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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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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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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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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類 

特藏 

中山思想與當代中國 / 劉阿榮, 曹俊

漢, 姜新立, 楊開煌, 葛永光, 洪泉湖, 

邵宗海, 曲兆祥, 謝政諭, 桂宏誠, 周

治邦, 杜震華, 盧信昌, 周陽山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11111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7530-4-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孫中山思想 2.CST: 文集  

005.1807  

目錄學；文獻學 

*古籍之美 : 古籍文獻典藏與管理 / 

張圍東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1-

402-5 (精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圖書學 2.CST: 古籍 3.CST: 蒐

藏管理  011  

*古籍之美 : 古籍的演變與發展 / 張

圍東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

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1-403-

2 (精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古籍 2.CST: 書史 3.CST: 印刷

術 4.CST: 中國  011.2  

*古籍之美 : 古籍的版刻 / 張圍東著 .-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01-8 (精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古籍 2.CST: 版本學  011.5  

府城四年 / 李瑞騰著 .-- 新北市 : 遠

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410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17) .-- 

ISBN 978-957-39-1151-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序跋  011.6  

人文藝術書目. 111 年度 : 教育部 111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 11112 .-- 11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723-

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推薦書目  012.4  

地方創生書目. 111 年度 : 教育部 111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 11112 .-- 96 面 ;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719-

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推薦書目  012.4  

多元文化書目. 111 年度 : 教育部 111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 11112 .-- 13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720-

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推薦書目  012.4  

多元學習書目. 111 年度 : 教育部 111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 11112 .-- 16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721-

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推薦書目  012.4  

科技創新書目. 111 年度 : 教育部 111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 11112 .-- 11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718-

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推薦書目  012.4  

樂活環保書目. 111 年度 : 教育部 111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 11112 .-- 13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722-

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推薦書目  012.4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21 年度 / 臺

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輯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1110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02-79-7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專題書目 2.CST: 臺灣史  

016.7332  

「紙一張」閱讀筆記法 : 一張紙、

一枝筆,15 分鐘整理出一本書的重點,

讓你不只是讀,更能派上用場 / 浅田

すぐる作 ; 張嘉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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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82) .-- ISBN 

978-986-289-806-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閱讀 2.CST: 讀書法  019.1  

閱讀變現 / 格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6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讀書法 2.CST: 閱讀指導  

019.1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來去美洲 / 陸瑞玉, 歐威麟, 楊騏駿, 

吳長諭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

館, 11111 .-- 冊 .-- (總統副總統文物

精選系列) .-- ISBN 978-626-7119-78-5 

(全套:精裝) NT$670 普遍級  

1.CST: 總統文物 2.CST: 文物典藏 

3.CST: 圖錄 4.CST: 美洲  027.3  

國學 

篔筜铎声 : 后疫情时代的人文思考 / 

王维生主编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

零出版社,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96509-5-8 (全套 :平裝 ) NT$1530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文集  030.7  

治學方法 / 劉兆祐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5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治學方法 2.CST: 漢學 3.CST: 

文獻學 4.CST: 論文寫作法  032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 / 楊靜, 宗

泳杉, 徐育岑文圖編輯 .-- 新北市 : 拇

指王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 11111 .-- 

冊 .-- ISBN 978-986-06906-7-5 (第 1 冊:

精裝) NT$360 .-- ISBN 978-986-0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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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第 2 冊:精裝) NT$360 .-- ISBN 

978-986-06906-9-9 ( 第 3 冊 : 精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百科全書 2.CST: 兒童讀物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年 報 . 2021-2022 =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 / 蔡秀芬, 郭志文, 徐學慧, 楊育

成, 鄭怡軒, 張硯筑, 劉科汶, 魏莨伊, 

王皓誠編輯 .--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

學, 111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014-9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期刊  051  

普通論叢 

*三戰啟示錄 / 示一雨觀止其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3-48-6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2.CST: 時事評論  

078  

沉淪或提升台灣維新之道 / 蘇煥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99 面; 21 公

分 .-- (當代叢書 ; 97) .-- ISBN 978-626-

96065-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2.CST: 時事評論  

078  

活佛的方塊 : 對愚昩的教訓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97-1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鄭崇華演講集 : 台達的成長之路 / 鄭

崇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24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786) .-

- ISBN 978-986-525-962-4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歷史與文化論叢 / 錢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7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豐富人生的必修學分. 第七輯 / 陳品

君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上海商

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 11110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747-0-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群經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 錢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7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學 2.CST: 漢代  090.92  

唐石十三經 / (魏)王弼, (漢)孔安國, 

鄭玄等撰 .-- 三版 .-- 臺北市 : 世界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中

國文化經典. 經學叢書) .-- ISBN 978-

957-06-0659-1 (全套 :平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石經 2.CST: 唐代  098.8  

哲學類 

總論 

哲學能做什麼? : 將哲學帶進公共議

題的競技場 / 蓋瑞.葛汀(Gary Gutting)

著 ; 吳妍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

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12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

52-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哲學  100  

台灣社會的多元發展與融合 / 中國

哲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60

面; 21 公分 .-- (中國哲學會學術集刊 ; 

5) .-- ISBN 978-626-343-481-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文集  107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 第

六輯 / 林明照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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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6 面; 21 公

分 .-- (Taida 系列) .-- ISBN 978-986-

350-666-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文集  107  

學術思想概論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 錢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6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文集 3.CST: 

中國  112.807  

人文與世界 : 當代人文科學的反思

與嘗試 / 陳智豪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83-

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學  119  

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概論 / 曾春海, 李賢中, 葉海

煙, 尤煌傑著 ; 曾春海主編 .-- 二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13-1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120  

晚學盲言 / 錢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冊 .-- ISBN 978-957-14-7571-4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57-14-7572-1 (下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文集  120.7  

日月詩集 : 易經古文風華 / 黃文華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黃 文 華 , 

11110 .-- 150 面; 21 公分 .-- (易經古文

風華 ; 151) .-- ISBN 978-626-01-0664-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白陽易經講解本. 八, 天下大同的實

現 / 林榮澤講述 ; 書苑編輯室整理 .-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

社出版 : 仁風坊發行, 111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98-5-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易經繫辭大義 / 史幼波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愛德法國際培訓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760-0-

2 (全套: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論語之陽貨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

心 ; 17) .-- ISBN 978-626-96233-2-7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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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8/17  

論語之微子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

心 ; 18) .-- ISBN 978-626-96233-3-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8/18  

毓老師講<<荀子>> / 愛新覺羅毓鋆

講述 ; 蔡宏恩筆錄 ; 許晉溢整理 .-- 初

版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冊 .-- (奉元

講義 ; 14) .-- ISBN 978-626-96244-1-6 

(全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荀子 2.CST: 注釋  121.271  

莊老通辨 / 錢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73-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道家  121.3  

對讀帛書老子 / 陳丑校讀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110 .-- 144 面; 

26 公分 .-- (文獻學. 第一輯 ; 3) .-- 

ISBN 978-626-96643-1-3 ( 平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老子 2.CST: 注釋  121.311  

莊子札記 / 朱建民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鵝湖月刊社, 11110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474-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莊子 2.CST: 注釋  121.331  

*<<莊子>>選文 : 一場哲學與心靈的

對話 / 傅孝維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80-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莊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337  

墨子 / 李清源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

986-5493-40-0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周)墨翟 2.CST: 傳記  

121.41  

商鞅 / 王向輝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

986-5493-41-7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周)商鞅 2.CST: 傳記  

121.62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錢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8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理學 2.CST: 宋代  125  

陸象山 / 曾春海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37-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宋)陸九淵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25.6  

傳習錄的教訓 / 王陽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2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216-08-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傳習錄 2.CST: 注釋  126.41  

兩端而一致 : 王船山義理視域下經

典詮釋論探 / 李瑋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10 .-- 200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746) .-- 

ISBN 978-986-314-621-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清)王夫之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27.15  

東方哲學 

超越心靈的奧秘 / 嫡嫡.阿南達蜜特

拉(Avtik. Anandamitra)著 ; 沈鳳財,賴

賢宗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430-2-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心靈學  137.84  

西洋哲學 

跟著斯多葛哲學家學生活 : 111 堂斯

多葛講堂,跟著塞內卡、叔本華等 10

位思想家,掌握跨越兩千年的生命智

慧  / 沃 德 . 法 恩 斯 沃 斯 (Ward 

Farnsworth)作 ; 李斯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ithink 哲學書系  ; RI7004) .-- ISBN 

978-626-310-345-0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古希臘哲學 2.CST: 人生哲學  

141.61  

我的知識之路 : 約翰.彌爾自傳 / 約翰.

彌爾(John Stuart Mill)著 ; 吳良健, 吳

衡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

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2 .-- 240 面; 20 公

分 .-- (黃金之葉 ; 7) .-- ISBN 978-626-

7063-2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彌爾(Mill, John Stuart, 1806-

1873) 2.CST: 哲學 3.CST: 傳記 4.CST: 

英國  144.53  

尼采的人生哲理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 新 北 市 ] :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1-52-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7.66  

邏輯學 

邏輯學入門課 / 劉漠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272) .-

- ISBN 978-626-320-282-5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邏輯  150  

形上學；玄學 

揭 開 揚 升 的 奧 秘  / 高 弗 瑞 . 雷 金

(Godfre Ray King)作 ; 施博巽(Patrick 

Shih)翻譯 .-- 新北市 : 凱富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1110 .-- 2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2210-4-7 (第 1 集:平

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宇宙論  163  

你以為你的選擇真的是你的選擇? : 

關於自由意志的哲學思考 / 朱立安.

巴吉尼(Julian Baggini)著 ; 黃煜文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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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85-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決定論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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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 

人心使用說明書 : 心理學教授實話

說,什麼決定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 

/ 陳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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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583-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精神分析 2.CST: 心理學 

3.CST: 個案研究  170  

非科學的心理學 : 理解人類生活的

後 現 代 路 徑  / 弗 雷 德 . 紐 曼 (Fred 

Newman), 露 易 絲 . 賀 茲 蔓 (Lois 

Holzman)著 ; 祖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88-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哲學  170  

陪伴心理學 / 黃士鈞(哈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心

理 ; 79) .-- ISBN 978-986-137-391-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科學心理學 : 動機與行為 X 認知與

創造 X 生存與價值,透過與馬斯洛對

話,探索人類存在的本質與意義 / 馬

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3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42-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馬斯洛(Maslow, Abraham H.)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人本心理學  

170.18  

阿德勒正向教養全書 : 兒童與家庭

深談 / 亨利.史丹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

393-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家庭關係 

3.CST: 家族治療  173.1  

理解孩子的深層發展需求  / Adam 

Blanning 作 ; 許文婷, 張琴珮, 莊惠雅

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財團法

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11110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35-2-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兒童發展  

173.1  

失控的愛 : 為什麼我們愈相愛,愈受

傷?觸摸那些心底被忽略的失控感 ,

走向真正親密的未來 / 張家齊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94) .-- ISBN 978-986-398-

841-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成人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173.3  

男女逆向思維 / 張明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55-

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人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173.3  

閨蜜的歷史 : 從修道院、沙龍到開

放社會,「被消失」的女性友誼如何

重塑人類社交關係? / 瑪莉蓮.亞隆

(Marilyn Yalom), 德雷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著 ; 邱春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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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93-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女性心理學 2.CST: 友誼  

173.31  

隱性偏見 : 為什麼我們無法平等看

待每個人?打破「慣性思維」的認知

陷阱 / 潔西卡.諾黛兒(Jessica Nordell)

著 ; 姬健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0740 種)(我思 ; 

16) .-- ISBN 978-626-7181-2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差異心理學 2.CST: 偏見  

173.71  

小 鳥 小 哲 學  / 菲 利 浦 .J. 杜 柏 瓦

(Philippe J. Dubois), 艾莉絲.胡梭(Élise 

Rousseau)著 ; 林心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2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96372-5-6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人生哲學  

174  

救命之夢 : 癌症與其他疾病的早期

警訊 / 賴瑞.伯克(Larry Burk), 凱瑟琳.

奧基夫 .卡納沃斯 (Kathleen O'Keefe-

Kanavos)著 ; 許芳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11 .-- 352 面; 22 公分 .-- (眾

生系列  ; JP0205) .-- ISBN 978-626-

7219-01-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夢 2.CST: 解夢 3.CST: 心身醫

學  175.1  

和創傷說再見 : 好好哀悼,好好悲傷,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故事療癒  / 

姜恩鎬著 ; 陳品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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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87-7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 2.CST: 心理創傷 

3.CST: 心理治療  175.7  

催眠引導 : 讓改變自然發生的心理

治療藝術  / 傑弗瑞 .薩德(Jeffrey K. 

Zeig)著 ; 洪偉凱, 黃天豪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254-1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催眠 2.CST: 催眠術 3.CST: 催

眠療法 4.CST: 心理治療  175.8  

*聽懂未被訴說的故事 : 催眠,喚醒內

在療癒者 / 凌坤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3 公分 .-- (心靈拓展

系列 ; D223) .-- ISBN 978-957-693-971-

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催眠術 2.CST: 催眠療法 

3.CST: 潛意識 4.CST: 心理治療  

175.8  

SSR 古埃及靈氣,靈魂轉化的起點 / 

李俊賢(Hani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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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承醫養集團文創系列) .-- 

ISBN 978-626-7126-83-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靈魂 2.CST: 靈修  175.9  

甘道夫於摩瑞亞橋上之役 : 一位大

師的真實故事 / 藍慕沙作 ; 施美俐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覺醒出版 : 藍

豐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60 面; 19

公分 .-- (藍慕沙開悟學校. 第 2 冊 ; 第

6 卷) .-- ISBN 978-986-06777-6-8 (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心靈學 2.CST: 靈修  175.9  

想像 : <<個人實相的本質>>讀書會. 

5 / 許添盛主講 ; 李宜懃文字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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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328 面; 21 公分 .-- (賽

斯心法 ; 9) .-- ISBN 978-986-0707-8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超心理學 2.CST: 讀書會  

175.9  

大腦開發.每天 1 分鐘專注力鍛鍊 / 

池田義博作 ; 呂盈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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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60 面; 

18X18 公分 .-- (Sasugas ; KJ2076) .-- 

ISBN 978-986-289-776-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記憶 2.CST: 注意力  176.3  

最有專注力的一年 : 在斜槓時代,把

每件重要的事做得又快又好,讓你一

心不亂的高效提案 / 艾瑞克.奎爾曼

(Erik Qualman)著 ; 閻蕙群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翻轉

學系列 ; 101) .-- ISBN 978-626-349-

048-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注意力 2.CST: 成功法  

176.32  

速記心經 / 豆子金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靛藍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161-8-

3 (平裝) NT$198 普遍級  

1.CST: 記憶 2.CST: 學習方法  

176.338  

用圖像解決問題的視覺思考大全  / 

三澤直加著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2 公分 .-- (翻轉學系

列 ; 100) .-- ISBN 978-626-349-073-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創造性思考  

176.4  

數據思維 / 劉奕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9-68-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思維方法  176.4  

點子來自妄想力 : 妄想交給腦子,思

考交給雙手!引領世界的「使用者介

面」研發專家,最強思考工具與實踐

策略 / 曆本純一著 ; 楊明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880-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創意 2.CST: 創造性思考  

176.4  

*忿恨的囚徒 : 憤怒、敵意與暴力從

何而來? / 亞倫.T.貝克(Aaron T. Beck)

著 ; 蔡心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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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3 公

分 .-- (心靈方舟 ; 45) .-- ISBN 978-626-

7095-81-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憎恨 2.CST: 憤怒 3.CST: 情緒

管理 4.CST: 認知治療法  176.5  

誠實情緒不受傷 : 擁有成熟表達自

我的 14 種情感能力 / 全美暻著 ; 胡

椒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

版社,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心

理話 ; 15) .-- ISBN 978-626-96312-9-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情感 2.CST: 情緒管理 3.CST: 

情境心理學  176.5  

享幸福哪有這麼心累 : 實際案例、

智慧語錄、人生哲學,二十四堂幸福

課讓你成為長輩最貼心、伴侶最傾

心的完美人類! / 徐定堯, 顧美琪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4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3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幸福 2.CST: 生活指導  

176.51  

幸福人生 / 蔡宏昭作 .-- 第一版 .-- 新

北 市  : 商 鼎 數 位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144-214-3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幸福 2.CST: 人生哲學  

176.51  

內在防禦 : 識別自己的防禦機制,從

容面對情緒,重建內心秩序的 24 堂課 

= Our inner defenses / 任麗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336 面; 21

公分 .-- (Nexus ; MN003) .-- ISBN 978-

626-7156-4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情緒 2.CST: 情緒管理  

176.52  

時間帶不走悲傷,但可以把悲傷化為

力量 : 失去愛女後找回幸福的重生

旅程 / SMOK 老宅甜所(Kenny+Samm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102-4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悲傷 2.CST: 幸福 3.CST: 自我

實現  176.52  

這本書獻給你 : 今天,內心小劇場爆

發也沒關係 / Worry Lines 著 ; 蕭季瑄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6-57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3.CST: 繪本  176.52  

最黑暗處仍有光 : 透澈痛苦的根源,

還原與生俱有的愛 / 劉素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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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322-7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自我實現  

176.52  

掌控情緒 : 別讓壞脾氣毀了你一生 / 

胡明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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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556-0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6.52  

焦慮新解 : 區分「假焦慮」、「真

焦慮」,進而克服身體的恐懼反應 / 

艾倫.沃拉(Ellen Vora)著 ; 陳亦苓譯 .-

- 首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悅知文化,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51-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焦慮 2.CST: 身心關係  

176.52  

學會原諒自己的不快樂 / 麥潔芳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69-0-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176.52  

害羞這迷人天賦 : 探究羞怯的多采

世界,活出內向高敏者的優勢人生 / 

喬.莫蘭(Joe Moran)著 ; 呂玉嬋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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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21-

03-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害羞 2.CST: 社交技巧 3.CST: 

人際關係  176.526  

改造焦慮大腦 : 善用腦科學避開焦

慮 迴 路 , 提 升 專 注 力  / 溫 蒂 . 鈴 木

(Wendy Suzuki)著 ; 呂佩憶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心靈漫步) .-- ISBN 978-957-08-6601-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焦慮 2.CST: 情緒管理  

176.527  

行為暗示心理學  / 張明玉著 .-- 三

版  .-- [ 新 北 市 ] :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1-57-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肢體語言  

176.8  

記得我是誰 : 拆解自我認同迷思,成

為真正的自己 / 王曙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Holistic ; 151) .-- ISBN 978-986-357-

257-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自我實現  

176.8  

馬上活用讀心術  / 章子德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54-6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讀心術  

176.8  

圖解行為學與讀心術 / 十力文化, 冠

誠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10-7-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肢體語言 

3.CST: 讀心術  176.8  

用 NLP 改寫你的每一天 : 一本能讓

你真正心想事成的神經語言學秘笈 

= NLP is the tool of dreamer / 唐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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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459-6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溝通 2.CST: 人際傳播 3.CST: 

傳播心理學 4.CST: 神經語言學  

177.1  

驚人的 NLP! : 擺脫框架,重塑自我信

念,安裝人生新程式 / 山崎啓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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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49) .-- ISBN 978-

626-318-469-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溝通 2.CST: 傳播心理學 

3.CST: 神經語言學 4.CST: 漫畫  

177.1  

一流的人如何打造堅毅力 / 史蒂夫.

麥格尼斯(Steve Magness)著 ; 鍾玉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9-95-

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職場成功法  

177.2  

三十不怕 : 在荊棘中昂首闊步 / Jenny 

Yu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

有限公司,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665-1-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3.CST: 女性  177.2  

不完美的我,也是最好的自己 : 哈佛

精神科醫師執業 45 年的良心告白 / 

麥可.班奈特(Michael I. Bennett), 莎拉.

