /朴勝晤 , 

洪昇完著;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25-3 (PDF) 普遍級  

獨立工作者 ,現在開始為自己工作 : 

在淺薄時代,把擅長的事做到最好、

打造不怕失業的工作體質 /朴勝晤 , 

洪昇完著;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26-0 (EPUB) 普遍

級  

糖尿病家族季刊選輯 . 2001-2021/蔡

世澤, 李弘元, 何明華編輯 .-- 臺北市 : 

糖尿病關懷基金會, 11110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752-3-6 (平

裝) .-- ISBN 978-986-84752-4-3 (精裝) 

普遍級  

興業育才: 永遠的印刷推手: 慶賀李

興才教授百歲誕辰/魏裕昌總編輯 .-- 

臺北市 : 印刷傳播基金會, 11108 .-- 

260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57-

99638-4-8 (精裝) 普遍級  

親子烘焙幸福時光/英國人蔘 Abb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6-429-0 

(EPUB) 普遍級  

親愛的,你今天過得好嗎?: 羅淑郁浪

漫畫趣/羅淑郁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11-8-4 (PDF) 普遍級  

親愛的,別把上帝縮小了/愛德華.韋

爾契(Edward T. Welch)著; 顧蓓曄, 李

台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生命輔

導傳道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84262-9-0 (EPUB) 普遍級  

親愛的馬克瑪麗: Re:是不是每個男

人都這樣?/歐馬克作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58-935-5 (PDF) 普遍級  

選擇/泰絲.格里森, 蓋瑞.布拉佛作; 

尤傳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86-8 (EPUB) 普遍級  

選擇權交易: 使用 Python 語言/林進

益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26-4 (PDF) 普遍級  

遼夏金元史: 多元族群的衝突與交融

/張帆, 陳曉偉, 邱靖嘉, 林鵠, 周思成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74-4 

(EPUB) 普遍級  

錢能買到快樂嗎?/島井哲志作; 黃筱

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0-485-0 (PDF) NT$350 普遍級  

錢能買到快樂嗎?/島井哲志作; 黃筱

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0-486-7 (EPUB) NT$350 普遍級  

雕刻時光: 塔可夫斯基的藝術與人生,

透過電影尋找生活的答案,理解這個

永遠超出我們理解的世界/安德烈.塔

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著; 鄢定

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05-6 (EPUB) NT$320 普遍級  

靜岡喔嗨唷!/Kayo 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太雅,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6-43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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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 藥草喻品第五/釋

證嚴講述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52-3-7 (EPUB) NT$900 普遍級  

餐旅財務管理: 11 堂必修課/陳錚中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60-2-8 (PDF) NT$450 普遍級  

優活慢老(全彩珍藏版)/花蓮慈濟醫

院羅慶徽副院長暨高齡醫學跨領域

團隊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5-03-7 (EPUB) NT$360 普遍級  

孺子帝. 卷五, 雙面的大臣/冰臨神下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86-6 (PDF) 普遍級  

幫孩子取個好名字(二 0 二三年兔飛

猛進版)/黃逢逸著 .-- 13 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8-28-7 (EPUB) NT$300 普

遍級  

懂得放下,才能活在當下/黛恩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1 .-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846-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口才魅力、贏得讚譽篇/戴晨

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55-60-

8 ( 第 1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61-5 (第

2 冊 :線上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62-2 (第 3 冊:線上

有聲書(MP3)) NT$15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口才魅力、贏得讚譽篇(全)/戴

晨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11 .-- 約 15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63-9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不生氣的情緒智慧篇/戴晨志

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55-47-

9 ( 第 1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48-6 (第

2 冊 :線上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49-3 (第 3 冊:線上

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

626-7155-50-9 (第 4 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

51-6 ( 第 5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不生氣的情緒智慧篇(全)/戴晨

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27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52-3 (線上有聲書(MP3)) 

NT$65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展現幽默、散播歡笑篇/戴晨

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55-64-

6 ( 第 1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65-3 (第

2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150 普遍

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展現幽默、散播歡笑篇(全)/戴

晨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11 .-- 約 7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66-0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善於溝通、萬事亨通篇/戴晨

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55-53-

0 ( 第 1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54-7 (第

2 冊 :線上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55-4 (第 3 冊:線上

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

626-7155-56-1 (第 4 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

57-8 ( 第 5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58-5 (第

6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150 普遍

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善於溝通、萬事亨通篇(全)/戴

晨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11 .-- 約 27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59-2 (線上有聲書(MP3)) 