班奈特(Sarah Bennett)著 ; 潘昱均譯 .-

- 三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21-

00-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去他的命運,成就不是天注定! : 自

信勇敢 X 能屈能伸,十三堂正向心靈

課,讓你在身不由己的生活反客為主 

/ 徐定堯, 劉利生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2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40-2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3.CST: 自我肯定  177.2  

平凡就好,然後慢慢變好 / 阿飛著 .-- 

首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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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可以不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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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16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39) .-- ISBN 978-626-96018-7-5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自我肯定的練習 : 感覺低落,也沒關

係!68 個結合腦科學原理的清理情緒

練習,學會設下界限、保持身心安定

的自我照護提案 / 中島輝著 ; 蔡麗蓉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84-46-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7.2  

你比其他人還重要 : 拋開流言、傾

聽內心,還不快重新振作?讓幸福之

路 dream comes true! / 謝琇龍, 布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5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6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低內耗的人,更輕盈 / 梁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

分 .-- (人生顧問 ; 466) .-- ISBN 978-

626-353-17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坐在對面的人 / 蘇見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62-7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177.2  

*妳只顧著外表,卻沒顧上用腦 : 迷人

風度 X 絕佳品味 X 完美價值,別再等

灰姑娘的玻璃鞋,只有自己才能套上

那雙高跟鞋! / 蔣甘樺, 左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34-1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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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 38 封信 / 約翰.

洛克菲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

拉格文創社, 112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21-53-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看漫畫輕鬆學 : 培養自信有方法 / 旺

文社編輯部編著 ; 藤美沖漫畫.繪圖 ; 

原木櫻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5-918-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信 3.CST: 

成功法 4.CST: 漫畫  177.2  

致勝心態 : 每次上場,都是最佳表現!

關鍵時刻不失常、不怯場的 7 個科

學實 證法則  / 丹尼爾 .麥金 (Daniel 

McGinn)作 ; 林奕伶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Wide 系

列 ; 7) .-- ISBN 978-626-7014-80-6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察覺圈與我 : 幸福-遇見真實美好的

自己 / 王進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王進財, 11110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38-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修身  177.2  

與其幻想一切順遂,不如現在洗洗就

睡 : 痛苦的不是現實,別讓不如意之

事影響你!十招轉念手法,擁抱更美好

的生活 / 韓立儀, 張權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2-843-3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自我實現  

177.2  

豐盛人生的許願法則 / 澤誼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8-

79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轉角又見陽光 / 陳立祥著 .-- 臺北市 : 

誌成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企管銷售 ; 56) .-- ISBN 

978-626-96030-3-9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人脈堪比腦袋,荒廢就會 die : 完美

溝通、圓融處事、妙用人情,學會高

投報的交際術,讓全世界都來幫你鋪

路! / 蔡賢隆, 布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2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29-5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成功法  

177.3  

擺脫邊緣人生,超人氣團寵變身! : 操

控心理、洞察人心、建立橋梁,清除

錯誤人際觀,找到人生新道路! / 李定

汝, 常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

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33-2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成功法  

177.3  

卓越領導者的修練學 : 關鍵十策略,

從收服人心到駕馭環境,思維完全躍

升的實戰聖經 / 華倫.班尼斯(Warren 

Bennis)著 ; 劉佳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73-28-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領導  177.5  

別斃了那隻狗 : 動物訓練必殺技 / 凱

倫 .布萊爾(Karen Pryor)著  ; 黃薇菁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Pet blog ; 5) .-- ISBN 978-

626-318-482-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行為改變術  178.3  

*一千個日子與一杯茶 : 一個臨床心

理學家克服悲傷的故事 / 凡妮莎.摩

爾(Vanessa Moore)著 ; 盧相如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菓子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96-1-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心理諮商 

3.CST: 悲傷  178.8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成功法則連結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赫企

業有限公司, 11110 .-- 109 面; 26 公

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10) .-- ISBN 

978-986-97010-9-9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自我實現  178.8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快樂連結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赫企

業有限公司, 11110 .-- 109 面; 26 公

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11) .-- ISBN 

978-626-96708-0-2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自我實現  178.8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高效率團隊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赫企

業有限公司, 11110 .-- 109 面; 26 公

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12) .-- ISBN 

978-626-96708-1-9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自我實現  178.8  

創意敘事與對話實踐 / 吳熙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亞洲創意對話中心

有限公司,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681-0-6 ( 精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臨床心理學  

178.8  

辯證行為治療 / 劉珣瑛, 吳書儀, 張依

虹, 林誼杰, 陳淑欽, 周昕韻, 林承儒, 

張輊竑, 詹美玉, 林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87-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行為治療法  

178.8  

美學 

*群島之舷 : 南島族群生活美學視域 : 

二 0 二二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veryday 

Aesthetics and Art Industry / 林昶戎主



12 

 

編 .-- 初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11111 .-- 18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335-5-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生活美學 2.CST: 產業發展 

3.CST: 文集  180.7  

倫理學 

*生命的究竟 / 吳進輝著 .-- 1 版 .-- 臺

中市 : 吳進輝, 11110 .-- 416 面; 21 公

分 .-- (生命大海 ; 2) .-- ISBN 978-626-

01-0645-4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別慌,一天只做三件事就好 / 褚士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

公司 , 11112 .-- 248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83) .-- ISBN 978-986-179-

77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幸福這堂課 / 紫嚴導師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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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9-39-3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解開束縛,找回幸福 : 苦命社畜、戀

愛苦手、備胎工具,看穿人際小動作,

打造理想新生活  / 謝偉哲, 惟言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8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38-9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寬心生活不喊累 ,樂觀豁達 day by 

day! : 灰姑娘 x 暈船仔 x 甘苦人,我的

路我自己走,放鬆生活握在手 / 恩維, 

禾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82-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91.9  

懂生活哪有這麼複雜 : 恬淡無為、

擺脫枷鎖、享受自由,二十四堂生活

哲學課讓你不當金錢奴隸,學會淡泊

名利! / 安旻廷, 李雪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2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36-3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為生命找出一條簡單好走的路 / 林

金土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56-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生觀  191.92  

大人學選擇 : 成熟大人的獨立思考

術 / 張國洋 Joe, 姚詩豪 B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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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53-057-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涯規劃 2.CST: 生活指導  

192.1  

反向致勝 : 隔岸觀火不燙手、馬屁

拍好升官早!學會「非」常態處世法,

讓你操縱他人心想事成 / 徐定堯, 老

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680-540-0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成功法  192.1  

*正念新常態與善念新常德 / 官大文

編著 .-- [臺北市] : 官大文, 11111 .-- 

105 面; 26 公分 .-- (勵志修身成功術:

簡 易 實 用 之 核 心 單 字 組 系 列 ) .-- 

ISBN 978-626-01-0690-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修身 2.CST: 自我實現 3.CST: 

成功法  192.1  

*好命方程式 / 王怡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王怡仁作

品 ; 15) .-- ISBN 978-986-0707-79-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自我實現  192.1  

有花就有神 : 通靈花藝師帶你用花

與神相遇 / 須王花神作 ; 高宜汝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方智好讀 ; 154) .-- ISBN 978-986-175-

713-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靈修  192.1  

完美的師父 : 如何找到內在真正的

心靈導師 / 奧修 OSHO 著 ; Veet Gaga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608 面; 

21 公分 .-- (奧修靈性智慧 ; 17) .-- 

ISBN 978-626-310-347-4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走出不一樣的路  = Take a different 

path / 黃肇瑞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

究發展基金會發行, 11110 .-- 376 面; 

23 公分 .-- (精英論壇系列 ; 4) .-- ISBN 

978-986-5635-71-8 (精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生涯規劃 2.CST: 自我實現  

192.1  

所有的好,都不如剛剛好 / 徐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時光薈

萃 ; 12) .-- ISBN 978-626-95426-7-3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3.CST: 

人生哲學  192.1  

修行論談 / 鄭鐵城著作 .-- 初版 .-- 彰

化市 : 聖彰書局, 11110 .-- 1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05-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人生哲學  192.1  

當你自以為很勇,其實只是太衝動 : 

暴怒的人,挑起爭端!別惹人厭,多讓

三分不會少一塊肉 / 安旻廷, 蕭勝萍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5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3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成功法  192.1  

謙遜 : 讓自己從自戀世界的陷阱中

解 放  / 戴 瑞 . 凡 . 湯 格 蘭 (Daryl Van 

Tongeren)著 ; 朱浩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68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82) .-- 

ISBN 978-986-179-779-3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成功法  192.1  

斷捨離人生的智慧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52-2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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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2.1  

斷捨離心海羅盤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53-9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2.1  

*勸你低調 : 一時出風頭又如何?鋒芒

畢露只會讓對手更快摸清底細,惦惦

吃三碗公才是求生之道! / 林庭峰, 趙

華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0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832-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成功法  192.1  

安靜,也可以很有感染力 : 內向者的

共感說話課。帶你逆轉高敏感與內

向困境,不必能言善道也能精準溝通、

發揮影響力! / 蔭山洋介著 ; 鍾雅茜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

社,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7-07-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成功法  192.32  

*有溫度的溝通課 / 羅鈞鴻(小虎老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38-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聲音  192.32  

看漫畫輕鬆學 : 說話表達的技巧 / 旺

文社編輯部編著 ; 室木壽司漫畫.繪

圖 ; 原木櫻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5-91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漫畫  192.32  

笑神助攻!越聊越開心的說話術 / 芝

山大補著 ; 張佳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248 面; 21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205) .-- ISBN 978-986-136-644-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人際傳播  

192.32  

說話的藝術 = The art of speaking / 林

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

創社,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54-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192.32  

讓所有人都喜歡你 : 微調表情、語

氣、音量、聆聽態度,輕鬆破冰陌生

關係,跟誰交朋友,由你決定! / 箱田忠

昭著 ;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致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793-9-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3.CST: 人際關係  192.32  

清空練習 : 從剁手族走向極簡生活,

人生更幸福的 24 個方法 / 筆子作 ; 

洪于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51) .-- ISBN 978-

957-658-98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簡化生活 2.CST: 生活指導  

192.5  

小八將 好神寓言 : 好神下凡來預言,

讓人生都變上上籤。 / 傅弘誌(Mars 

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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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26-82-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格言  192.8  

如何與朋友分手?清爽到不可思議的

友情整理術  / 艾琳 .法爾科納 (Erin 

Falconer)著 ; 黃庭敏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

光 ; 63) .-- ISBN 978-626-7164-90-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友誼 2.CST: 人際關係  195.6  

天堂沒有不快樂的毛小孩 : 55 個真

人實事,回覆你最牽掛的 16 個問題 / 

桑妮亞.費茲派崔克(Sonya Fitzpatrick)

著 ; 詹采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

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

5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生死學 2.CST: 寵物飼養  

197  

中國社會工作實務倫理守則的迷思 : 

以簡馭繁 = The hesitation about ethical 

codes in Chinese social work practice : 

deduce simplicity into complexity / 施勝

烽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201 .-- 31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2-914-6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倫理  198.547  

關於愛的一切  / 貝爾 .胡克斯 (Bell 

Hooks)著 ; 王敏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841-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愛 2.CST: 女性主義  199.8  

宗教類 

宗教學 

大道向前行. 2 : 宗教祝聖 / 張家麟編

撰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宇河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

公司發行, 11111 .-- 302 面; 26 公分 .-

- (玄門真宗 ; 15) .-- ISBN 978-986-456-

328-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宗教 2.CST: 信仰  210.111  

宗教環境學與臺灣大眾信仰變遷新

視野 / 張珣, 江燦騰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元 華 文 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711-282-8 (第 2 卷: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宗教人類學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210.1307  

心安的舊城區 / 黃惠玲文 ; 阮光民

圖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

斗六市公所, 11111 .-- 32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50-81-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宗教文化 2.CST: 繪本  214  

佛教 

認識佛陀. 二, 認識佛教系列 / 大願比

丘內文 ; 陳國欽繪圖 .-- 臺南市 : 慈

蓮寺, 11111 .-- 81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689-0-8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漫畫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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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智與菩提心 : 星雲大師工夫心

法研究 / 杜保瑞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

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1111 .-- 488 面; 

23 公分 .--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研

究叢書 ; 7) .-- ISBN 978-957-457-655-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哲學  220.11  

顯密圓通 /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 徐彩

鳳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大乘

佛學會, 11110 .-- 184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書 ; 第 40 號) .-- ISBN 978-986-

06915-0-4 (精裝) 普遍級  

1.CST: 修證論  220.126  

盧勝彥的哲思 : 圓滿的無礙哲學思

想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

團 法 人 真 佛 般 若 藏 文 教 基 金 會 ,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1-96-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哲學 2.CST: 人生觀  

220.134  

人間佛教開啟「生權」時代 : 星雲

大師社會思想研究 / 李向平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1111 .-- 304 面; 23 公分 .-- (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 ; 10) .-- ISBN 

978-957-457-658-6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佛教 2.CST: 佛教社會學 

3.CST: 文集  220.7  

天台智顗與佛光星雲的暢佛本懷 / 

尤惠貞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

間佛教研究院, 11111 .-- 432 面; 23 公

分 .--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研究叢

書 ; 12) .-- ISBN 978-957-457-660-9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文集 2.CST: 佛教  220.7  

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

作 / 吳光正著 .-- 二版 .-- 高雄市 : 佛

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光

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1111 .-- 432 面; 

23 公分 .--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研

究叢書 ; 4) .-- ISBN 978-957-457-652-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釋星雲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佛教 4.CST: 文學評論 5.CST: 

文集  220.7  

星雲人間佛教與現代管理實踐 : 探

索性的研究 / 黃國清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

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1111 .-

- 336 面; 23 公分 .-- (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學研究叢書 ; 8) .-- ISBN 978-957-

457-656-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管理科學 3.CST: 

文集  220.7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 程恭

讓著 .-- 二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

教研究院, 11111 .-- 冊 .-- (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 ; 1-2) .-- ISBN 

978-957-457-649-4 ( 上 冊 : 精 裝 ) 

NT$350 .-- ISBN 978-957-457-650-0 (下

冊: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釋星雲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佛教 4.CST: 文集  220.7  

紅塵中建立佛陀志業 : 星雲大師的

人間佛教 / 翟本瑞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

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1111 .-- 

328 面; 23 公分 .-- (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學研究叢書 ; 11) .-- ISBN 978-957-

457-659-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比較宗教學 

3.CST: 文集  220.7  

張國一紀念文集 : 暢然見心性 / 張國

一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圓光佛學研

究所, 11110 .-- 480 面; 21 公分 .-- (圓

光佛學研究所叢書系列 ; 9) .-- ISBN 

978-986-95613-6-5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禪宗 2.CST: 文集  220.7  

凝視人間.悲智雙運 : 星雲大師的人

間佛教性格與實踐範型 / 陳劍鍠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

院,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  ; 9) .-- 

ISBN 978-957-457-657-9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220.7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 / 邱永輝著 .-

- 二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

院,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  ; 5) .-- 

ISBN 978-957-457-653-1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印度  220.91  

大愛道比丘尼經 .-- 臺中市 : 法藏文

化出版社出版 :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

藏佛教會發行, 11111 .-- 82 面; 26 公

分 .-- (佛經系列 ; 41) .-- ISBN 978-626-

96190-6-1 (平裝) NT$110 普遍級  

1.CST: 大藏經  221.08  

善用其心 :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

淺釋(紀念版) / 夢參老和尚主講 ; 方

廣編輯部整理 .-- 臺北市 : 方廣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54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9031-4-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2  

金剛經六祖口訣 / 六祖惠能大師講

述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11201 .-- 120 面; 21 公分 .-- (圓

明書房 ; 3) .-- ISBN 978-626-7134-63-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心經超圖解 : 看圖就懂,史上最強般

若智慧解析 / 宮坂宥洪作 ;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 11111 .-- 128 面 ; 21 公 分  .-- 

(Sasugas ; KJ2079) .-- ISBN 978-986-

289-786-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5  

人間佛教視角的法華經解讀 / 永本

著 .-- 二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

研究院, 11111 .-- 488 面; 23 公分 .--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 ; 6) .-

- ISBN 978-957-457-654-8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  

靜思法髓妙蓮華 : 序品第一 / 釋證嚴

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志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靜

思法藏系列) .-- 日誌典藏版 .-- ISBN 

978-626-96452-6-8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626-96452-7-5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626-96452-8-2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626-96452-9-9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626-7235-00-3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626-7235-

01-0 (第 6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福慧圓滿的妙藥 : 藥師經講記 / 釋寬

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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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98-974-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12  

佛說盂蘭盆經講解 / 純果法師解說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19 公分 .-- (圓明書

房 ; 2) .-- ISBN 978-626-7134-64-1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62  

佛說無常經 / (大唐)三藏法師義靜奉

制譯 .-- 臺中市 : 法藏文化出版社出

版 :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藏佛教會發

行, 11110 .-- 24 面; 26 公分 .-- (佛經系

列 ; 42) .-- ISBN 978-626-96190-4-7 (平

裝) NT$7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7  

*大方廣圓覺經要解 / 典璧尼嘛仁波

切講述 ; 釋照明恭錄整理 .-- 初版 .-- 

臺中市 : 晁明出版社, 大竹法明精舍, 

1111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246-9-0 (下冊: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82  

<<阿含經>>業論探微 / 劉朝霞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高文出版社, 11110 .-

- 3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951-7-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阿含部  221.83  

楞嚴咒詳解 / 張宏實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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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7085-57-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6  

入雄心菩薩行論 : 第一品菩提心利

德第二品懺悔罪業闡述 / 持明仁增

塔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持明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85147-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觀部  222.12  

瑜伽師地論 / 彌勒菩薩說 ; (唐)三藏

沙門玄奘奉詔譯 .-- 臺中市 : 靜心閱

藏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96809-0-0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瑜伽部  222.13  

慈悲水懺法 .-- 臺中市 : 法藏文化出

版社出版 :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藏佛

教會發行, 11110 .-- 106 面; 26 公分 .-

- (佛經系列 ; 43) .-- ISBN 978-626-

96190-5-4 (平裝) NT$13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蝴蝶的風采 : 生命真實的寫照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88-9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224.519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 : 新媒體藝術特

展 = Buddhist Maritime Silk Road : New 

Media Art Exhibition / 如常, 路易斯.蘭

卡斯特, 莎拉.肯德丁, 邵志飛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人間文教

基金會出版 ; 高雄市 : 佛光山佛陀紀

念館發行, 11110 .-- 15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115-4-5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石窟藝術 

3.CST: 藝術展覽  224.52  

層層山水秀 : 星馬遊方 / 盧勝彥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91-9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CST: 佛教修持  

225  

人間菩薩 奮起菲揚 : 佛光山菲律賓

弘法 30 週年 / 菲律賓佛光山萬年寺

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0 .-- 32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06831-9-6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CST: 佛教說法  

225.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二年, 秋

之卷 / 釋德[]編撰 ;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出版

社, 11111 .-- 768 面; 21 公分 .-- (靜思

法脈叢書 . 衲履足跡) .-- ISBN 978-

626-96528-3-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25.42  

內觀之道 : 南傳大師讚念長老的內

觀開示 / 林崇安編譯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11112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72-2-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內觀禪修金句 : 南傳大師讚念長老

的法偈釋義 / 林崇安釋義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11112 .-- 

18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72-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慈悲的叮嚀 : 南傳大師讚念長老的

內觀禪法 / 安迪英譯 ; 大仁法師中文

口譯 ; 蔡澤生, 趙聖文漢譯 ; 林崇安, 

觀音子編校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

陀教育基金會, 11112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2-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甘露法味 : 讀經的偶拾 / 盧勝彥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89-6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5  

真佛的心燈 : 美麗的光焰傳奇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93-3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感應  

225.75  

密教大守護 : 真實光明的神通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99-5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5  

密教大相應 : 真實的相應事蹟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90-2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感應  

225.75  

粒粒珍珠 : 擁有證量的金剛法句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94-

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5  

彩虹山莊大傳奇 : 令發淨信的神通

三昧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 

11111 .-- 25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1-95-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心靈感應  

225.85  

人生多麼痛苦,妳為何還沒頓悟 : 手

握<<金剛經>>勇闖職場、心持<<法

華經>>攜手相伴,讓佛學結合生活,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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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生命自由 / 廖靜白, 荷小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6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81-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225.87  

快樂自在 : 如何無憂無懼過生活 / 達

摩難陀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

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76) .-- ISBN 

978-626-7134-65-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225.87  

怎麼專注 /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

著 ; 張怡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18 公分 .-- (smile ; 190)(跟一

行禪師過日常) .-- ISBN 978-626-7206-

28-7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注意力  225.87  

晨齋語錄 365 / 心保和尚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06831-8-9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225.87  

欲望無邊無際,終將成為奴隸 : 天堂

也好,地獄也罷,一切皆由心生,幸福

源於自身 / 張聖惟, 淨忠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2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人生哲學  

225.87  

福慧自在 : 修福修慧,大家平安健康;

六 度 萬 行 , 人 人 身 心 自 在 。  = 

Blessings and wisdom : the way to 

freedom / 聖嚴法師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鼓文化, 11201 .-- 16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598-976-7 (32K 平

裝) .-- ISBN 978-957-598-977-4 (25K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225.87  

宗門屑語 / 王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6-18-

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居士 2.CST: 佛教說法 3.CST: 

中國  225.9  

中國華嚴思想史 / 木村清孝著 ; 李惠

英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9-333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宗 2.CST: 佛教教理  

226.31  

傳入西藏的中國禪法 / 薩姆.范.謝克

(Sam van Schaik)著 ; 黃書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75-

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26.6  

忍耐之法 : 為了逆轉「常識」 / 大川

隆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

科學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50-0-5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新興宗教 2.CST: 靈修  226.8  

論何謂詛咒 : 如何擺脫「不幸人生」 

/ 大川隆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幸福科學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14-7-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新興宗教 2.CST: 靈修  226.8  

*成為菩薩的每日練習 : 菩提心是一

切修持的起點 / 第 9 世堪千創古仁波

切講述 ; 阿尼蔣秋卓瑪藏譯中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源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中華創古文化協會發行, 11110 .-

- 112 面; 21 公分 .-- (十法行 ; 3) .-- 

ISBN 978-626-96684-0-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宗義寶鬘 / 妙音笑.寶無畏王大師, 貢

唐 .寶教法炬大師造論  ; 釋如法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5909-6-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恰美山居法. 7, 一生中山居閉關的實

修教法 / 噶瑪恰美仁波切作 ; 堪布卡

塔仁波切講述 ; 堪布羅卓丹傑口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201 .-- 324 面; 22 公分 .-- (經

典開示 ; 36) .-- ISBN 978-626-96433-7-

0 (精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密宗道次第論 / 克主傑大師著 ; 法尊

法師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

分 .-- (圓明書房 ; 1) .-- ISBN 978-626-

7134-62-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我的淨土到了 : 多芒揚唐仁波切傳 / 

卻札蔣措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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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950 面; 22 公分 .-- (成就者傳記 ; 

JS0016) .-- ISBN 978-626-7219-02-7 (精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多芒揚唐 2.CST: 藏傳佛教 

3.CST: 佛教傳記  226.969  

漢藏之間 : 倉央嘉措舊體譯述研究 / 

陳煒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46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民國詩文

叢刊 ; 816003) .-- ISBN 978-986-478-

766-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達賴喇嘛六世 2.CST: 藏傳佛

教 3.CST: 佛教傳記 4.CST: 詩評  

226.969  

薩迦圓滿宮 達欽法王傳 / 法王究札

達欽仁波切, 嘉雲.江央貝姆, 益西嘉

措活佛作 ; 貢夏瑪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法源出版文化事業社, 11111 .-- 

260 面; 21 公分 .-- (無量宮 ; 1) .-- ISBN 

978-986-98469-5-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達欽 2.CST: 藏傳佛教 3.CST: 

佛教傳記  226.969  

薩迦圓滿宮 達嫫佛母傳(嘉永佛母傳) 

/ 佛母蔣揚巴姆, 益西嘉措活佛作 ; 貝

瑪拉膜, 貢夏瑪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法源出版文化事業社, 11111 .-- 392 面; 

21 公分 .-- (無量宮 ; 2) .-- ISBN 978-

986-98469-6-7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傳記  

226.969  

簡明中國佛教史  / 黃運喜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12 .-- 

336 面 ; 21 公 分  .-- ( 佛 教 歷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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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11102) .-- ISBN 978-957-447-382-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教史 2.CST: 中國  228.2  

道安大師 : 彌天聖人 / 釋慧謹編撰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5-07-5 (精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晉)釋道安 2.CST: 佛教傳記  

229.332  

宜蘭弘法十年記 : 青年星雲的人間

佛教之路 / 闞正宗著 .-- 二版 .-- 高雄

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

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1111 .-- 

360 面; 23 公分 .-- (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學研究叢書 ; 3) .-- ISBN 978-957-

457-651-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釋星雲 2.CST: 佛教傳記 

3.CST: 臺灣傳記  229.63  

尋找法的武器 : 南傳大師讚念長老

前半生的佛法歷練 / 讚念長老口述 ; 

陳采婕漢譯 ; 林崇安彙編.校註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 

1111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72-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讚念(Jumnien, Ajahn 1936- ) 

2.CST: 佛教傳記  229.682  

道教 

太上老君清淨經圖註 / 葛玄筆錄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78) .-- ISBN 978-626-7134-67-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洞神部  231.4  

太上感應篇彙編淺釋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312 面; 

21 公分 .-- (慧燈教育系列) .-- ISBN 

978-626-7142-2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太清部 2.CST: 注釋  231.8  

禪和道經科儀 .-- 初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2-26-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道教儀注  234.1  

基督教 

打開聖經的鑰匙. 上, 舊約導讀 / 戎利

娜, 崔寶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瑪

納文化, 11111 .-- 415 面; 21 公分 .-- 

(瑪納叢書 ; 8) .-- ISBN 978-986-99912-

5-4 (精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舊約  241.1  

打開聖經的鑰匙. 下, 新約導讀 / 牛稚

雄, 張文西, 石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瑪納文化, 11111 .-- 260 面; 21 公

分 .-- (瑪納叢書 ; 9) .-- ISBN 978-986-

99912-6-1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新約  241.5  

新約個人版 / 郭承天文 .-- 初版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45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427-482-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新約  241.5  

聖典「新約經卷」縱覽 / 漆立平, 漆

哈拿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189-1-0 ( 上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96189-2-7 (下

冊: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新約 2.CST: 聖經研究  241.5  

希望.使命傳承 : 處境化神學教育 / 黃

伯和主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恩惠

文教基金會, 11111 .-- 246 面; 23 公

分 .-- (黃伯和本土神學文集 ; 第 5

冊) .-- ISBN 978-626-96268-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基督教  242  

*福音轉化 : 以不斷相信福音聚焦基

督徒轉化的門訓策略 / 尼爾.威廉姆

斯 (Neil H. Williams) 作  ; 邵 曉 慧

(Jennifer Shao), 葛欣如(Brenda Carter)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

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6795-8-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靈修  242.23  

七天禁食禱告改變一生 / 但以理.歐

帕羅(Daniel C. Okpara)著 ; 李久齡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

琳書房, 11110 .-- 128 面; 19 公分 .-- 

(禱告叢書 ; EP121) .-- ISBN 978-626-

7136-37-9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31  

禮頌 . V = Liturgical music of Msgr. 

Anthony Lau Chi-Ming. volume V / 劉

志明作曲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天主

教學術研究院, 11110 .-- 9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80-18-5 (平裝附

光碟片) NT$380 普遍級  

1.CST: 聖樂  244.4  

90 天靈修旅程活出美好 / 約爾.歐斯

汀(Joel Osteen)著 ; 林素聿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My life ; 

PL003-1) .-- ISBN 978-986-6202-3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244.9  

四種愛 : 親愛.友愛.情愛.大愛 / 魯易

斯(C. S. Lewis)著 ; 梁永安譯 .-- 三版 .-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叢

書) .-- ISBN 978-986-360-201-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愛 2.CST: 基督徒  244.9  

42 帖藥 : 屬天醫治與神聖健康的藥

方 / 曹力中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085-4-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信仰治療  

244.92  

五年聖經靈修之第四年 / 李鴻志作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道 聲 出 版 社 , 

11111 .-- 4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400-441-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基督徒 3.CST: 靈

修  244.93  

心靈咖啡 : 52 則真實故事看見生命

的盼望 / 單建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

構,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27-614-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信

仰  244.93  

平日讀經反省 : 將臨期、聖誕期、

四旬期、復活期  / 曾慶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

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讀經系列 ; D0013a) .-- 

ISBN 978-986-6036-84-2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平日讀經反省 : 常年期單數年 / 曾慶

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

保 祿 孝 女 會 附 設 上 智 文 化 事 業 ,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讀經系

列 ; D0013b) .-- ISBN 978-986-6036-85-

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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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平日讀經反省 : 常年期雙數年 / 曾慶

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

保 祿 孝 女 會 附 設 上 智 文 化 事 業 ,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讀經系

列 ; D0013c) .-- ISBN 978-986-6036-86-

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平日讀經反省 : 慶節與聖人紀念日 / 

曾慶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讀經系

列 ; D0013d) .-- ISBN 978-986-6036-87-

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孤獨的喜樂 : 丁松筠神父的靈修筆

記 / 丁松筠著 ; 丁松青編 ; 陳衍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星火文化有限

公司 , 11112 .-- 520 面; 23 公分 .-- 

(Search ; 15) .-- ISBN 978-986-98715-9-

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244.93  

盼望不停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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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368 面; 19

公分 .-- (My life ; PL104-1) .-- ISBN 

978-986-6202-40-7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跟耶穌學安靜 : 戒除空虛的忙碌,活

出輕省負軛的人生 / 約翰.馬克.寇默

(John Mark Comer)著 ; 田育慈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2) .-- ISBN 978-626-96724-

0-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應許與醫治 : 365 禱讀日誌 / 劉梅蕾

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

社,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靈命

成長) .-- ISBN 978-986-277-362-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以琳的祝福 : 醫師奇遇記 = Blessings 

of Elim : a physician's journey of faith 

and supernatural ministry / 田春生著 .-- 

一版 .-- 臺南市 : 田春生, 11111 .-- 528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626-01-068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見證 3.CST: 信

仰  244.95  

神的大能 : 榮耀的見證. 14, 健康的心

專題 / 蔡蕙如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主燈塔事工出版社,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149-8-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見證  244.95  

信任與互愛 : 靈修輔導裡坦誠與自

在的人際關係 / 安妮.溫徹爾.西爾弗

(Anne Winchell Silver)著 ; 唐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46-994-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人際傳播 

3.CST: 諮商 4.CST: 基督徒  244.98  

跟著耶穌學人際關係 : 把人放對位

置,才有對的關係,愛才能不斷延續 / 

達里斯.丹尼爾(Dharius Daniels)著 ; 劉

如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

社, 11110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44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人際關係 

3.CST: 生活指導  244.99  

牧者的復興 : 讓新約重塑對牧養的

想像 / 斯托得(John. R. W. Stott)著 ; 施

多加, 梁銘慧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33-02-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  

領袖情操. VII / 趙大衛作 .-- 臺中市 : 

浸宣出版社, 11111 .-- 24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98967-7-1 (平裝) 

NT$245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領導  245  

論述與傳承 : 紀念馬偕來台宣教 150

周年論文集 / 鄭仰恩, 曾宗盛, 林昌華, 

林鴻信, 蔡維民, Michael Stainton, 史

邁克, 謝大立, 王政文, 鄭睦群, 羅明

耀(James Rohrer), 梁越美, 蔡慈倫, 王

榮昌, 邱凱莉, 陳美玲, 蘇文魁, 陳淑

芬, 盧啟明作 ; 鄭仰恩, 曾宗盛主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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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台神精選

系列 ; 1) .-- ISBN 978-957-556-94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馬偕(Mackay, George Leslie, 

1884-1901) 2.CST: 基督教傳記 3.CST: 

教牧學 4.CST: 文集  245.607  

新酒應裝在新皮囊裡 : 自梵蒂岡第

二屆大公會議後,獻身生活及其所面

對的挑戰 : 指引 /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

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

教團, 11110 .-- 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594-6-9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基督徒 3.CST: 

教會  246.2  

城市教會的興起、管理與牧養 : 牧

養制在當今中國城市教會落實的個

案研究 = The emergence, management 

and shepherding of urban church : a case 

study of system of pastoral care in urban 

church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舍禾

(Ezra P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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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 (教會建造叢書 ; 35) .-- ISBN 978-

957-556-94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個案研究 3.CST: 

中國  247  

按申命記教導孩子倫理 / 余惠娥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

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859-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申命記 2.CST: 基督教教育 

3.CST: 兒童教育  247.711  

*中國億兆 : 中國內地會與晚清社會

(1832-1905) / 阿爾文 .奧斯汀 (Alvyn 

Austin)著 ; 李楠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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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640 面; 22 公分 .-- (歷史文化叢書 ; 

22) .-- ISBN 978-986-6131-7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內地會 2.CST: 基督教 

3.CST: 傳教史 4.CST: 中國  248.2  

福爾摩沙的呼召 巴克禮牧師夫婦文

集 / 巴克禮(Thomas Barclay), 伊莉莎

白(Elisabeth A. Turner)原著 ; 張洵宜

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6-73-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傳教史 3.CST: 

臺灣  2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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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改變世界的人 : 聖經啟動的跨

文化 宣教故事  / 丹尼 .埃金 (Daniel 

Akin)著 ; Hannah 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997-6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傳記 2.CST: 教牧學  

249.9  

*南加州好牧者 : 南加州台灣人長老

教會的故事 / 黃德利口述 ; 陳育麟

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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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721-4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黃德利 2.CST: 基督教傳記 

3.CST: 教會  249.933  

隴原上的好牧人陶福音 / 王守禮(C. 

van Melckebeke)著 ; 趙燕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明出版社, 11111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97-

24-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陶福音(Otto, Hubert, 1850-

1938) 2.CST: 天主教傳記  249.9471  

馬偕博士在新店  / 李順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拳山堡文史工作室, 

111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0020-3-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馬偕(Mackay, George Leslie, 

1884-1901) 2.CST: 基督教傳記 3.CST: 

信仰  249.953  

其他宗教 

*光明的智慧. 16, 論語白話聖訓選輯. 

二 / 聖賢仙佛作 .-- 初版 .-- 南投縣草

屯鎮 :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光慧聖訓

叢書 ; 39) .-- ISBN 978-626-96020-4-9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幸福語錄集. 卷九, 佛法的妙義 : 濟佛

解心經、金剛經 / 林榮澤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發行, 11110 .-

- 376 面; 21 公分 .-- (一貫藏要 ; 9) .-- 

ISBN 978-986-06131-9-3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神與鬼之間 : 中國閩粵地區無祀屍

骨的埋葬與祭祀 / 志賀市子著 ; 劉雄

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394 面; 21 公

分 .-- (人文系列 ; 105) .-- ISBN 978-

986-5600-75-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祭祀 3.CST: 

中國  271.9  

*彌勒宇宙天國 / 彌勒皇佛作 ; 彌勒

決賢神譯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02-32-6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彌勒聖道行. 六十三部曲, 逐鹿上古.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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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02-53-1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北港武德宮財神信仰學術論壇論文

集. 2022 = The Beigang Wude Temple 

faith in the God of Wealth academic 

symposium research / 林美容, 林安樂, 

陳美華, 黃運喜, 高振宏, 盧佳慧, 羅

涼萍, 謝宇威, 劉韋廷, 李茂榮, 邱勇

嘉, 楊心芳著 ; 林安樂主編 .-- 初版 .-

- 雲 林 縣 北 港 鎮  : 北 港 武 德 宮 , 

11110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6885-2-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財神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集  272.2907  

廟口故事導覽手冊 / 許全勝, 蔡光庭, 

高啟進, 蔡福松撰寫 .-- 澎湖縣湖西

鄉 :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天后宮管理

委員會, 11110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78-0-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媽祖 2.CST: 寺廟 3.CST: 民間

信仰 4.CST: 人文地理 5.CST: 澎湖縣

湖西鄉  272.71  

關渡宮媽祖信仰與東亞交流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張家綸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系, 財團法人臺北市關渡宮, 11111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

428-3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媽祖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宗教文化 4.CST: 國際交流 5.CST: 臺

灣 6.CST: 東亞  272.71  

樂成宮媽祖學國際研討會. 2021 第四

屆 : 新視野、新材料與新方法的當

代媽祖研究 : 「去」地方化、新科

技與新媒介會議論文集 / 林正珍, 李

建緯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

人台中樂成宮, 11111 .-- 3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3404-2-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媽祖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集  272.7107  

關聖帝君伏魔真經釋譯 / 鄭鐵城述

解 .-- 初版 .-- 彰化市 : 聖彰書局 , 

11110 .-- 128 面; 21 公分 .-- (經典釋譯

叢書 ; 2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96705-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關聖帝君  

272.74  

修行的基礎 : 人類行為指引 / 雪莉.雪

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

著 ; 李淑蘭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

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30-1-1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印度教  274  

神話 

乖,你聽畫. 眾神篇 / 葵花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6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羅馬神話  

284.95  

術數；迷信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

開運. 2023(民國 112 年)歲次(癸卯、

兔) / 巫桓, 巫信輝編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易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141-8-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術數 2.CST: 命書 3.CST: 生肖  

290  

*五大 系統與靈性 修煉  = The five 

main systems & spiritual practice / 周瑞

宏(Michael Chou)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和氣大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300 面; 21 公分 .-- (五大系統

系列 ; 1) .-- ISBN 978-626-95067-5-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五行 2.CST: 靈修  291.2  

史考特.康寧罕的占卜大全 / 史考特.