NT$68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態度積極、凡事主動篇/戴晨

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9 .-- 冊 .-- ISBN 978-626-7155-34-

9 ( 第 1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35-6 (第

2 冊 :線上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36-3 (第 3 冊:線上

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

626-7155-37-0 (第 4 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

38-7 ( 第 5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39-4 (第

6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150 普遍

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態度積極、凡事主動篇(全)/戴

晨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09 .-- 約 28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40-0 (線上有聲書(MP3)) 

NT$68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盡情發揮自我優勢篇/戴晨志

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55-41-

7 ( 第 1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42-4 (第

2 冊 :線上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43-1 (第 3 冊:線上

有聲書(MP3)) NT$150 .-- ISBN 978-

626-7155-44-8 (第 4 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150 .-- ISBN 978-626-7155-

45-5 ( 第 5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50 普遍級  

戴晨志老師有聲學堂: 你一定可以更

傑出: 盡情發揮自我優勢篇(全)/戴晨

志作.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24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46-2 (線上有聲書(MP3)) 

NT$650 普遍級  

檢方的罪人/雫井脩介作; 王蘊潔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87-5 (EPUB) 普遍級  

爵士名曲合奏與即興練習 /烏野薰

UNO 作 .-- 第三版 .-- 雲林縣 : 酷派音

樂, 11110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698-6-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20 普遍級  

禪生活微理論. 第五輯/向立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841-9-1 (EPUB) NT$196 普遍級  

聲之生: 聲音的驚奇、演化的創意,

以及即將消逝的聲音/大衛.喬治.哈

思克(David George Haskell)著; 陳錦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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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22-0 

(EPUB) 普遍級  

臨摹一個人= On behalf of one/謝憫震

[作] .-- 臺北市 : 挪石社, 11110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69-6-

2 (平裝) 普遍級  

薪資所得及其成本費用扣除之研究/

邱瑤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857-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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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46-986-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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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19-9 

(EPUB) 普遍級  

韓國職場: MOOKorea 慕韓國. 第 2 期

/EZKorea 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81-5 (EPUB) NT$400 普

遍級  

韓國職場: MOOKorea 慕韓國. 第 2 期

/EZKorea 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82-2 (PDF) NT$400 普遍

級  

鮮卑羨慕中華/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781-9 (EPUB) 普遍

級  

鮮榨,營養師私藏的健康蔬果汁全配

方/李寧著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0-7-2 (EPUB) 普遍級  

斷食全書: 透過間歇性斷食、隔天斷

食、長時間斷食,讓身體獲得療癒/傑

森.馮(Jason Fung), 吉米.摩爾(Jimmy 

Moore)著; 高子梅譯 .-- 再版 .-- 臺北

市 : 如果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61-9 (EPUB) 普遍

級  

簡易微積分/黃義雄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339-7 (PDF)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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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207-01-7 

(EPUB) 普遍級  

職人級極品果醬技法全圖解: 選用在

地四季食材,從單品、複合、香料、

到花草佐味,封存水果精華的 40 種醬

料配方及 54 種絕讚吃法!/施佳伶

(Linda) 著  .-- 新 北 市  : 臺 灣 廣 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0-562-2 (EPUB) 普遍級  

職場禮儀: 職場上不懂學做人,小心

回馬槍。真實企業教訓,從職場表達、

面試看人到如何應對無禮之徒/克莉

絲汀.波拉森(Christine Porath)著; 朱家

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01-9-3 (PDF) 普遍級  

職場禮儀: 職場上不懂學做人,小心

回馬槍。真實企業教訓,從職場表達、

面試看人到如何應對無禮之徒/克莉

絲汀.波拉森(Christine Porath)著; 朱家

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2-01-1 (EPUB) 普遍級  

舊日廚房/詹宏志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1-38-1 (EPUB) 

普遍級  

藏鋒/沈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梟嘯

設計, 11109 .-- 4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626-96604-1-4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626-96604-0-7 (精

裝) NT$800 普遍級  

豐年蝦之王: 一個億萬富翁經歷的真

實故事/芶壽生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05-8 (PDF) 普遍級  

豐年蝦之王: 一個億萬富翁經歷的真

實故事/芶壽生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06-5 (EPUB) 普遍

級  

離開朝鮮的返鄉船: 一九四五年日本

殖民者在朝鮮的終戰經驗/李淵植著; 