康寧罕作 ;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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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楓 樹 林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8-0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  

占星運勢指南. 2023 / 繆沛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瓜國際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2 公分 .-- (占星生活

指南 ; 2) .-- ISBN 978-626-96191-2-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能量與誕生石全書 / 登石麻恭子作 ; 

歐兆苓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1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8-05-1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CST: 寶石  292.22  

圖解人類圖 : 用 70 張圖解讀你的精

采人生 / 喬宜思(Joyce Huang)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4-28-

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CST: 自我實現  

292.22  

*靈籤詳解. 第十冊, 55–60 癸字籤 / 

郭小萍作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板橋

區港仔嘴福德宮, 11110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89-0-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籤詩  292.77  

古代女神智慧神諭卡  / 瑞 .強德蘭

(Rae Chandran)著 ; 林瑞堂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128 面; 20 公分 .-- (心靈

塔 羅 系 列  ; 69) .-- ISBN 978-626-

96218-5-9 (平裝) NT$12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問神達人王崇禮勇氣生肖運籤農民

曆. 2023 / 王崇禮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224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43) .-- 

ISBN 978-626-7198-10-0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改運法  293.1  

紫微斗數 200 問 : 十二宮位看一生 / 

杜易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開運鑑定館 ; 42) .-- ISBN 

978-626-7199-26-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斗數入門練習題 200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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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446 面; 21 公

分 .-- (Easy quick ; 192) .-- ISBN 978-

986-488-235-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斗數原來這麼算 / 林金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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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408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93) .-- ISBN 978-986-488-236-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斗數教學講義 / 許裕琦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澄泫, 11111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02-4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寶寶姓名學大全 : 三步驟掌握取名

技巧!幫孩子取好名,就一生好運勢 / 

宋菲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405-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姓名學  293.3  

如影隨形 : 十二宮風水心法 / 王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 (堪輿叢書 ; 1097) .-- ISBN 978-626-

95912-5-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CST: 占星術  294  

科學風水點竅 : 破解風水迷疑,全面

開釋 / 秦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進

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16 面; 

21 公分 .-- (堪輿叢書 ; 1098) .-- ISBN 

978-626-95912-6-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堪輿  294  

形家陽宅配三元納氣診斷旺衰 / 陳

義霖, 林定榮, 黃恆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310 面; 21 公分 .-- (堪輿叢

書 ; 1099) .-- ISBN 978-626-95912-7-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相宅 2.CST: 堪輿  294.1  

魔法、巫術與神祕史 / 湯瑪斯.卡桑

斯作 ; 邱俊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12 .-- 30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821-9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95  

傳說裡的民俗學 : 妖怪、精靈與怪

奇生物的真面目 / 稻垣榮洋作 ; 林芷

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4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218-0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妖怪 2.CST: 日本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讓你的腦子動起來!科學思維訓練遊

戲 : 魔術師的精彩魔術 X 科學大師

的經典實驗 X 不法分子的神祕騙術,

透過遊戲訓練你的思考力 / 張祥斌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49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39-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0  

天人之際 : 生物人類學筆記 / 王道還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63-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  

什麼都能修理的法蘭妮 : STEAM 工

程繪本 / 愛德華.米勒文.圖 ; 劉淑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6 公

分 .-- (小魯知識繪本 ; AKP081) .-- 

ISBN 978-626-7237-00-7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引力樹 : 一顆蘋果樹啟發全世界的

故 事  / 安 娜 . 克 勞 利 . 瑞 丁 (Anna 

Crowley Redding)作 ; 今村雅司繪 ; 鄭

煥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224-11-3 (精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科學小偵探. 2, 勇闖科學樂園! / 趙仁

河作 ; 趙勝衍繪 ; 林盈楹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28 面; 25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277) .-- ISBN 978-626-349-

061-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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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圖書館 : 昆蟲特戰隊. 2, 殭屍螽

斯 / 凱叔作 ; 貓九插畫, 韓冰插畫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21-597-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哆啦 A 夢科學大冒險. 4, 探究植物夢

工廠 /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 肘岡誠

漫畫 ; 黃薇嬪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81-6 (平裝) NT$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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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什麼人有這麼多情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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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75) .-- ISBN 

978-626-349-051-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8.9  

數學 

大 自 然 的 數 學 遊 戲  / 史 都 華 (Ian 

Stewart)著 ; 葉李華譯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50 面; 21 公分 .-- (科

學文化 ; 91B) .-- ISBN 978-986-525-

945-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 : 一位博士爸

爸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學真

正的趣味、價值與美 / 大栗博司著 ; 

許淑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

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80 面; 21 公分 .-- (數感 ; FN2003X) .-

- ISBN 978-626-315-219-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數學悠哉遊 / 許介彥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6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數學就是這樣用 : 找出生活問題的

最佳解 / 杜.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

著 ; 畢馨云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科學天

地 ; 184) .-- ISBN 978-986-525-895-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公式之美 / 量子學派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715-5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7  

線性代數學習要訣 / 劉明昌編著 .-- 

修訂七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631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97-239-7 ( 平 裝 ) 

NT$760 普遍級  

1.CST: 線性代數  313.3  

電腦資訊科學 

原來如此!健康個資法遵這麼做! / 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512-4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資訊法規 2.CST: 資訊安全  

312.023  

Azure 證照帶你翻轉雲端職涯 : 模擬

試題解析 x 雲端核心知識 x 面試求

職指南 / 葉心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07-

9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雲端運算  312.136  

雲端運算應用與實務 / 黃正傑編著 .-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5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雲端運算  312.136  

網路架設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2023

版 / 胡秋明, 李成祥, 林文恭研究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348-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腦網路 2.CST: 考試指南  

312.16  

Dreamweaver 網頁設計高手 / 林佳生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1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89-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Dreamweaver(電腦程式) 

2.CST: 網頁設計 3.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HTML5、CSS3、JavaScript、 jQuery、

Vue.js、 RWD 網頁程式設計 / 陳惠

貞著 .-- 八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35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HTML(文件標記語言) 2.CST: 

CSS(電腦程式語言) 3.CST: 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4.CST: 網頁設

計 5.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NestJS 基礎必學實務指南 : 使用強大

且易擴展的 Node.js 框架打造網頁應

用程式 / 謝浩哲(HAO)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93-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Type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1695  

高 速 建 立 大 型 桌 面 應 用  : 全 新

Electron 框架現在就動手做 / 潘瀟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46-61-3 ( 平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桌面軟體  312.1695  

零基礎也能快速上手!超直覺 HTML

＆CSS 網頁設計 / 小林 Masayuki 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29-609-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Android 開發秘辛大公開 / Chet Haase

原著 ; 沈佩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55-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作業系統 

3.CST: 行動資訊  312.2  

和艦長一起 30 天玩轉 GitLab / 陳正

瑋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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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3 公

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626-333-296-6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軟體架構指標 : 改善架構品質的案

例研究 / Christian Ciceri , Dave Farley , 

Neal Ford, Andrew Harmel-Law, 

Michael Keeling, Carola Lilienthal, João 

Rosa, Alexander von Zitzewitz, Rene 

Weiss, Eoin Woods 著 ; 劉超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5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C++ x APCS 解題思路 / 劉士華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4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C 程式語言武功祕笈 / 洪志維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0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92-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Hello!C++程式設計(融合「大學程式

設計先修檢測 APCS」) / 蔡志敏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3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34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去園區當 Arm 工程師 : 嵌入式 C 語

言全高度昇華 / 王利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800 面; 23 公分 .-- (DM ; 

2268) .-- ISBN 978-626-7146-59-0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2.CST: 電腦

程式設計  312.32C  

看 完 這 本 就 會 懂 ! 帶 你 無 痛 提 升

JavaScript 面試力 : 精選 55 道前端工

程師的核心實戰題 X 求職加分模擬

試題解析 / 王志誠(卡斯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97-3 (平裝) NT$660 普

遍級  

1.CST: 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Object-Oriented Python : 以 GUI 和遊

戲程式學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Irv 

Kalb 原著 ; H&C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

34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物件導向  312.32P97  

Python 統計分析 : 生命科學應用 / 

Thomas Haslwanter 著 ; 李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294-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視窗 GUI 設計活用 tkinter 之

路 :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第 4 版 .-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63-7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實戰 Python Flask 開發 : 基礎知識 x

物件偵測 x 機器學習應用 / 佐藤昌基, 

平田哲也著 ; 衛宮紘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4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Notion 打造你的高效數位人生 : 王者

歸來 / 洪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3 公分 .-- (DM ; 2266) .-- ISBN 

978-626-7146-64-4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套裝軟體  312.49  

Access 資料庫管理實務應用高手 / 林

國榮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0 .-

- 5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9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ACCESS(電腦程式) 2.CST: 資

料庫管理系統 3.CST: 關聯式資料庫  

312.49A42  

AutoCAD 平面製圖武功祕笈 / 廖高

德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0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9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A97  

TQC+AutoCAD 2023 特訓教材. 3D 應

用篇 /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8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4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 2023(電腦程式) 

2.CST: 考試指南  312.49A97  

室內設計製作講座. 立面圖篇 / 留美

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312-736-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2.CST: 

室內設計  312.49A97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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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50-3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1.CST: EXCEL 2021(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2021 實力養成暨評量 / 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35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 2021(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函數與圖表實務應用高手 / 林

佳生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1 .-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9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終極函數辭典 / 國本溫子原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4-35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職場聖經 : 731 技學好學滿 / 施

威銘研究室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35-

2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PowerPoint 應用高手 / 林佳生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1 .--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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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90-

0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PowerPoint(電腦程式)  

312.49P65  

SolidWorks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武功祕笈. 基礎篇 / 林志鎰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2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0-197-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CST: 考試指南  

312.49S678  

SolidWorks 產品造型與機構設計寶

典 / 梁景華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11 .-- 5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15-53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CST: 產品設計  

312.49S678  

SolidWorks 業界實戰以電腦輔助立

體製圖丙級為例. 基礎篇 / 林志鎰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1111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615-53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CST: 考試指南  

312.49S678  

快速學會 SolidWorks 丙級電腦輔助

立體製圖. 基礎篇 / 林志鎰作 .-- 新北

市 : 知果文化, 11112 .-- 39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626-95838-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CST: 考試指南  

312.49S678  

Visio 圖表繪製武功祕笈 / 蔡國強作 .-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9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VISIO(電腦程式) 2.CST: 電腦

繪圖  312.49V53  

*Word 全方位排版實務 : 紙本書與電

子 書 製 作 一 次 搞 定 (2016/2019/2021

適用版) / 榮欽科技著 .-- 第三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29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WORD(電腦程式)  

312.49W53  

App Inventor 應用程式設計寶典 / 蔡

國強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11 .-

- 5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53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iOS 16 程式設計實戰  : 全面剖析

SwiftUI 框架 / 朱克剛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6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行動資訊  312.52  

大師級逆向神器 : Android Frida 協定

剖析及應用 / 陳佳林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60-6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行動資訊  312.52  

Linux 命令列職場實戰手冊 : 菜鳥工

程師&轉職者必看 / 施威銘研究室

作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34-5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精通 vi 與 Vim / Arnold Robbins, Elbert 

Hannah 原著 ; 楊俊哲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5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5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SQL 學習手冊 : 資料建立、維護與檢

索 / Alan Beaulieu 著 ; 林班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5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庫管理系統 2.CST: 資料

探勘 3.CST: SQL(電腦程式語言)  

312.7565  

帶你輕鬆踏上元宇宙 x 區塊鏈輕旅

行 : 新手 30 天自主學習 x 實作教學

x 不可不知資安危機 / 柯詠媃(Zoe K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36 面; 23 公分 .-

- (iThome 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

626-333-306-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2.CST: 網路安全  

312.76  

超解析元宇宙新浪潮 : 深入理解微

軟、Meta 等知名企業也關注的新經

濟模式與商機布局 / 武井勇樹著 ; 童

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606-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數位科技  

312.8  

優雅漫步元宇宙 : 開啟零距離經濟

之鑰 / 張譯尹, 劉逸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567-3-8 (平裝) NT$638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數位科技  

312.8  

用 iPad 畫出全世界 : Procreate 快速入

門技法 / 飛樂鳥原著 ; 張雅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5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繪畫技法  

312.86  

從零開始的 3D 設計之旅 : Blender 3D

入門教材 / 游峰碩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

295-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電腦動畫  

312.866  

超 Easy!Blender 3D 繪圖設計速成包 / 

倪慧君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41-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電腦動畫  

312.866  

天文學 

*宙斯與玉帝談星 : 四季星宿 X 神話

故事 X 觀星指南,一次了解各具特色

的東西方星空,成為讀星高手不是夢! 

/ 姚建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41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837-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恆星 2.CST: 星座 3.CST: 通俗

作品  323.8  

仰望星空 / 雅各.克萊默(Jacob Kramer)

文 ; 史蒂芬妮.蕭茲(Stephanie Scholz)

圖 ; 畢馨云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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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5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25-932-7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天文學 3.CST: 通

俗作品  323.9  

圖解宇宙地球科學 : 我們即將飛向

太空,穿越空間與時間,認識孕育萬物

的浩瀚宇宙! / 寺田健太郎著 ; 蔡婷

朱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202) .-- ISBN 978-626-320-292-

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天文學  323.9  

氣象角色圖鑑 / 筆保弘德監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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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96 面; 19X21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269) .-- ISBN 978-626-349-

062-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氣象學 2.CST: 氣候 3.CST: 通

俗作品  328  

波比與小吉的明天 : 氣候變遷 / 宋藍

美玉文 ; 華德社區圖 .-- 臺南市 : 台

南市北區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11110 .-

- 38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409-1-4 (精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氣候變遷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繪本  328.8  

物理 

物理之眼看新聞 : 從新聞時事與日

常現象,揭秘有趣又實用的物理知識 

/ 簡麗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

46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330  

物理君與薛小貓的生活科學大冒險 : 

從家裡到太空,腦洞大開的 226 個物

理現象與原理 / 中科院物理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

81-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330  

時間大圖鑑 = Visual book of time / 日

本 Newton Press 作 ; 陳朕疆翻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208 面; 24 公分 .-- (伽

利略科學大圖鑑 ; 14) .-- ISBN 978-

986-461-314-4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理論物理學 2.CST: 時間  

331  

相對論,愛因斯坦教會我們什麼? : 看

漫畫理解天才科學家的思考,培養科

學思維,改變看待世界的觀點! / 松井

シノブ作 ; 李佳褞譯 .-- 新北市 : 美

藝學苑出版社, 111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220-53-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相對論 2.CST: 通俗作品  

331.2  

3 小時「相對論」速成班! / 齋藤勝裕

作 ;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77-819-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相對論 2.CST: 通俗作品  

331.2  

統一場論 / 胡萬炯著 .-- 增訂五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2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54-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統一場論  331.42  

動 力 學  : 從 電 影 到 工 程 力 學  = 

Dynamics : introductory mechanics with 

movies / 陽毅平, 朱銘祥, 李昌駿, 程

登湖, 李宇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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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4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64-5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動力學 2.CST: 工程力學  

332.3  

靜電磁理論 / 程雋編著 .-- 修訂五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62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38-0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靜電學  337.2  

踏上英雄行星 / 曹永先, 韓晶旭作 ; 

李永鎬繪 ; 陳聖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52 面; 25 公

分 .-- (電子英雄傳 ; 5) .-- ISBN 978-

626-7188-1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學 2.CST: 漫畫  337.9  

撞出上帝的粒子 : 深入史上最大實

驗現場 / 巴特沃斯(Jon Butterworth)著 ; 

陳卲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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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384 面; 21 公分 .-- 希格斯粒子發現

十周年紀念版 .-- ISBN 978-986-262-

585-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粒子  339.41  

化學 

(警專入學考)警專化學 : 滿分這樣讀 

/ 陳名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371-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化學  340  

化學家的科學講堂 : 從元素、人體

到宇宙,無所不在的化學定律 / 藤嶋

昭, 井上晴夫, 鈴木孝宗, 角田勝則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611-4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化學 2.CST: 科學家  340  

分析化學  : 儀器分析  / Douglas A. 

Skoog, Donald M. West, F. James Holler, 

Stanley R. Crouch 著 ; 方嘉德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

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12 .-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953-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分析化學  341  

地質學 

地球,就決定是你了!神奇科學怎麼玩?

透過圖解地科探索宇宙! / 楊薏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 

11112 .-- 168 面; 20X21 公分 .-- (知識

館 ; K021) .-- ISBN 978-626-96360-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50  

地球大書 : 關於地球,有問必答 / 茉伊

拉.巴特菲爾德(Moira Butterfield)文 ; 

吳欣芷圖 ; 海狗房東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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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4 .-- 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203-958-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50  

地球透視書 / Nosy Crow 著 ; 漢娜.艾

莉絲繪 ; 鍾慧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04-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繪本 

3.SHTB: 認知發展--0-3 歲幼兒讀物  

350  

*護海紀事. 2, 111 年海洋保育在地守

護 / 海湧工作室編輯 .-- 高雄市 : 海

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11110 .-- 1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34-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海洋環境保護 2.CST: 海洋資

源保育  351.9  

恐龍 / 皮耶爾.奧爾特原作 ; 克蘿.蘇

薩原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7 公

分 .-- (科學時光機 ; 2) .-- ISBN 978-

957-658-982-9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化石 2.CST: 通俗作品  

359.574  

生物學 

圖解生命科學 / 李銘杰, 高慧芸, 林峻

宇, 陳弘昕, 傅珀瑩, 林俸瑜, 江君理, 

劉思廷, 易博士編輯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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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51-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360  

*荒野之心 : 生態學大師 Heinrich 最

受歡迎的 35 堂田野必修課 / 伯恩德.

海恩利許(Bernd Heinrich)著 ; 潘震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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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

分 .-- (beNature ; 2) .-- ISBN 978-986-

384-802-8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生態學 2.CST: 通俗作品  

367  

個人化益生菌 : 精準化醫療時代的

選擇 / 呂春美著 .-- 二版 .-- 高雄市 : 

臺灣整合醫學協會, 11110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453-4-6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乳酸菌 2.CST: 健康法  

369.417  

變幻莫測的水 / 菲利浦.邦廷文字 ; 吳

寬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307-803-

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 2.CST: 通俗作品  369.52  

植物學 

台灣植被誌. 第七卷, 海岸植被誌 / 陳

玉峯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圖書

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台灣自然

史系列 )(山林書院叢書  ; 43-44) .-- 

ISBN 978-957-608-592-5 (上冊:精裝) 

NT$1500 .-- ISBN 978-957-608-593-2 

(下冊: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植物志 2.CST: 臺灣  375.233  

里地草木好養生  / 游麗方著 .-- 初

版 .-- 花蓮縣新城鄉 : 大漢學校財團

法人大漢技術學院, 11110 .-- 15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8021-0-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植物生態學 

3.CST: 臺灣  375.233  

逐光綠蔓 : 壽山藤本植物手冊 / 楊勝

任, 陳柏豪撰文 .-- 初版 .-- 高雄市 :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8-21-2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壽山國家自然公

園  375.233  

臺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誌 : 邵族 / 嚴

新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

有限公司, 11111 .-- 51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38-979-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藥用植物 2.CST: 邵族 3.CST: 

臺灣  376.15  

臺灣百種海洋生物 : 大型海藻與海

草  = One hundred marine livings in 

Taiwan : macroalgae & sea grasses / 張

睿昇, 呂怡璇, 吳浚佑, 陳映伶合著 .-- 

高雄市  :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37-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海藻 2.CST: 臺灣  379.2  

動物學 

大小貓熊 : 你不知道的動物小秘密 / 

狩陸木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4-346-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動物學 2.CST: 通俗作品  

380  

*欸,好奇怪!但我喜歡 : 奇妙又有趣

的動物冷知識,讓你腦洞大開又噗哧

一笑 / 帽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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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6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06-564-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動物 2.CST: 通俗作品  380  

*當頑童遇見動物 : 英國博物學家的

14 堂自然觀察手記 / 傑洛德.杜瑞爾

(Gerald Durrell)著 ; 唐嘉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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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4-321-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動物學 

3.CST: 通俗作品  383.7  

危險生物百科圖鑑 / 小宮輝之監修 ; 

何姵儀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90-0 (精裝) 

NT$999 普遍級  

1.CST: 動物圖鑑  385.9  

鳥類不簡單 / 黃一峯文.攝影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84 面; 23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33-4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鳥類 2.CST: 通俗作品  388.8  

都市裡的動物行為學 : 烏鴉的教科

書 / 松原始著 ; 張東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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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594-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烏鴉科 2.CST: 動物行為 

3.CST: 日本  388.831  

荒野上的十四隻狼 : 野化與復育的

真實故事  / 凱瑟琳 .巴爾 (Catherine 

Barr)文 ; 珍妮.戴斯蒙(Jenni Des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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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440-458-

2 (精裝) 普遍級  

1.CST: 狼 2.CST: 自然保育 3.CST: 通

俗作品  389.812  

人類學 

自發的腦 : 從心-身到世界-腦問題 / 

格奧爾格.諾赫夫著 ; 洪瑞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11 .-

- 6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0-

665-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神經學 2.CST: 腦部  394.911  

當心理學遇到腦科學. 一 : 大腦如何

感知這個世界 / 陳偉任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81-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腦部 2.CST: 神經學 3.CST: 生

理心理學  394.911  

*疫情下的乳鐵蛋白效應 : 守護你一

生的神奇蛋白質  / 黃琇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一方青出版國際有限

公司, 111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09-3-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蛋白質  399.7  

應用科學類 

總論 

*Rhinoceros 7 全攻略 : 自學設計與 3D

建模寶典 / 馮國書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3-

291-1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電腦程式 

3.CST: 電腦輔助設計 4.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02.9  

IPOE 科技誌. 9 : 用 micro:bit 玩 iMoto 

BitRacer 解電腦鼠線迷宮 / 張育豪, 趙

士豪, 張文亭, 江玉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勁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4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技教育  403  

用思維導圖輕鬆讀懂科學發明史  / 

李玉軍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62-8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科學技術 2.CST: 歷史  409  

中央政府科技研發績效彙編. 110 年

度 / 徐玉梅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

與資訊中心, 11111 .-- 24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619-34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央政府 2.CST: 科學技術 

3.CST: 研發  409.33  

醫藥 

杏林筆記. 3 : 行醫路上的人生尋思 / 

賴其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

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

會,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5-10-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醫學倫理 2.CST: 醫病關係  

410.1619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

集. 2022 年 /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

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 高雄市 : 長庚

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 

11111 .-- 30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308-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學倫理 2.CST: 人文素養 

3.CST: 文集  410.1619  

醫護倫理學 / 盧美秀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58-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醫學倫理  410.1619  

台灣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史. 首部曲 

= History of thoracic &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商橋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橋公關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699-2-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台灣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醫

學會 2.CST: 醫學史 3.CST: 胸腔外科 

4.CST: 心血管外科 5.CST: 臺灣  

410.933  

*風雨 40 伴你免痛前行 : 中華民國風

濕病醫學會 40 週年 / 林貞岑採訪撰

文 .-- [臺北市] :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

會發行,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877-45-1 ( 精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 

2.CST: 風濕病 3.CST: 臺灣  410.933  

我的一生 平淡無悔 / 劉兆輝口述 ; 黃

慧敏撰稿.整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不

倒翁視覺創意工作室, 11110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28-0-6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劉兆輝 2.CST: 醫師 3.CST: 臺

灣傳記  410.9933  

40 歲保健指南書 : 從科學的角度學

習 維 持 健 康 的 正 確 方 法  / 日 本

Newton Press 作 ; 許懷文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144 面; 28 公分 .-- (人人

伽利略 ; 34) .-- ISBN 978-986-461-313-

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保健常識  

411.1  

長新冠自癒手冊 / 牛津長新冠特別

門診醫師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Care ; 72) .-- ISBN 

978-626-7206-29-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家庭醫學 

3.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411.1  

時時刻刻微養生 : 陳月卿 30 年養生

全精華,打造身心全方位自癒地圖 / 

陳月卿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400 面 ; 23 公分  .-- (健康生活  ; 

BGH205) .-- ISBN 978-986-525-920-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養生 2.CST: 健康法  411.1  

鍵.美小姐 : 排毒六法門 X 飲食七宗

「最」X 減肥八箴言,女生關於美麗

的長期抗戰! / 宸羽, 若蘭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32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31-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女性 2.CST: 健康法  411.1  

阿南達瑪迦健康瑜伽 / 雪莉.雪莉.阿

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 

沈鳳財, 賴賢宗譯 .-- 新竹市 : 大謙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04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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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96430-3-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健康法  411.15  

瑜伽與鏡照 : 透過身體練習,照見宇

宙 真 相  / 理 察 . 福 禮 縵 (Richard 

Freeman)著 ; 湯乃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一葦文思,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13-6-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瑜伽  411.15  

擺脫沾黏!減痛的骨盆調整瑜珈 : 鬆

筋塑身,讓身心都平衡的骨盆運動 / 

高橋由紀著 ; 廖慧淑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出色文化, 11112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65-80-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骨盆 3.CST: 健康

法  411.15  

一日三頓仙女餐,死亡比美貌更快來 : 

聞聽卡路里如臨大敵?窈窕曲線與健

康身體其實不相違背,但很多人不懂

避開這些飲食地雷! / 方儀薇, 小雨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32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26-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婦女健康 

3.CST: 食譜  411.3  

高齡者用藥與飲食保健實用守則  / 

盧豐華, 張家銘, 楊登棋, 黃基彰, 羅

玉岱, 孫健耀, 徐瑜璟, 顏佐樺, 柯玉

珍, 周玟觀, 郭淑蕙, 林妏娟, 韓雅斐, 

黃千惠, 陳柔謙著 ; 羅玉岱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35-

72-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服藥法 

3.CST: 中老年人保健  411.3  

救命療法.生酮飲食 : 德國最新的癌

症研究與實證,即使已被宣判不治的

病人,都還有重獲新生的機會 / 徐拉

特樂(Christina Schlatterer), 柯諾(Gerd 

Knoll), 康美樂(Ulrike Kämmerer)著 ; 

彭意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5-67-

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癌症  411.3  

瑜伽科學觀.食物斷食與健康 / 嫡嫡

瑪杜瑞(Didi Madhuri)著 ; 帥海娜, 謝

安莉, 林玉英, 陳瑾, 陳環佩, 鄭靜律, 

王介山譯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30-4-2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健康法 3.CST: 瑜

伽  411.3  

綠色飲食概論與設計  = Green diet 

introduction and plan / 楊昭景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80 面; 26 公分 .-- 

(餐飲旅館系列) .-- ISBN 978-986-298-

409-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食物  411.3  

貓偵探的食安推理故事 : 阿媽家的

食品保衛戰 / 方秋雅文 ; BO2 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96 面; 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26-713-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通俗作品  411.3  

輕鬆筋骨 : 中高年級生的全套肌力

伸展動作  / 潔西卡 .馬修斯 (Jessica 

Matthews)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71-404-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放鬆運動  

411.71  

格鬥健身 : 企業菁英都在做的心智

鍛鍊法 / 大山峻護作 ; 林倚禾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9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3.CST: 運動心理  411.711  

超強健康睡眠術 / 宇琦, 魯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569-4-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桃園市公衛政策發展與績效 8 週年

專刊 : 安心感動 健康樂活 / 桃園市政

府衛生局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桃

園市政府衛生局, 11112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59-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衛生政策 

3.CST: 桃園市  412.133  

食品衛生與安全  / 施明智, 陳俊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99-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食品衛生管

理  412.25  

守護健康有一套. 1, 古古的進擊 / 川

田秀文文字 ; 智慧鳥圖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9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衛生教育 2.CST: 保健常識 

3.CST: 繪本  412.5  

守護健康有一套. 2, 奇奇的挑戰 / 川

田秀文文字 ; 智慧鳥圖.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95-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衛生教育 2.CST: 保健常識 

3.CST: 繪本  412.5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年 報 . 2022-2023 = 

2022-2023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nual report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編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 11112 .-- 10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71-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全民健康保險  412.56  

不生病的藏傳煉心術 : 護你身心均

安的內在醫學 / 洛桑加參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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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re ; 70) .-- ISBN 978-626-353-

06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藏醫 2.CST: 養生 3.CST: 心靈

療法  413.0926  

內經專題. 卷十, 治療學 / 莊宏達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莊宏達, 11110 .-- 9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687-

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內經 2.CST: 中醫治療學 

3.CST: 中國醫學  413.11  

原態. 八之四 : 人體設計原理 / 游朱

義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捷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1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641-9-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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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人體生理學 2.CST: 中醫  

413.16  

人體的彩虹 : 揭開經絡、脈輪與電

磁場的奧秘 / 張長琳著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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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7085-51-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經絡 2.CST: 養生 3.CST: 中醫

現代化  413.165  

原態. 八之五 : 醫典 / 游朱義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96798-0-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醫診斷學 2.CST: 中醫治療

學  413.2  

新辨證論治學 : 中西醫结合 / 鄭淑鎂, 

簡鸞瑤, 陳俐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488

面; 23 公分 .-- (中醫寶典 ; 3) .-- ISBN 

978-986-7232-93-9 (精裝) NT$980 普

遍級  

1.CST: 中醫診斷學 2.CST: 中西醫整

合  413.2  

證治準繩.類方精選 / (明)王肯堂原

著 ; 余瀛鰲, 林菁, 田思勝等編選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11 .-- 589 面; 21 公分 .-- (中醫

經典古籍 ; 3) .-- ISBN 978-986-346-

400-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中醫治療學 2.CST: 中醫典籍  

413.2  

中醫養生學 / 陳麒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05-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3.CST: 健康

法  413.21  

健康不是夢 : 名醫直播間 / 胡乃文

作 .-- [臺北市] : 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10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74-6-9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3.CST: 健康

法  413.21  

解放心念 : 調和怒、喜、思、悲、

恐等情緒,啟動身體的自調修復力 / 

郝萬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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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24 面; 23 公

分 .-- (健康養生區 Healthy Living ; 

19) .-- ISBN 978-626-7184-49-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413.21  

說故事 ,中醫好玄變好懂  / 郝萬山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2-05-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413.21  

中醫話神經 : 中西合療神經案例 / 何

秀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道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4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7232-94-6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神經系統疾病 2.CST: 中醫治

療學 3.CST: 中西醫整合  413.36  

ACUPUNCTURE 卓越臨床中醫針灸

學 / 陳姿叡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陳

姿叡, 11112 .-- 2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666-9 (平裝) NT$760 普

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針灸  413.91  

ACUPUNCTURE 卓越臨床醫案集解 / 

陳姿叡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陳姿叡, 

11112 .-- 25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65-2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針灸 3.CST: 臨床

醫學  413.91  

特殊針法 / 李育臣主編 .-- 初版 .-- 臺

中市 : 中華針灸醫學會, 11110 .-- 96

面; 23 公分 .-- (針灸科專科醫師全

書) .-- ISBN 978-626-96752-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針灸  413.91  

1 分鐘對症取穴輕巧本 : 最強速效圖

解按摩自療書 / 賴鎮源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華 文 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3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271-951-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穴位療法 2.CST: 經穴 3.CST: 

按摩  413.915  

中醫經穴瑜伽 : 史上第一本!結合中

醫養生理論 X 穴道按摩 X 瑜伽動作,

給你最全面的抗病指南! / 邱伯恩, 黃

靖雅, 林淑鈴, 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

念醫院, 樂活自然療癒中心作 .-- 新

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130-565-3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經穴 2.CST: 按摩 3.CST: 瑜伽  

413.915  

本草綱目養生智慧全書 / 趙靜濤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20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69-3-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本草綱目 2.CST: 養生 3.CST: 

健康法  414.121  

*昏迷指數三分 : 社會破洞、善終思

索、醫療暴力......外傷重症椎心的救

命現場 / 唐貞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88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35) .-- 

ISBN 978-986-406-323-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急診醫學 2.CST: 醫療服務 

3.CST: 通俗作品  415.22  

2003 SARS 和平歸來 : 和平不再,永不

歸來 : SARS 20 周年紀念專書 / 黃光

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克吐溫國

際影像有限公司, 11111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53-0-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2.CST: 歷史  415.4  

腸胃調整好,百病不上身 : 腸胃是判

斷健康的重要指標 ,你的健康一有

「風吹草動」 ,腸胃都知道! / 李博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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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名醫圖

解 ; 28) .-- ISBN 978-626-7095-84-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胃腸疾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52  

游能俊的醣管理 : 一份醣的新常態,

逆轉第二型糖尿病的代謝大作戰  / 

游能俊, 黃惠如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04 面; 21 公分 .-- (美好生活 ; 30) .-

- ISBN 978-986-398-842-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第二型糖尿病 2.CST: 保健常

識  415.6681  

睡前這麼做,與夜尿徹底告別 : 老是

被尿意驚醒?名醫解答 104 個日常泌

尿問題,不吃藥、免手術，頻尿自然

好 / 主婦と生活社ライフ.ケア編集

部作 ; 黃詩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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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80)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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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9-777-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2.CST: 問

題集  415.8022  

專門寫給腎臟病患者的食品成分速

查典 / 吉田美香著 ; 葉秀玲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

284-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腎臟疾病 2.CST: 健康飲食  

415.81  

神經痛治療法 : 啄木鳥檢查法 / 蔡東

翰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3 公分 .-- 

(健康百科 ; 64) .-- ISBN 978-626-320-

301-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神經系統疾病  415.9  

腦神經刺激治療精神疾病完全攻略 / 

李正達, 謝明憲, 黃尚堅, 田耘, 張祜

銘, 吳冠毅, 林清華, 鄭智銘, 陳昱安, 

張正辰, 張維紘, 徐天威, 朱哲生, 林

奕廷, 鍾宜航, 李宇彤, 郭政佑, 花茂

修, 倪信章, 朱軒德, 林韋丞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 

112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8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經生理學 2.CST: 神經系統 

3.CST: 腦部  415.9  

圖解名醫傳授健康知識 : 自律神經 / 

小林弘幸監修 ; 徐承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597-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2.CST: 健

康法  415.943  

在奇幻地 : 精神病院裡的臨床民族

誌 / 林徐達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左

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1111 .-- 368 面; 21 公分 .-- 

(左岸. 人類學 ; 350) .-- ISBN 978-626-

7209-03-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精神病學 2.CST: 臨床心理學 

3.CST: 民族志 4.CST: 田野研究  

415.95  

就算你每天失敗,我也會陪著你 : 當

親愛的人患上精神疾病時,我們如何

面對疾病、修復親密關係、拾起活

下去的勇氣 / 崔芝淑, 金瑞玄著 ; 陳

聖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107) .-- ISBN 

978-626-349-043-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憂鬱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85  

原來我有自閉症  / 鍾昀芝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67-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自閉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88  

圖解名醫傳授健康知識強迫症 : 將

強烈的不安和無意義行動一刀兩斷

的方法 / 原井宏明監修 ; 徐承義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401-595-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強迫症  415.991  

如何利用恐懼的神經科學終結焦慮 : 

別讓擔憂、恐懼和焦慮,耗盡你對美

好 生 活 的 嚮 往 ! / 凱 瑟 琳 . 皮 特 曼

(Catherine M. Pittman), 伊莉莎白.卡爾

(Elizabeth M. Karle)著 ; 李明芝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健

康 Smile ; 88) .-- ISBN 978-626-7198-

11-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焦慮症 2.CST: 生理心理學  

415.992  

杰出的醫手 : 整外周杰醫師的美力

大發 / 周杰作 .-- [桃園市] : 周杰出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經

銷,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71-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美容手術 2.CST: 整型外科  

416.48  

*整形密碼 : 醫美手術背後的科學與

美學 / 劉韜滔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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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9-774-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整型外科 2.CST: 美容手術  

416.48  

全彩圖解骨科入門教科書 / 岡野邦

彥作 ;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90-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骨科  416.6  

*改善退化性髖關節炎疼痛! : 讓「滑

液」恢復活力的體操 / 酒井慎太郎

作 ; 徐詩涵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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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773-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骨盆 2.CST: 退化性關節炎 

3.CST: 健康法 4.CST: 體操  416.617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 眼球解

剖生理學及眼睛疾病 / 蘇俊峰編著 .-

- 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8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眼部疾病  416.7  

眼科聖手解說 50 種眼球生病恢復法 : 

適用 0 到 100 歲,給全家人眼疾問題

的照護指南! / 呂大文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1 公分 .-- (UH ; 11) .-- ISBN 978-626-

7148-25-9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眼部疾病 3.CST: 

視力保健  416.7  

低視力學 / 許明木, 莊素貞, 鄭靜瑩, 

陳賢堂, 王俊諺, 吳承臻, 林則豪, 許

淑貞, 連政炘, 葉志偉, 詹益智, 蔡龍

輝, 謝錫寶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59-2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視力問題 2.CST: 眼部疾病  

416.701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 視光學 / 

王俊諺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84-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驗光 2.CST: 視力  416.767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 視覺光

學 / 林煒富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83-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驗光 2.CST: 視力  416.767  

完全根治耳鼻喉疾病 : 眩暈 耳鳴 鼻

過敏 咳嗽 打鼾 : 劉博仁醫師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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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法奇蹟. 4 / 劉博仁著 .-- 四版 .-- 臺

北 市  : 幸 福 綠 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97-7-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耳鼻喉科 2.CST: 問題集  

416.8022  

*兒童語言治療的臨床決策與臨床寫

作  =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in 

children : decision making and clinical 

writing / 童寶娟, 艾秀芸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47-195-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語言障礙 2.CST: 實證醫學 

3.CST: 寫作法  416.867  

*「好」聲音診療室 : 在「只聞其聲

便知其人」的自媒體時代,讓好聲音

為你打造完美形象 / 賴盈達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11 .-- 168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91-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音聲醫學 2.CST: 咽部疾病 

3.CST: 治療學  416.896  

口腔氟化物之應用與推廣宣導 / 楊

哲榮總編輯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出版 : 

衛生福利部發行, 11110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47-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氟 2.CST: 牙齒  416.9  

39~63 歲.圖解更年期全書 : 婦科權威

&芳療專家親身經驗,從荷爾蒙帶你

輕鬆了解症狀/療法/舒緩/調理/美容 / 

對馬琉璃子, 吉川千明作 ; 李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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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256 面 ; 23 公 分  .-- 

(Sasugas ; KJ2078) .-- ISBN 978-986-

289-780-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更年期 2.CST: 荷爾蒙 3.CST: 

婦女健康  417.1  

更年期的你還是可以自信生活 : 為

更年期前期及更年期做好準備 / 路

易絲.紐森(Louise Newson)著 ; 李芳儀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專

科一本通 ; 31) .-- ISBN 978-626-320-

287-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更年期 2.CST: 更年期生理 

3.CST: 婦女健康  417.1  

從 40 歲開始準備的更年期教科書 : 

「東京人氣婦產科醫師」教你從飲

食、睡眠、瑜伽運動,到中西醫荷爾

蒙補充療法,全方位自我照護,告別停

經不適、肥胖、骨鬆、三高、女性

癌症、自律神經失調的人生大轉換

路線圖 / 高尾美穂作 ; 陳維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06-4-9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更年期 2.CST: 婦女健康  

417.1  

新編婦女健康 / 林靜佩, 黃良圭, 陳麗

玲, 房琦, 蘇怡娟, 黃淑真, 吳文正, 陳

怡靜, 蘇俊賢, 劉新莉, 盧玉嬴, 林辰

禧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82-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婦女健康  417.1  

台 灣早產 兒臨 床營養 建議 手冊  = 

Recommendation on nutritional care of 

Taiwan preterm infants / 江明洲, 林湘

瑜主編 .-- 第 4 版 .-- 臺中市 : 台灣新

生兒科醫學會, 11110 .-- 1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759-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早產兒 2.CST: 小兒營養  

417.5171  

佛教醫學 : 根除生老病死苦的無上

醫學 / 張金鐘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張金鐘, 1111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650-8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佛教修持  417.8  

硼中子捕獲治療概論 = Introduction of 

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 黃文盛, 

王令瑋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

中子捕獲治療研究學會, 11110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12-0-

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化學治療 3.CST: 

放射線療法  417.8  

臨床使用抗生素手冊(精簡版) / 張進

祿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

出版社, 11201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87-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抗生素  418.281  

顏面均衡美學 : 肉毒桿菌素之精準

注射書 / Flávio Altamiro 作 ; 廖文傑主

譯 ; 陳依凡, 張祐維編譯 .-- 臺北市 :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14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000-4-5 (精

裝) 普遍級  

1.CST: 肉毒梭孢桿菌 2.CST: 注射 

3.CST: 個案研究  418.294026  

香料藥草.居家自然療法聖經 : 超過

100 種天然無毒 x 食譜處方,Step by 

Step 解決憂鬱、失眠、腸胃和心血

管等 60 種問題 / 艾比蓋兒.R.柯林

(Abigail R. Gehring)作 ; 曾秀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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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400 面; 26 公分 .-- (Sasugas ; 

73) .-- ISBN 978-986-289-775-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香料作物 2.CST: 藥用植物 

3.CST: 自然療法 4.CST: 食譜  

418.52  

水晶療癒師 / 凱琳.弗雷澤作 ; 邱俊銘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35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18-03-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另類療法 2.CST: 水晶 3.CST: 

能量  418.99  

能量水晶療癒寶典 : 體驗人體水晶

陣的驚人效果,釋放負能量、重新校

正脈輪,恢復身心健康 / 烏瑪.希爾比

(Uma Silbey)著 ; 黃春華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11 .-

- 288 面; 26 公分 .-- (療癒之光 ; 5) .-- 

ISBN 978-626-96312-7-8 ( 精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另類療法 2.CST: 水晶 3.CST: 

寶石 4.CST: 能量  418.99  

關於-我們的親密全書 : 透過芳療愛

好自己,才會越過越愛 / 許藍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92-0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3.CST: 瑜伽  418.995  