熊晨馨譯 .-- 臺北市 : 凌宇,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70-4-9 

(EPUB) 普遍級  

雜病治療大法(附: 金匱醫案)/左季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398-6 

(EPUB) NT$450 普遍級  

雙 生 火 焰 / 萊 絲 莉 . 桑 普 森 (Leslie 

Sampson)著; 星光餘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5-49-3 (EPUB) 

NT$315 普遍級  

羅斯柴爾德家族傳: 左右世界的金錢

預言家與世界銀行家 /尼爾 .弗格森

(Niall Ferguson)作 ; 徐立妍 , 辛亞蓓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88-0 (PDF) 普遍級  

羅斯柴爾德家族傳: 左右世界的金錢

預言家與世界銀行家 /尼爾 .弗格森

(Niall Ferguson)作 ; 徐立妍 , 辛亞蓓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89-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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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774-0 (EPUB) 普遍級  

藝轉人生繪見未來/江信行總編輯 .-- 

彰化縣  : 彰縣脊髓損傷重建協會 , 

111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0580-2-5 (平裝) 普遍級  

關係的刻意練習: 從初識、伴侶到家

人,讓你在乎的每一段關係更長久/楊

雅筑作; 王亞軒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

數位學習, 11109 .-- 約 389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5-78-3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顛峰心智: 每天 12 分鐘,毫不費力,攀

上專注力高峰 /阿米希.查(Amishi P. 

Jha)著;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23-2 (EPUB) NT$480 普

遍級  

嚴選台南: 府城食飲.綠植餐所.草藥

茶食.古物老屋.職人手作/吳靜雯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太雅,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6-434-4 

(EPUB) 普遍級  

贏在發育期: 數值+時程+飲食+運動,

讓你的寶貝體態適中,長到遺傳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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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讓楊晨醫師為孩子的成長加把

勁/楊晨著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0-8-9 (EPUB) 普遍級  

纏鬥聯合國: 資深大使見證錄/朱浤

源; 楊力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7-59-6 (PDF) 

普遍級  

纏鬥聯合國: 資深大使見證錄/朱浤

源; 楊力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7-60-2 (EPUB) 

普遍級  

*顧客關係管理與消費者行為學 /熊

漢琳著 .--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

專業認證學會, 11109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6-0-5 (平裝) 

NT$295 普遍級  

魔人蘇阿軒醫師的婦科衛教診療室/

蘇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7-03-1 (PDF) 普遍級  

權力的野性: 單打獨鬥、結盟互助、

間諜窺探,為了爭食物、搶領地、繁

衍後代,動物的奪權大戲,現正上演中。

/李.艾倫.杜加欽(Lee Alan Dugatkin)著; 

曾秀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34-4 (PDF) 普遍級  

權力的野性: 單打獨鬥、結盟互助、

間諜窺探,為了爭食物、搶領地、繁

衍後代,動物的奪權大戲,現正上演中。

/李.艾倫.杜加欽(Lee Alan Dugatkin)著; 

曾秀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35-1 (EPUB) 普遍級  

權力的復仇: 獨裁者如何為 21 世紀

重 塑 政 治 / 摩 伊 希 斯 . 奈 姆 (Moisés 

Naím)著; 陳於勤, 洪婉禎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41-1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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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4-83-9 

(EPUB)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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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84-6 (PDF) 

NT$360 普遍級  

歡迎來到性諮商室: 三位少男和他們

的心理師/呂嘉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7-252-7 (EPUB) 

普遍級  

歡迎來到這個家/瑞秋.葛琳納作; 克

萊兒 .歐文繪圖; 林奕萱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09-0 (EPUB) 

普遍級  

戀愛無雙的技巧大全: 戀愛就該耍心

機,一本學會撩動異性的技巧,擁有情

場 無 往 不 利 的 武 器 !/HIROTO 著 ; 

KURI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59-7 (EPUB) 普遍級  

變幻的天空: 從進化占星學探索行運

與推運,創造自己的未來/史蒂芬.佛

瑞斯特(Steven Forrest)著; Jade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28-2 (EPUB) 

普遍級  

邏輯學原來這麼有趣: 顛覆傳統的 18

堂邏輯課/董桂萍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13-4 (PDF) 普遍級  

顯化心願的寶石魔法: 康寧罕大師用

水晶、礦石、金屬的魔法力量讓你

達到目標,體驗美好的轉變/史考特.