顱薦生命動力療法入門 : 來自生命

呼吸的療癒力量 / 雪莉歐娜.曼柴-席

爾斯(Cherionna Menzam-Sills)著 ; 黃

惠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12 .-- 256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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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5-70-1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骨療法 2.CST: 自然療法  

418.995  

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 / 

吳明賢, 張嘉淵, 江明志, 余金樹, 陳

建宗, 邱仲峯, 黃泰一, 葉肇元, 陳適

安, 陳亮恭, 李祖德, 儲蓉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111 .-- 

109 面; 30 公分 .-- (專題報告 ; 2022-

0) .-- ISBN 978-626-95628-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醫療科

技 3.CST: 產業發展  419.2  

國防三總大外科史. 首部曲 = History 

of surgery at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 魏國晏總編輯 .-- 臺北市 : 

商橋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戴念梓, 

11110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699-0-5 (平裝) NT$650 .-- ISBN 

978-626-96699-1-2 (精裝) NT$950 普

遍級  

1.CST: 三軍總醫院 2.CST: 外科 

3.CST: 歷史  419.333  

*啟動未來醫療 : 臺中榮總 40 年的蛻

變與開創 / 林芝安, 陳培思, 陳培英採

訪撰寫 .-- 臺中市 : 臺中榮民總醫院, 

111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31-6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臺中榮民總醫院  419.333  

我是醫生,在監獄上班 / 崔世鎮著 ; 陳

家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社科苑 ; 4) .-- ISBN 978-

626-7164-89-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醫病關係 2.CST: 醫療服務 

3.CST: 監獄  419.47  

社區、部落能力與社區照顧 / 莊俐

昕, 張玉龍, 黃源協, 蔡惠雅, 詹宜璋, 

Litul Pering(高小娟), 王慧琪, 詹弘廷, 

梁鎧麟合著 ; 黃源協, 張玉龍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92-6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區式照護服務 2.CST: 長期

照護 3.CST: 文集  419.7107  

日本長照堅持的服務 / 大森順方作 ; 

楊佩蓉, 蔡政洲翻譯 .-- 新北市 : 華藝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學 術 出 版 部 , 

111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37-20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機構式照護

服務 3.CST: 日本  419.712  

實用重症護理學  / 張美玉, 劉慧玲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6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61-5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重症護理 2.CST: 重症醫學  

419.821  

還在 : 末期照護實錄與緩和醫療心

法 / 黃建勳編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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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安寧照護 2.CST: 生命終期照

護 3.CST: 緩和醫療照護  419.825  

高危險妊娠護理 / 張靖梅, 劉錦成, 朱

桂慧, 巫曉玲, 葉月珍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3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89-7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產科護理 2.CST: 高危險妊娠  

419.831  

精神科護理學 / 黃瑞媛, 趙又麟, 沈孟

樺, 李怡賢, 段藍媞, 林志豪, 李信謙, 

陳永展, 楊翠媛, 謝佳容, 巫慧芳, 吳

瓊芬, 王俊凱, 黃威智, 陳淑貞, 王美

業, 蔡素玲, 徐瑩媺, 梁妙儀, 陸秀芳, 

黃一玲, 蕭佳蓉, 王麗華, 許寶鶯, 陳

宣佑, 葉明莉, 陳碧霞, 洪翠妹, 林玫

君作 .-- 第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7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90-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精神科護理  419.85  

*照亮精神照護的復元之路 / 黃志中

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 11110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1-14-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精神科護理 2.CST: 社區衛生

護理 3.CST: 長期照護 4.CST: 文集  

419.85807  

家政 

臺灣清.日常民老家具 : 文化保存、

修復技術與構法應用論文集 / 盧圓

華主編 .-- 高雄市 : 樹德科技大學橫

山 USR 專案推動辦公室, 11110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55-3-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家具 2.CST: 古物修復 3.CST: 

文化資產保存 4.CST: 文集 5.CST: 臺

灣  422.3  

心之所嚮,無壓打造質感簡約生活 : 

由內而外,讓生活與心靈都極簡的修

行旅程 / 橙實文化編輯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1 公分 .-- (Orange 

life ; 24) .-- ISBN 978-626-96646-3-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生活指導 

3.CST: 簡化生活  422.5  

微裝潢,勾勒夢想中的家 : 軟裝師不

藏私的改造心法,從預算、動線規劃

到風格建立 ,及選物哲學  / 李佩芳

Carol L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250-0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室內設計 

3.CST: 空間設計  422.5  

精粹生活的理物哲學 : 簡單不勉強、

小坪數也適用,設計理想生活的整理

收納思維! / Clio Yu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07-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空間設計  

422.5  

一生衣事 : 訂製未來的自己 = Forever 

with style-customize your own future / 

李昀著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木

果文創有限公司 , 11112 .-- 324 面; 

20X21 公分 .-- (View 觀點 ; 4) .-- ISBN 

978-986-99576-9-4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服飾 2.CST: 形象  423.2  

服裝製作基礎事典 / 鄭淑玲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11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08-868-3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服裝設計 2.CST: 縫紉  423.2  

古典男裝全圖解 : 蕾絲、馬褲、燕

尾服,深度解密的奢華貴氣西服史 / 

莉蒂亞.愛德華(Lydia Edwards)著 ; 張

毅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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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5 公分 .-- (圖解) .-- ISBN 978-957-08-

660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男裝 2.CST: 歷史  423.2109  

時尚整體造型創意專題實作 / 陳麗

文, 葉忠福, WonDerSun 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55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造型藝術  425  

*心態致瘦 : 諮商心理師的 21 堂身心

減重課 / 蘇琮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3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塑身 3.CST: 應用

心理學  425.2  

不管幾歲都時髦.人氣 KOL 的手作夫

婦情侶裝 / bonpon 著 ; 瞿中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46) .-- ISBN 978-986-

302-646-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衣飾 3.CST: 手工

藝  426.3  

方正有型&圓潤甜美 : 經典幾何手織

麻編包 /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 彭小玲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 (愛鉤織 ; 63) .-- ISBN 978-986-302-

648-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提袋  426.4  

玩裝家家酒 兔妞&熊妹的可愛穿搭

日記 : 大.中.小 3 尺寸手鉤玩偶 x18

件娃娃裝 x25 款配飾 / 秦玉珠著 .-- 

二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111 .-- 106 面; 26 公分 .-- (樂

鉤織 ; 27) .-- ISBN 978-957-9623-93-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玩具 3.CST: 手工

藝  426.4  

零碼布的愛用法則 : 漫玩秋天的有

趣拼布 / BOUTIQUE-SHA 授權 ; 林麗

秀, 彭小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Patchwork 拼布教室 ; 

28) .-- ISBN 978-986-302-647-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簡 單 直 裁 の 43 堂 布 作 設 計 課  / 

BOUTIQUE SHA 授權 ; 劉好殊譯 .-- 

二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111 .-- 72 面; 26 公分 .-- (輕.

布作 ; 46) .-- ISBN 978-957-9623-94-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手工藝  426.7  

纏藝布袋戲 : 台灣手作木偶工藝. 春

仔花篇 / 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 鹿港

春仔花, 施麗梅作 .-- 初版 .-- 嘉義縣 : 

三昧堂, 11110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155-8-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花飾 2.CST: 手工藝 3.CST: 布

袋戲  426.77  

Dollybird Taiwan. vol.7 / HOBBY 

JAPAN 作 ; 黃姿儀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062-47-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洋娃娃 2.CST: 手工藝  

426.78  

風味聖經 / 凱倫.佩吉(Karen Page), 安

德魯 .唐納柏格 (Andrew Dornenburg)

著 ; 黎敏中, 蕭秀姍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8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562-81-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烹飪  427  

家的味道 = Geschmack wie Zuhause / 

周盈萱作 ; 洪慧君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周盈萱, 11110 .-- 100 面; 21X21 公

分 .-- 國語注音 ,中德對照  .-- ISBN 

978-626-01-0631-7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飲食 2.CST: 繪本 3.CST: 臺灣  

427  

酒 X 食聖經 : 食物與酒、咖啡、茶、

礦泉水的完美搭配,73 位權威主廚與

侍酒師的頂尖意見 / 凱倫.佩吉(Karen 

Page), 安 德 魯 . 唐 納 柏 格 (Andrew 

Dornenburg)著 ; 黃致潔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7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62-82-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葡萄酒 3.CST: 飲

料  427  

這就是阿嬤煮的味道 / 鄭春子著 .-- 

臺北市 :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36-9-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飲食 2.CST: 人物志 3.CST: 臺

灣  427  

一日三餐減醣料理 : 72 道低醣速瘦

搭配餐,單週無壓力消失 2kg 的美味

計劃 / 娜塔 Nata 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

252-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減重  427.1  

不吃藥!不動刀!最強神級養身湯 : 日

本瘦身果汁女王的 50 道湯品,解決女

性所有煩惱 / 藤井香江著 ; 涂紋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HD ; 

144) .-- ISBN 978-986-506-570-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養生 3.CST: 湯  

427.1  

好好吃鹽,鹽的料理帖 : 擺脫減鹽迷

思!保留原味 x 極簡調味 x 黃金比

例,90 品最佳用鹽的安心料理 / 角田

真秀作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136 面; 23

公分 .-- (Sasugas ; 77) .-- ISBN 978-986-

289-808-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3.CST: 鹽  

427.1  

安安台北小日常!1 個人的下班料理 : 

韓劇小菜、和風飯麵、西式輕食等

YouTube 頻道詢問度超高料理,分享

調味料評比、必備烹飪神器 / 張安

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4 公

分 .-- (Cook50 ; 227) .-- ISBN 978-626-

7064-33-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427.1  

我的減醣高植餐桌 : 66 道常備品.家

常料理.早餐.涼拌.湯品.點心 / 胖仙

女(蔡宓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

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九

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i 健康 ; 60) .-- ISBN 

978-626-7207-05-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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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食譜 2.CST: 減重  427.1  

*愛上鑄鐵鍋 : 活用中小型 STAUB 鍋,

在家烹調更輕鬆,79 道蒸煮、油炸、

煙燻、甜點料理天天上桌 / 今泉久

美作 ; 顏理謙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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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 面; 26 公分 .-- (五味

坊 ; 70) .-- ISBN 978-986-459-460-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極度美味的家庭火鍋決定版 : 個人

鍋到話題鍋物食譜,特選 250 鍋! / 主

婦之友社作 ; 林倚禾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1-401-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銀髮養生創意料理 / 王俊勝, 江倍菘, 

吳青華, 吳森澤, 巫清山, 林宏隆, 高

佳誼, 康佩鈺, 盛秀娟, 陳俊農, 陳雅

心, 楊裕能, 蔡明燕, 鄭昭雲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拓沛有限公司, 11110 .-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717-0-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健康飲食  427.1  

樂活上菜 / 李少慈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71-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盧彥澤的幸福餐桌 : 再怎麼難,只要

能跟家人好好吃飯,就是幸福 / 盧彥

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085-0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盧 b 彥澤 2.CST: 臺灣傳記 

3.CST: 烹飪 4.CST: 食譜  427.1  

日日好食 : 前菜、沙拉、湯品、主

菜、甜點, 精選套餐中 5 大類人氣料

理!舒適吃一餐 / 潘明正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Cooking ; 

16) .-- ISBN 978-986-5481-37-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2  

初心者的日式家常料理 : 便利食材 X

簡單步驟,暖心和食端上桌 / 王珠惠

著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112 .-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8-

790-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3.CST: 日本  

427.131  

花蓮上菜 / 花蓮市農會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禾禾文化工作室, 11111 .-- 

256 面; 22 公分 .-- (Hiver ; 2) .-- ISBN 

978-626-96718-1-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食譜 2.CST: 花蓮縣  427.133  

3D 果凍花 : 百變商機創新之路 / 文

彩燕, 林佳蓉, 吳文進, 程意涵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1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443-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5 種麵團翻轉造型麵包 : 貝果、餐包、

吐司、菠蘿麵包、手撕麵包,造型全

圖 解 , 視 覺 味 蕾 心 情 大 滿 足 ! / 

Jamie(賴琬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95-

7 (平裝) NT$588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一罐「葡萄乾酵母」 經典麵包再進

化 / 太田幸子作 ; 涂雪靖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01-596-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日本職人の本格麵包事典 : 6 種典型

麵團 x95 款世界經典麵包,在家就能

烤出專業級美味 / 松尾美香作 ; 陳冠

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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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Sasugas ; KJ2081) .-- ISBN 978-986-

289-807-9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打發,基礎的基礎(新手操作影音重點

提醒版) : 零基礎烘焙的第一堂課 : 

鮮奶油、奶油、雞蛋、乳酪基本技

法與糕點 / 王安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 112 面; 24 公分 .-- (Cook50 ; 225) .-- 

ISBN 978-626-7064-31-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用科學瞭解麵包的「為什麼?」 / 梶

原慶春, 木村万紀子作 ; 胡家齊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 (Easy cook ; E127) .-- ISBN 978-626-

96508-0-4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吐司技法大全 : 53 款手作吐司大公

開!以新鮮酵母、白神酵母、星野酵

母、老麵製作的無添加美味吐司  / 

王宗祐, 黃葉嘉, 許慶德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144 面; 26 公分 .-- (Baking ; 

16) .-- ISBN 978-986-5481-34-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吃過就感動的乳酪蛋糕 : 一定要擁

有的烘烤與免烤乳酪蛋糕配方! / 小

嶋留味作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出版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80 面 ; 26 公 分  .-- (Joy 

cooking) .-- ISBN 978-986-6210-88-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早安.午安 Home café : 69 種在家也能

享受的咖啡廳風格餐包、早午餐、

甜點、蛋糕 / 朴星美作 ; 陳品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058-4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老麵麵包風味改良 : 技能競賽之教

學成果 / 黃麗華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屯出版社, 11110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629-4-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吳克己的家庭烘焙 : 超人氣熱銷麵

包食譜 / 吳克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1-395-

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34 

 

東京點心教室的私房甜點配方 : 43

道甜而不膩的居家甜點食譜 / marimo

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487-

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茉莉兒愛烘焙 : 幸福感手作甜點與

美感包裝法 / 邱穎珊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94-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點心 DIY / 吳青華, 葉昱昕, 陳楷

曄, 沈貞伶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

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168 面; 

26 公分 .-- (baking ; 16) .-- ISBN 978-

986-5481-35-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純素無蛋奶烘焙小點 / 吳仕文, 施建

瑋, 吳玉梅, 簡維岑, 崔銀庭, 李秀真, 

游香菱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Baking ; 17) .-- ISBN 978-986-

5481-38-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素食食譜  

427.16  

就是愛烘焙 / 蔡詠欣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97-5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臺灣國產美味魚鮮料理書 : 50 道營

養午餐的好味提案 / 周維民(小周師)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民國全國

漁會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

署, 11110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37-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魚類 2.CST: 烹飪 3.CST: 海鮮

食譜  427.252  

24 節氣輕蔬食 /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營養科及中醫部團隊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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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Family 健康飲食 ; 39X) .-- ISBN 978-

626-96625-6-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蔬菜食譜  427.3  

護生素食. 第一輯 / 饒秋霞編著 .-- 新

北 市  : 玄 奘 印 刷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08 面; 26 公分 .-- (心靈叢

書 ; A5-05004) .-- ISBN 978-626-7142-

27-1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素食食譜  427.31  

減醣高纖 植物蛋白料理大全 : 告別

肉蛋奶!125 道抗老化、低熱量全豆

類料理,從前菜、沙拉、各國主餐到

甜點飲品,改善腸道、穩定血糖,讓你

飽又容易瘦。 / 喬.尤南(Joe Yonan)

著 ; 賴孟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常

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06-5-6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豆菽類 2.CST: 食譜  427.33  

經典米麵食 / 邱献勝, 馮寶琴, 陳昱蓁, 

鍾昆富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6

公分 .-- (Baking ; 15) .-- ISBN 978-986-

5481-36-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麵食食譜 2.CST: 點心食譜  

427.38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 學/

術科教戰指南 / 蘇涵瑜, 胡盛春, 蔡佳

怡, 盧玫吟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86-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飲料 2.CST: 考試指南  427.4  

咖啡行者的全息烘焙法 / 謝承孝著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179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90-7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絕品雞尾酒研究室 : 5 支基酒 x4 種

基本技法 x3 組方程式,隨心所欲調出

452 款世界級經典雞尾酒 / 編集工房

桃庵編著 ; 安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599-

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調酒  427.43  

手作抹醬 / 李耀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168 面; 26 公分 .-- (滋味館 ; 95) .-- 

ISBN 978-986-06889-4-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調味品 2.CST: 食譜  427.61  

*料理名家私房常備「冷凍調理包」

百變食譜 : 裝袋、調味、冷凍,11 種

主要食材搭配 15 種美味配方,保存期

長、免解凍、方便煮,60 道多國料理

輕鬆上桌! / 藤井惠著 ; 林美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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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9-45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食品保存 2.CST: 冷凍食品 

3.CST: 食譜  427.74  

料理細節不失手的美味百科 : 在家

煮,也可以是行家!從備料、洗菜、切

工、下鍋到擺盤,每個環節都到位 / 

話題の達人倶楽部著 ; 張嘉芬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73-31-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烹飪  427.8  

燒肉美味手帖 / 藤枝祐太監修 ; 黃美

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401-593-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肉類食譜  427.8  

人智醫學育兒寶典 : 當代之最 兒童

健康照護與教養百科(0~18 歲) / 米凱

拉.葛羅克勒(Michaela Glöckler), 沃爾

夫岡.戈貝爾(Wolfgang Goebel), 卡琳.

米夏爾(Karin Michael)合著 ; 韋萱, 陳

念萱, 林碩斌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織錦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720

面; 24 公分 .-- (療育與健康系列 ; 

CAH02) .-- ISBN 978-986-06533-8-0 

(精裝) NT$16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健康照護  428  

好冷喔! / 李苑芳文 ; 崔麗君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48 面; 19X19 公分 .-

- ISBN 978-957-490-6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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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兒百景 / 久保綾子作 ; 林宜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28 面; 15X17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43-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428  

哈啾! / 賽門.菲利浦(Simon Philip)文 ; 

納森.里德(Nathan Reed)圖 ; 吳羽涵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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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迷繪本 ; 123) .-- ISBN 978-957-521-

593-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生

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428  

認識世界的第一本書 : 從天空到海

底,超過 4000 組圖像與詞彙帶孩子探

索世界 / 湯姆.斯漢普(Tom Schamp)

作 ; 楊昕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0 .-

- 64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408-

862-1 (精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428  

寶寶正在跟你說話  / 凱文 .努金特

(Kevin Nugent)著 ; 廖婉如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 雅緻文化有限公司(愛兒學

母公司), 11111 .-- 132 面; 23X23 公

分 .-- (LP ; 4) .-- ISBN 978-986-357-256-

5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新生兒發育生理  

428  

350 道五色蔬果斷乳食 : 奠定寶寶一

輩子健康 /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11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397-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3.CST: 

蔬食 4.CST: 食譜  428.3  

讓孩子大口扒飯的魔法料理 : 1 歲半

~5 歲的煩惱媽媽靠這本就 OK / AO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1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428-1-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食譜  428.3  

FUN 樂園找找趣 / 林靈作 ; 久久工作

室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10 面 ; 

25X31 公分 .-- ISBN 978-626-313-104-

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認

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428.8  

加斯頓自我成長繪本. 1 : 分享最快樂 

/ 曾荷麗(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作 ; 

許雅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

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11 .-- 32 面; 18X18 公分 .-- (little 

minds ; 21) .-- ISBN 978-626-7038-55-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428.8  

加斯頓自我成長繪本. 2 : 輸贏都很棒 

/ 曾荷麗(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作 ; 

許雅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

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11 .-- 32 面; 18X18 公分 .-- (little 

minds ; 22) .-- ISBN 978-626-7038-56-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428.8  

加斯頓自我成長繪本. 4 : 我學會原諒 

/ 曾荷麗(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作 ; 

許雅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

文化, 11111 .-- 32 面; 18X18 公分 .-- 

(little minds ; 24) .-- ISBN 978-626-

7038-58-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心

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428.8  

你的身體在對你說話 / 莉迪亞.鮑爾

斯(Lydia Bowers)文 ; 伊莎貝爾.爾穆

紐茲(Isabel Muñoz)圖 ; 張家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727-2-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情

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428.8  

注意!情緒怪獸來襲 : 引領孩子認識

&接納情緒的療癒繪本 / 蘿蘭.史塔

克莉文 ; 艾倫.蘇瑞圖 ; 林芳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6 面; 25X25 公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7224-10-6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情緒教育 3.CST: 

繪本  428.8  

這個洞那個洞 / 何佳芬作 ; 黃雄生插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56-2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認

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428.8  

Festival of penguin / 鄭淮榕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鄭淮榕, 11111 .-- 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6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428.84  

華佗開講. IX, 台北榮總名醫教健康 / 

張心湜, 陳威明, 許立奇等作 ; 潘金英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基金會, 11111 .-

- 296 面; 21 公分 .-- (企業人健康管理

叢書 ; 9) .-- ISBN 978-986-06149-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家庭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429  

農業 

茶園裡遇見佛陀  / 張顥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73-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有機農業  430.13  

幸福好食 : 新北當令低碳吉食曆 / 邵

廣昭, 陳建志, 何昕家, 張錦霞, 游嘉

萍, 李梅芳文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北市政府,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7135-77-8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永續農業 2.CST: 環境教育 

3.CST: 新北市  430.31  

中華民國農業教育學會第 17 屆會刊 

/ 詹富智, 蔡孟峰, 王智立, 鍾文鑫, 戴

宏光, 曾雲虹編輯 .-- 臺中市 : 中華民

國農業教育學會, 111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879-1-7 (平裝)  

1.CST: 中華民國農業教育學會  

430.3106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

場改制 25 週年機關誌 / 鍾國雄總編

輯 .-- 第 1 版 .-- 苗栗縣公館鄉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 

1111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16-4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

業改良場 2.CST: 農業推廣 3.CST: 技

術發展 4.CST: 臺灣  430.33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業減碳增匯作為

研 討 會 論 文 輯  =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carbon sinks 

enhancement to climate change / 廖君達, 

田雲生, 蕭政弘, 李紅曦主編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中華農業氣象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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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1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290-1-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農業 2.CST: 氣候變遷 3.CST: 

碳排放 4.CST: 文集  430.7  

都會農業技術暨食農教育實務應用

研討會. 111 年 / 莊浚釗總編輯 .-- 第

一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11111 .-- 165 面; 

29 公分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

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 61 號) .-- ISBN 

978-626-7110-17-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農業 2.CST: 永續農業 3.CST: 

文集  430.7  

半農理想國 : 台灣新農先行者的進

擊之路 / 賴青松, 楊文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865-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農民 2.CST: 農業經營  431.4  

友善環境之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研

討會專刊 / 楊恩誠, 姚美吉, 李啟陽, 

王泰權, 曾瑞昌, 鄭安秀, 吳雅芳, 蔡

孟旅, 吳奕君, 陳巧燕, 莊國鴻, 施錫

彬, 陳盈丞, 林慧婷, 蔡孟旅, 陳奐宇, 

陳昇寬作 ; 張淳淳, 陳昇寬, 侯惠珍, 

陳勵勤主編 .-- 臺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1110 .-- 

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

14-0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植物病蟲害 2.CST: 農作物 

3.CST: 文集  433.407  

夢幻湖的月球訪客 : 水土保持 X 臺

灣口語文學四句聯繪本 / 許晉豪, 傅

怡棻文字編撰 ; 洪晨萱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11110 .-- 25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10-20-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水土保持 2.CST: 環境教育 

3.CST: 繪本  434.273  

*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年報. 

民國 110 年 / 陳乃華, 李思慧, 郭宏遠, 

郭嫻婷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 

11110 .-- 16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22-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植物育種 2.CST: 植物繁殖  

434.28  

種苗業者名錄. 2022 / 陳乃華, 李思慧

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11110 .-- 

241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

21-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植物育種 2.CST: 組織培養 

3.CST: 工商名錄  434.28026  

植 物 品 種 權 年 鑑 . 110 年  = The 

yearbook for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 in 2021 / 安志豪, 蔡瑜卿, 郭

宏遠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 

[南投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中華種苗學會, 

11111 .-- 197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626-7110-23-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植物育種 2.CST: 品種 3.CST: 

植物圖鑑  434.287058  

生 機 互 動 果 園  / 艾 倫 法 . 菲 佛

(Ehrenfried Pfeiffer), 邁克爾 .瑪塔斯

(Michael Maltas)著 ; 張隆仁翻譯 .-- 初

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三元生活實踐

社, 11110 .-- 190 面; 19 公分 .-- (人智

學世界觀.BD 農業 ; 2) .-- ISBN 978-

626-95176-3-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果樹類 2.CST: 栽培 3.CST: 有

機農業  435.3  

*桑椹栽培管理技術 / 張雅玲, 賴瑞聲

著 .-- 苗栗縣公館鄉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1110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10-18-

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桑椹 2.CST: 栽培  435.314  

波比的花花世界 / 宋藍美玉文 ; 華德

社區圖 .-- 臺南市 : 台南市北區華德

社區發展協會, 11110 .-- 38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409-

3-8 (精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花卉 2.CST: 繪本  435.4  

雨林縱火犯 : 生物多樣性與熱帶雨

林生態系 / 胡妙芬文 ; 柯智元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136 面; 23 公分 .-- (達

克比辦案 ; 12) .-- ISBN 978-626-305-

359-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森林生態學 2.CST: 生物多樣

性 3.CST: 熱帶雨林 4.CST: 漫畫  

436.12  

小動物臨床腫瘤學 / David M. Vail, 

Douglas H. Thamm, Julias Liptak 作 ; 羅

億禎譯 .-- 六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

唯爾有限公司, 11111 .-- 865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7093-3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獸醫學 2.CST: 腫瘤學  437.2  

獸 醫 胸 腔 聽 診 手 冊  / Laín García 

Guasch, J. Alberto Montoya Alonso 作 ; 

羅億禎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美德

羅工作室, 11111 .-- 13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96761-0-1 ( 精 裝 ) 

NT$2980 普遍級  

1.CST: 獸醫學 2.CST: 診斷學  

437.255  

珍珠和奶茶 : 導盲犬的故事 / 鄭博真

文 ; 張元綺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43-482-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犬訓練 2.CST: 通俗作品  

437.354  

第一次養荷蘭侏儒兔就上手 / 田向

健一作 ; 林農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

489-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兔 2.CST: 寵物飼養  437.374  

蠶桑多元創新應用成果發表會專刊. 

2022 = 2022 proceedings of diversified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nd 

achievements of mulberry and seribulture 

/ 廖久薰, 吳姿嫺, 呂秀英編 .-- 第一

版 .-- 苗栗縣公館鄉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1111 .-- 112

面; 26 公分 .--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特

刊 ; 第 6 號) .-- ISBN 978-626-7110-25-

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養蠶 2.CST: 文集  437.820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年報. 2021 

= Fisheries Agency,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2021 annual 

report / 繆自昌, 焦正清, 劉家禎, 陳汾

蘭, 陳文深, 周淑幸, 陳昭慧, 鍾文正, 

楊文賢, 陳彥臻編輯委員 .-- 高雄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1110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

12-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438.21061  

茗茶秋毫 : 南投縣傳統手工製茶文

化 / 蘇沛琪作 .-- 初版 .-- 南投市 : 南

投縣政府文化局, 11110 .-- 406 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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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471-22-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3.CST: 南投

縣  439.4  

工程 

Creo Parametric 6.0 零件設計. 進階篇 

/ 梁景華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

文化, 11110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3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輔助設計 2.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40.029  

快速學會 Creo Parametric 6.0 進階設

計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

化, 11111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38-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輔助設計 2.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40.029  

精通 Creo Parametric 6.0. 進階篇 / 周

曉龍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1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19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輔助設計 2.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40.029  

土木高考一本通  / 黃偉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84-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土木工程  441  

智慧建築在臺灣. 2022 : 優良智慧建

築 作 品 專 輯 . 第 三 屆  = Intelligent 

building in Taiwan. 2022 /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編輯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2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智慧型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3.CST: 作品集  441.307  

悠活樂齡 : 合勤共生宅年鑑. 第四輯 

/ 合勤健康共生宅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12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145-1-9 (精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安養機構 

3.CST: 高齡化社會  441.434  

圖解 S 造建築入門 : 一次精通鋼骨造

建築的基本知識、設計、施工和應

用= ゼロからはじめる「S 造建築」

入門 / 原口秀昭著 ; 陳曄亭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藝術叢書 ; FI1023X) .-

- ISBN 978-626-315-210-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鋼結構 2.CST: 結構工程  

441.559  

鋼構造建築物防火設計技術參考手

冊 / 陳誠直總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111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8-23-

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防火 2.CST: 鋼結構 3.CST: 建

築材料  441.559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 詹氏

書局編輯部 .-- 三版 .-- 臺北市 : 詹氏

書局, 11110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05-650-4 (平裝) NT$230 普

遍級  

1.CST: 防震 2.CST: 建築物  441.571  

防漏除壁癌終極全書 : 先斷絕水源,

再確實做好防水,成因、工法、材料、

價格全部有解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 二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11 .-- 160 面; 22 公分 .-

- (Solution ; 94X) .-- ISBN 978-986-408-

870-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防水 2.CST: 壁 3.CST: 建築物  

441.573  

非人類的住民 : 與它共生 / 劉振宇總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出版 : 桃園市政府發行, 11110 .-- 18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57-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水利工程 2.CST: 水資源管理 

3.CST: 生態工法 4.CST: 桃園市  

443  

110-111 年度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重

大計畫成效評估. (2/2) / 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1112 .-- 33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305-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集水區 2.CST: 水資源保育  

443.6  

尋溯 : 與曾文溪的百年對話 = Tracing 

a river : water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Zengwen River / 顧雅文編著 .-- 臺中

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06-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水利工程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曾文溪  443.6933  

冷凍空調工程規劃與管理 / 陳聰明

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4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冷凍 2.CST: 空調工程  

446.73  

公職考試講重點 : 機械製造學 / 程東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436-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機械製造  446.89  

交通科技大圖解 / 陳豫弘總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41-688-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運輸工具 2.CST: 科學技術  

447  

行車安全的守護者 檢驗員 / 蔡秉錡

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學,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453-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汽車檢驗  447.161  

(升科大四技)數位邏輯設計完全攻

略 / 李俊毅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

375-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積體電路 2.CST: 設計  

448.62  

主流電腦輔助電路設計 : Protel 99 SE 

/ 張義和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844 面; 

23 公分 .-- 拼經濟版 .-- ISBN 978-626-

328-342-8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電路 2.CST: 電腦輔助設計 

3.CST: 電腦程式  448.62029  

雷射工程 / 楊寶賡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85-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雷射光學  448.89  

PLC 原理與應用實務 / 宓哲民, 王文

義, 陳文耀, 陳文軒編著 .-- 十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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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6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4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動控制  448.9  

可程式控制器原理與應用 : FX2 / 陳

聰敏, 吳文誌, 汪楷茗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4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動控制  448.9  

西門子 SIMATIC S7-1200/1500 進階

應用 / 賴祐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7-237-

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自動控制  448.9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彙編 / 行政院

原子 能委 員會 放射 性物 料管 理局

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11112 .-

- 27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62-29-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核能 2.CST: 核能廢料 3.CST: 

物料管理 4.CST: 法規  449.023  

全面透視核能 / 趙嘉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75-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核能  449.1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夢想之地 : 一座城市的空間改造運

動 / 鍾文萍主編 .-- 新竹市 : 新竹市

政府, 111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1-46-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公共建設 

3.CST: 空間設計 4.CST: 新竹市  

445.1  

容積移轉聖經 : 臺北市容積移轉法

令剖析與市場操作實務 / 鄭德篆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 

11111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05-651-1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土地法規 

3.CST: 房地產法規  445.1023  

水的價值 : 我們為解決世上最艱鉅

的挑戰踏上尋覓之旅  / 麥特 .戴蒙

(Matt Damon), 蓋瑞.懷特(Gary White)

著 ; 溫力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視野 ; 92) .-- ISBN 

978-626-7238-04-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飲水供給 2.CST: 水資源 

3.CST: 開發中國家  445.2  

氣候行動 : 地球的未來在你手中!最

全觀的環境教育小百科 / 喬治娜.史

蒂文斯(Georgina Stevens)文 ; 凱蒂.瑞

絲(Katie Rewse)圖 ; 王姿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72 面; 29

公分 .-- (知識滴 ; 44) .-- ISBN 978-626-

7038-60-4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環境教育 2.CST: 氣候變遷 

3.CST: 環境保護 4.CST: 通俗作品  

445.9  

低 碳 轉 型 大 不 同  = Sustaining a 

decarbo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owards 

net zero /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安侯

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財團

法 人 安 侯 建 業 教 育 基 金 會 發 行 , 

11111 .-- 124 面; 23 公分 .-- (KPMG 系

列) .-- ISBN 978-986-96797-8-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碳排放 2.CST: 綠色企業 

3.CST: 永續發展 4.CST: 產業發展  

445.92  

應用化學；化工 

紐西蘭之葡萄酒產業 : 市場競爭構

造,企業行動,製品戰略 / 星野琬惠, 下

渡敏治文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27-481-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2.CST: 酒業 3.CST: 紐

西蘭  463.814  

*飲自然. 2 : 土與火 / 林裕森, 顧瑋, 

In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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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5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463.814  

跳脫品酒學,做自己的葡萄酒行家 : 

40 年國際葡萄酒講師的享酒之道,不

裝腔作勢,帶你真正探討風味本質,找

出專屬於自己的品飲方式 / 宮嶋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27-8-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2.CST: 品酒  463.814  

大賺二十九倍的威士忌投資學 : 從

收藏者晉升投資家的致勝關鍵 / 崔

洛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

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57-2-4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威士忌酒 2.CST: 酒業 3.CST: 

投資  463.834  

咖啡的科學 : 從栽種採收、烘焙研

磨、溫度控制、沖煮萃取到採購訣

竅的完美咖啡事典 / 崔斯坦.史蒂文

森(Tristan Stephenson)著 ; 周沛郁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73-26-8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63.845  

水性塗料筆塗教科書 / Hobby JAPAN

作 ; 黃姿儀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62-44-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塗料  465.6  

製造 

智慧製造 / 陳春龍, 陳俊龍, 羅明琇, 

唐揆, 吳安妮, 黃政仁, 蔡瑞煌, 林怡

伶, 李蔡彥, 羅崇銘, 左瑞麟, 曾一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567-4-5 ( 平 裝 ) 

NT$538 普遍級  

1.CST: 製造業 2.CST: 生產管理 

3.CST: 生產管理系統  470  

世 界 名 錶 年 鑑 . 2022-23 = Watch 

calendar :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 / 郭峻彰總編輯 .-- 臺北

市 : 木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06349-5-2 (精裝) NT$1588 普遍級  

1.CST: 鐘錶 2.CST: 年鑑  471.2  

鐘錶的科學 : 錶面底下隱藏著時間

的祕密,科學如何用尖端的技術追求

<分秒不差> / 織田一朗著 ; 黃怡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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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知

的! ; 200) .-- ISBN 978-626-320-281-8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鐘錶 2.CST: 精密機械工業 

3.CST: 技術發展 4.CST: 歷史  

471.209  

動手玩 Arduino : ATtiny85 互動設計

超簡單 / 楊明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345-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電腦 2.CST: 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圖解貴金屬技術 / 清水進, 村岸幸宏

著 ; 洪銘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

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80-249-4 (平裝) NT$1300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作法  472.1  

商業；各種營業 

蔗款人生 : 臺灣糖業故事 / 王振愷, 

張季雅, 楊双子, 楊富閔, 蕭秀琴[作] ; 

廖志墭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11 .-- 冊 .-- (臺

灣文化路徑系列叢書) .-- ISBN 978-

986-532-703-3 (全套: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糖業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481.80933  

台灣家禽統計手冊 . 2021 = Taiwan 

poultry production statistics / 陳志峰總

編輯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獸醫畜產

發展基金會, 11112 .-- 99 面; 26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81922-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家禽業 2.CST: 統計 3.CST: 手

冊  483.1028  

日本點餐完全圖解 : 看懂菜單 X 順

利點餐 X 正確吃法 / 酒雄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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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9-37-

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餐廳 2.CST: 餐飲業 3.CST: 日

本  483.8  

高效運算系統發展趨勢暨大廠布局

分 析  =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alysis / 施柏榮, 陳奕伶, 魏傳虔, 陳

牧風, 黃馨, 楊智傑, 富士 Chimer 總研

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1110 .-- 1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84-5 (平

裝) NT$14800 普遍級  

1.CST: 電腦資訊業 2.CST: 網路科技 

3.CST: 產業發展  484.67  

Taiwan 數位內容產業年鑑. 111 / 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 

11110 .-- 3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3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資訊業 2.CST: 年鑑  

484.67058  

炭空 : 追尋記憶深處的煤鄉 / 朱健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36 面; 

23 公分 .-- (歷史與現場 ; 330) .-- ISBN 

978-626-353-144-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煤業 2.CST: 歷史 3.CST: 照片

集 4.CST: 臺灣  486.4  

黑金世界裡的血汗人生 / 朱健炫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英杰企業有限公司, 

11110 .-- 200 面; 26 公分 .-- (礦工謳歌

系列) .-- ISBN 978-986-94381-6-2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煤業 2.CST: 歷史 3.CST: 照片

集 4.CST: 臺灣  486.4  

金鼎獎頒獎典禮得獎者簡介專刊. 第

46 屆  = Golden Tripod Awards for 

Publication 2022 / 文化部, 臺灣電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文化部, 11111 .-- 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79-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出版業 2.CST: 電子出版 

3.CST: 線上出版 4.CST: 臺灣  

487.7933  

迢迢織路 : 臺南四百年來紡織工業

發展與演變 / 王子碩, 段洪坤, 曾繁絹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

化局,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01-57-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紡織業 2.CST: 產業發展 

3.CST: 歷史 4.CST: 臺南市  488  

服務品質管理 : 新時代的創新思維 =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 innovative 

thinking in the new era / 蘇衍綸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7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服務業管理 2.CST: 品質管理  

489.1  

全台 20 大美容美體 SPA 館 / 以利文

化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以利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112 .-- 4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80-3-9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美容業 2.CST: 創業  489.12  

那些死亡教我如何活 : 一位清掃死

亡現場者 20 年的生死思索 / 特掃隊

長著 ; 莊雅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32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

問 ; 465) .-- ISBN 978-626-353-103-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殯葬業 2.CST: 生死觀 3.CST: 

文集  489.66  

樂玩藝術 : 從潮玩公仔到 NFT,新世

代藝術收藏投資入門 / 王玉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11 .-- 208 面; 25 公分 .-

- (Solution ; 142) .-- ISBN 978-986-408-

866-9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藝術市場 2.CST: 蒐藏 3.CST: 

投資  489.7  

商學 

商業概論 : 考前衝刺之歷屆試題精

選 /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85-316-9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商業  490  

永續工程與管理 / 中國工業工程學

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23-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社會學 2.CST: 企業管理 

3.CST: 永續發展  490.15  

*商務談判 : 創造雙贏的策略與技巧 

/ 鄧東濱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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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新

北市 : 聯合發行股分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3-46-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商業談判  490.17  

平台假象 : 蠶食科技巨擘照顧不到

的市場區隔,建立相對規模及結構性

競爭優勢,創造高成長收益 / 強納森.