康 寧 罕 (Scott Cunningham) 著 ; 舒 靈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大 樹 林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12-6-1 (EPUB) NT$450 普遍級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四寶

媽白家綺的五味人生/白家綺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53-0 (EPUB) 

NT$420 普遍級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四寶

媽白家綺的五味人生/白家綺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554-7 (PDF) 

NT$420 普遍級  

讓幸福流進來的賺錢框架/德瑞克.金

尼( Derrick Kinney)著; 洪士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60-7 

(EPUB) 普遍級  

讓 響 應 式 (RWD) 網頁 設 計變 簡 單 : 

Bootstrap 開發速成/呂國泰, 鍾國章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37-8 (PDF) NT$520 普遍級  

讓靈魂活出更好的樣子/田定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34-3 (EPUB) 

NT$280 普遍級  

靈魂日記: 療癒大師羅凱銘從阿卡西

紀錄、希塔療癒及家庭系統排列,尋

找源頭之光到達彼岸的旅程/羅凱銘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72-1 (EPUB) NT$380 普遍級  

觀蓮賞荷攝影集. No.2/郭王寶梅, 郭

英雄合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郭英雄, 

11111 .-- 13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20-1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驢老爺 .你贏了!/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臺北市 : 遠流,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786-4 (EPUB) 

普遍級  

鎧 甲 的 裂 縫 / 安 娜 . 戈 華 達 (Anna 

Gavalda)著; 許雅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啟明,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2-4-9 (EPUB) 普遍級  

瀧島體操/瀧島未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沐光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77-8-3 (EPUB) 普遍

級  

瀧島體操/瀧島未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沐光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77-9-0 (PDF) 普遍級  

班雅明/馬國明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70-6 (EPUB) 普遍級  

松果體的奇蹟: 覺醒內在潛能,改寫

人生與身體的劇本/松久正著; 邱心

柔譯 .-- 臺北市 : 方智,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707-0 (EPUB) 

普遍級  

情 緒 之 書 / 蒂 芬 妮 . 史 密 斯 (Tiffany 

Watt Smith)著; 林金源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06-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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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緒 之 書 / 蒂 芬 妮 . 史 密 斯 (Tiffany 

Watt Smith)著; 林金源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07-4 (PDF) 普遍級  

練習良善的一年/唐娜.卡麥蓉作; 薛

芷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凱特文化

創意,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048-9-4 (EPUB) 普遍級  

新譯圓覺經/商海鋒注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75-1 (EPUB) 普遍

級  

带着禅心去上班: 圣严法师的禅式工

作学/圣严法师著 .-- 臺北市 : 法鼓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98-971-2 (EPUB) 普遍級  

靈魂相遇 靈界混血兒: 活靈活現之

前世今生 . 第四部 /向立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63-0-0 (EPUB) 普遍級  

二十四節氣導引/牛愛軍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38-5-3 (EPUB) 

NT$280 普遍級  

阿嬤的自然養生方(新裝版)/漢欣文

化編輯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漢欣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6-843-6 (EPUB) 普遍級  

阿嬤的自然養生方(新裝版)/漢欣文

化編輯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漢欣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6-844-3 (PDF) 普遍級  

女人的身心療癒地圖: 全方位骨盆治

療,整合妳的女性身體,喚醒生命野性

活力/塔咪.琳.肯特(Tami Lynn Kent)著; 

鍾尚熹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新星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02-7-6 (EPUB) NT$336 普遍級  

能量植物奶/林俐岑作 .-- 臺北市 : 朱

雀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4-26-9 (EPUB) NT$380 普

遍級  

超級嬰兒通: 天才保母崔西的育兒祕

訣/崔西.霍格, 梅琳達.貝樂著; 郭盈

卿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如 何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6-639-5 (EPUB) 普遍級  

社會學/龍冠海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69-0 (EPUB) 普遍級  

宋代社會與法律: <<名公書判清明集

>>討論/宋代官箴研讀會作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72-0 (EPUB) 

普遍級  

匈牙利史: 一個來自於亞洲的民族/

周力行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64-5 (EPUB) 普遍級  

羅馬尼亞史: 在列強夾縫中求發展的

國家/洪茂雄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60-7 (EPUB) 普遍級  

委內瑞拉史: 美洲革命的搖籃/何國

世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58-4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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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45-4 (EPUB) NT$1300 普遍級  

德意志的上帝代言人: 杜勒/韓秀著 .-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61-4 

(EPUB) 普遍級  

趣味圍棋入門/馬媛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38-4-6 (EPUB) 

普遍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