尼(Jonathan A. Knee)著 ; 林步昇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78) .-- ISBN 978-986-398-

834-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電子商務 

3.CST: 行銷管理  490.29  

(全圖解)財報比較圖鑑 : 108 張圖表

看懂財報真相,買對飆股 / 矢部謙介

作 ;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iRICH ; 35) .-- ISBN 978-

957-658-986-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財務報表 2.CST: 財務分析  

495.47  

*舞弊的治與防 : 鑑識會計與反舞弊 

/ 陳麗秀總編輯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

台灣舞弊防治與鑑識協會, 11110 .-- 

100 面 ; 28 公 分  .-- ISBN 978-626-

96725-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會計審計 2.CST: 風險管理  

495.9  

0 接 觸 行 銷 術  : 活 用 YouTube 、

Amazon、Google 三大平台,不用交際、

不拉業務也能賺進大把訂單 / 林直

人著 ;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593-

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電子商務 

3.CST: 行銷策略  496  

TikTok 百萬流量全公開 / 617 劉易蓁, 

石總監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

121-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網路社群 2.CST: 網路行銷  

496  

成功撰寫行銷企劃案 / 戴國良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12 .-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

285-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企劃書  496  

社群時代最強行銷術 : 提高觸及率 x

強化粉絲互動 x 精準傳遞品牌,低成

本高獲利的 5 大社群經營密技 / 門口

妙子著 ; 劉宸瑀, 高詹燦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08-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借勢 : 社群時代,人人都該學的引爆

流量法則 / 金槍大叔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先 覺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34-442-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品牌 2.CST: 品牌行銷 3.CST: 

廣告策略  496  

圖解數位行銷的基礎入門必修課  / 

山浦直宏原著 ; 陳亦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4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電子商務  

496  

圖解臉書內容行銷有撇步! : 突破

Facebook 粉絲團社群經營瓶頸 / 蔡沛

君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1-286-7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網路社群  496  

網路與社群行銷 / 欒斌, 劉芳怡, 陳苡

任合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36-2-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關係飛輪 : 把用戶變成自己人!建構

親密關係紐帶,讓自流量帶著品牌一

起飛 / 徐誌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304 面; 21 公分 .-- (實用知識 ; 83) .-

- ISBN 978-626-7164-93-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品牌行銷 2.CST: 企業經營 

3.CST: 顧客關係管理  496.14  

行銷 : 商業世界的成功策略 / 肯尼斯.

勒 默 尼 耶 - 菲 茨 休 (Kenneth Le 

Meunier-FitzHugh)著 ; 吳宜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85-

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行銷策略 2.CST: 銷售  496.5  

麥凱銷售聖經 : 人人都能發掘自我

潛 能 , 成 為 銷 售 精 英  / 哈 維 . 麥 凱

(Harvey Mackay)著 ; 吳國欽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410 面; 21 公

分 .-- (Big ; 399) .-- ISBN 978-626-353-

084-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行銷心理學  

496.5  

業務之神的回話細節  : 逼人買到

「剁手指」還停不了,的 46 個銷售成

交技巧! / 張靜靜著 .-- 新北市 : 大樂

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48-24-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行銷心理學 

3.CST: 職場成功法  496.5  

業務學 : 每個月 50 筆大數據分析,拿

下訂單、業績翻倍的標準流程。 / 

今井晶也著 ; 黃雅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Biz ; 413) .-- ISBN 

978-626-7192-67-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銷售 2.CST: 業務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6.5  

顧客關係管理 / 徐茂練編著 .-- 八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45-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顧客關係管理  496.5  

百億超業 CEO 教你業務鐵軍 : 從 10

人到 3,000 人,打造規模 100 億的冠軍

團隊 / 張強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 (Smart ; 116) .-- ISBN 978-626-7148-

23-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銷售管理 2.CST: 職場成功法  

496.52  

顧客討厭什麼!? : 消除顧客討厭的東

西,讓你的產品/服務成為最好的選擇 

/ 尼古拉斯.韋伯(Nicholas J. Webb)著 ; 

陳雅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1111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71-0-9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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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顧客服務 2.CST: 顧客滿意度 

3.CST: 顧客關係管理  496.7  

智慧門市管理系統 : 收銀大師. 2, 流

通管理資訊系統 / 楊潔芝, 張谷光, 呂

育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35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資訊系統 2.CST: 商店管

理 3.CST: 零售業  498.2029  

企業管理 

孫子商道 : 不連續思維 / 詹茂焜作 .-

- 第二版 .-- 臺中市 : 中華商道發展協

會, 11112 .-- 392 面; 20X21 公分 .-- (屯

園商道叢書) .-- ISBN 978-986-06002-

1-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孫子兵法 2.CST: 研究考訂 

3.CST: 企業管理 4.CST: 謀略  494  

尋找永續企業之道 : 企業長壽、持

續獲利的本質 / 詹志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3 公分 .-- 

(Big ; 402) .-- ISBN 978-626-353-169-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企業經營 

3.CST: 永續發展  494  

*由行動研究之過程強化教學實踐歷

程 : 多元教學方法對學生學習之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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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65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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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下企業管理.劍指現勢時事 : 一個

管理學者的社會責任 / 陳厚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3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923-4-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文集  

494.07  

公司賺錢這樣做 / 川上昌直作 ; 張嘉

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12 .-- 

2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

9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策略管理  

494.1  

尼采商學院 : Linkedln 創始人里德.霍

夫曼盛讚,一周一篇,激發創業投資的

勇氣與智慧 / 戴夫.吉爾克(Dave Jilk), 

布萊德.菲爾德(Brad Feld)著 ; 李屹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

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69) .-- ISBN 

978-626-7014-84-4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CST: 創業 

3.CST: 企業經營 4.CST: 成功法  

494.1  

永續力 : 台灣第一本「永續發展」

實戰聖經,一次掌握熱門永續新知+

關鍵字 / 社企流, 願景工程基金會

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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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80-3-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永續發展  

494.1  

服務建議書之製作 / 周金柱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周金柱,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80-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劃書 2.CST: 政府採購  

494.1  

阿米巴稻盛經營學 / 邱東波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1-950-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管理  

494.1  

創業缺錢又何妨,沒有手段才是真絕

望 : 白手起家 69 招,從致富故事學道

理,誰說窮人沒資格賺大錢! / 喬友乾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41-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成功法  494.1  

結構洞 : 面對超連結複雜世界的簡

單規則 / 盧希鵬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288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81) .-

- ISBN 978-986-398-827-4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競爭 2.CST: 企業管理 

3.CST: 產業結構  494.1  

數位新創業 / 李培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經濟日報,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經營管理 ; 24) .-- ISBN 978-

626-96507-1-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決策管理 3.CST: 

個案研究  494.1  

霍桑效應 / 喬治.埃爾頓.梅奧作 ; 項

文輝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20) .-- ISBN 978-

986-392-47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霍桑效應  494.1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研討會論文

集. 2022 年 = Proceedings 2022 Seminar 

of Institute of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cience / 國防大學管理

學院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編輯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11111 .-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0-

45-0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決策管理 

3.CST: 文集  494.107  

你有正確回答問題嗎? : 提高 AQ 的

六個方法  / 布萊恩 .格里布考斯基

(Brian Glibkowski)作 ; 張玄竺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1 公

分 .-- (財經企管 ; BCB783) .-- ISBN 

978-986-525-917-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商務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你是來帶人,不是幫部屬做事 / 麥可.

邦 吉 . 史 戴 尼 爾 (Michael Bungay 

Stanier)著 ; 林宜萱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582-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494.2  

*沒有人天生在上位 ,學會「帶人」

無所畏 : 高 EQ、大格局、好手腕,你

讓下屬人人追捧、老闆不得不用! / 

楊仕昇, 原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531-8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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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風向的 3%法則 / 希瑟.漢森(Heather 

Hansen)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

化,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6-06-4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商務傳播 2.CST: 人際傳播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推倒高牆 : 哈佛商學院「進階領導

力倡議」創辦人拆解全球社會創新

個案,打造跨領域聯盟,創造更大生態

系 統 改 變  / 羅 莎 貝 絲 . 摩 斯 . 肯 特

(Rosabeth Moss Kanter)著 ; 沈聿德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BCCF0479P) .-- ISBN 978-

986-398-83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3.CST: 

社會企業  494.2  

麥肯錫教我在哪工作就在哪成長  : 

目前的工作面臨挑戰或陷入瓶頸,該

轉向還是堅持?從徘徊到篤定,你該

這麼做。  / 喬安娜 .芭爾許 (Joanna 

Barsh)作 ; 李宛蓉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68

面; 23 公分 .-- (Biz ; 418) .-- ISBN 978-

626-7192-66-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494.2  

增員攻略 / 解世博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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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

489-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組織管理 2.CST: 保險業 

3.CST: 銷售  494.2  

*經營管理的失落環節 : 查核心法 : 

風險與效益間的稽核實戰 / 蔣永寵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社出

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0 .-- 272 面; 22 公分 .-- (In 

action ; HA0105) .-- ISBN 978-957-

9689-82-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內部稽核  494.28  

人力資源管理 / 羅彥棻, 許旭緯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44-2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管理  494.3  

WFH 也能發展國際職涯 : 遠距工作

者的職場攻略 / 讀者太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

分 .-- (Win 系列 ; 32) .-- ISBN 978-626-

353-117-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子辦公室 2.CST: 職場成功

法  494.35  

史上最強拆解!職場溝通必備使用說

明書 : 80 種模型讓你輕鬆架構說話

重點,讓你的「說明」影響結果的九

成! / 犬塚壯志著 ; 駱香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33-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演說術 2.CST: 說話藝術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布局思維 : 職涯發展專家的 30 堂人

生致勝課 / 楊琮熙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41

種)(邁向成功 ; 88) .-- ISBN 978-626-

7181-30-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我的有毒同事  / 尚妲 .萊基 (Shonda 

Lack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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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649-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心理

學 3.CST: 人際關係  494.35  

*我這麼得體又能幹 ,老闆為何還是

看不慣? : 加班的是我,整天被罵也是

我,薪水最低還是我!原來不是處處被

針對,而是工作沒有做到位 / 吳載昶, 

江城子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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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80-530-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從仙台跳槽矽谷,日本企管講師 : 寫

給新鮮人的職場進化手冊! / 渡部卓

作 ;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70-492-

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效率  

494.35  

精進權力 : 史丹佛教授的 7 大權力法

則,帶你打破常規,取得優勢,成功完

成目標 / 傑夫瑞.菲佛(Jeffrey Pfeffer)

著 ; 鄭依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84-1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權力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樂觀創新 : 創造財富靠自己 / 徐世明

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201 .-- 23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77) .-- ISBN 978-626-

7134-66-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成功法  

494.35  

戰學歷不如靠能力 : 創新改革 X 危

機意識 X 加強行動力,提升自我能力,

升遷加薪不假外力! / 康昱生, 常拜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37-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韓食人際溝通術 : 公關達人羅潔用

二十道經典韓國料理教你洞悉職場

溝通之道 / 羅潔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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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8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人際溝通  

494.35  

權力 : 史丹佛大師的經典課 / 傑夫瑞.

菲佛(Jeffrey Pfeffer)著 ; 林錦慧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

87-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權力  

494.35  

培養員工核心能力的祕訣 : 台積電

TQM 專案的培訓實驗 / 陳伯陽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即戰人才發展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714-0-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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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全面品質管理 2.CST: 教育訓

練  494.56  

*風險治理與社會韌性 : 張士傑風險

管理專欄文選. II / 張士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1110 .-- 27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15-7-3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風險管理 2.CST: 文集  494.6  

* 高 齡 金 融 規 劃 法 規 及 實 務 解 析 . 

2023 年版 /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

員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11110 .-- 450 面; 

23 公分 .-- (經營管理系列) .-- ISBN 

978-986-399-241-7 (平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財務金融 2.CST: 財務管理 

3.CST: 高齡化社會  494.7  

圖解財務管理 / 戴國良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07-0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財務管理  494.7  

Power Automate 輕鬆學 / 楊琦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4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管理系統 2.CST: 電子資

料處理  494.8  

資訊系統概論 : 理論與實務 / 方文昌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79-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管理資訊系統  494.8  

社會科學類 

總論 

論文夢田耕耘實務 / 鈕文英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12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92-6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研究方法 

3.CST: 論文寫作法  501.2  

異議的聲音 : 民國在野期刊雜誌述

評 / 陳正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88-0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政治 2.CST: 期刊 3.CST: 中國  

505  

統計 

你需要的統計指南在這裡! / 布魯斯 

B. 佛萊(Bruce B. Frey)著 ; 杜炳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478-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資料分析&統計推論 : 大數據時代的

關鍵統計學思維 / 佐佐木隆宏作 ; 許

郁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43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491-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2.CST: 通俗作品  

510  

圖解統計學入門 / 小島寬之著 ; 韓雅

若譯 .-- 修訂 2 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

文化, 城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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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254-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教育 

情誼深厚 攜手邁向新世紀 : 臺日教

育交流 20 週年專書 / 蔡清華總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1111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50-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國際交流 3.CST: 

臺灣 4.CST: 日本  520  

教養 : 關於歷史、文學、藝術、音

樂、哲學與世界風俗文化,你必須知

道的事 / 迪特瑞希.史汪尼玆(Dietrich 

Schwanitz)著 ; 劉銳, 劉雨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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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6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8-481-7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教育  520  

杏壇芬芳錄. 2022 / 陳江海主編 .-- 臺

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11112 .-- 3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47-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優良教師 3.CST: 

文集  520.7  

創新變革與公平正義 : 新常態下的

教育省思與行動 / 中國教育學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學富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713-80-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霧峰向日葵家園文集. 第十一集 / 林

豐隆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

葵家園, 11110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30-4-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2050 年臺灣教育願景 : 教育價值與

學校功能的重建 / 楊洲松, 王俊斌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學富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713-81-2 ( 平 裝 ) 

NT$510 普遍級  

1.CST: 臺灣教育 2.CST: 文集  

520.933  

近代英國貧童學校教育史 / 黃光雄, 

鄭玉卿, 彭煥勝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1112 .-- 45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901-

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教育史 2.CST: 學校教育 

3.CST: 兒童福利 4.CST: 英國  

520.941  

圖解教育心理學 / 吳俊憲, 吳錦惠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96-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教育心理學  521  

轉個念,解鎖學習密碼 : 用心理學啟

發學習力 / 蔡宇哲, 潘怡格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科普館  ; 14) .-- ISBN 978-986-449-

277-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教育心理學  521  

中學生高分讀書法 / 葉一著 ; 張翡臻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1112 .-- 208 面 ; 21 公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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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map ; 250) .-- ISBN 978-957-658-

984-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讀書法  

521.1  

告別學渣稱號 : 歸納學習法 X 聯想

學習法 X 點面學習法,35 種高效學習

妙招,改善低效問題,得分不再是難題! 

/ 王秀蘭, 劉國安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7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858-7 ( 平 裝 ) 

NT$37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521.1  

費曼學習法,我這樣考上清華 / 張增

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

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2-59-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讀書法  

521.1  

超級學霸讀書法 : 揭開上百位學霸

考試高分的學習框架 / 廖恒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

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62-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讀書法  

521.1  

為深度學習而教 : 促進學生創造意

義的思考工具 / Jay McTighe, Harvey F. 

Silver 著 ; 侯秋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心 理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68 面; 23 公分 .-- (課程教學

系列 ; 41341) .-- ISBN 978-626-7178-

30-0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概念學習 2.CST: 教學設計 

3.CST: 教學法  521.4  

遊戲化教學的技術 / 王永福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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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467-1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教學遊戲 2.CST: 教學法  

521.4  

幸 福 教 育 的 理 念 與 實 踐  = The 

foundations and practices of well-being 

in education / 吳清山, 陳寶民, 鄭崇趁, 

鄭依萍, 黃旭鈞, 游惠音, 劉春榮, 賴

協志, 顏慶祥, 李建英, 黃國忠, 游子

賢, 曾燦金, 諶亦聰, 卓育欣, 林雅婷, 

林雍智, 黃世隆, 高麗鳳合著 ; 黃旭鈞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

886-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小學教育 2.CST: 文集  

523.07  

偏 鄉 教 育 的 教 學 革 新  = Teaching 

innovation in rural education / 林志成, 

劉鎮寧, 陳淑麗, 梁雲霞, 胡潔芳, 楊

麗中, 鄭勝耀, 侯雅雯, 蔡進雄, 張堯

卿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148 面; 23 公分 .-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

511-888-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偏遠地區教育 2.CST: 初等教

育 3.CST: 教學研究 4.CST: 文集  

523.07  

*貓巧可玩記憶體操. 學習力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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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05-347-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認知學習  

523.13  

(圖解)在家的蒙特梭利 : 71 個有趣的

體驗式生活遊戲,培養孩子的語言 x

數 學 能 力  / 馬 雅 . 皮 塔 明 克 (Maja 

Pitamic)著 ; 賴姵瑜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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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好

家教 ; SH0172) .-- ISBN 978-626-7008-

29-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蒙特梭利教

學法  523.23  

小水滴 降落!降落! / 曹華執行編輯 .-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

苗教材. 大班) .-- ISBN 978-626-7143-

23-0 (平裝附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水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水果 Yummy!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143-31-5 (平裝附光

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植物--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水果長大了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143-20-9 (平裝附光

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認知發展--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好多好多的水果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11111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

苗 教 材 ) .-- ISBN 978-626-7143-27-8 

(平裝附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水果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好書快來看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中班) .-- ISBN 978-626-7143-29-2 (平

裝附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閱讀 

3.SHTB: 語言文學--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有水真好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中

班) .-- ISBN 978-626-7143-30-8 (平裝

附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認知發展--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來玩水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

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小班) .-- 

ISBN 978-626-7143-26-1 (平裝附光碟

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水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到處有符號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中班) .-- ISBN 978-626-7143-28-5 (平

裝附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認知發展--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書裡尋寶趣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大班) .-- ISBN 978-626-7143-22-3 (平

裝附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認知發展--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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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寶貝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

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小班) .-- 

ISBN 978-626-7143-25-4 (平裝附光碟

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圖書故事

書--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符號小偵探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大班) .-- ISBN 978-626-7143-21-6 (平

裝附光碟片) NT$4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語言文學--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符號來了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小

班) .-- ISBN 978-626-7143-24-7 (平裝

附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認知發展--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南海傳真. 83 期 / 花君宜, 洪毓謙, 李

映璇, 盧姿蓉, 廖育霈, 劉家麒, 張琇

瑜, 郭潔璇, 陳柔局, 曹晅, 李錤美, 吳

宜珊, 羅琳, 賴瑞玉, 朱芳儀, 李昱妡, 

戴廣平, 李承宇, 陳俞潔, 周慧茹, 白

宇廷, 王曉薇, 楊薈歆, 曾慧蓮, 葉敬

妤, 余蕙君作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南

海實驗幼兒園, 11110 .-- 1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44-72-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幼稚園  

523.27  

啟動自主學習 : 我的圖書館探索日

誌 / 張禎娟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11 .-- 12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4-77-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閱讀指導 2.CST: 圖書館利用

教育 3.CST: 小學教學  523.31  

陳淑玲十二思路翻轉作文. 3, 反一反 

/ 陳淑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04-

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13  

閱讀寫作小學堂 : 高詩佳的 13 堂創

意讀寫素養課 / 高詩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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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0-88-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寫作法 4.CST: 小學教學  

523.313  

台語教材教法 / 方耀乾, 黃文俊, 梁淑

慧, 莊雅雯, 王秀娟, 王崇憲, 陳昭蓉, 

蘇純瑩編著 ; 方耀乾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 , 

11110 .-- 2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060-39-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教材 3.CST: 鄉土

教學 4.CST: 中小學教育  523.31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課程推動

工作. 110 學年度 : 課程與教學輔導

組語文領域本土語文組「福虎生風」

研討會教學示例彙編 / 許美玲, 高慧

珍, 鄭光輝, 古仁發, 許玉霞, 黃姿榕, 

蔡智成, 魏俊陽, 劉志峯, 彭成君、謝

嬌娥, 鍾劍峯, 邱祥祐, 風英輝, 邱慶

元, 陸安, 蔡雲珍, 江姿瑩, 丁贊仁, 余

永智、劉上源, 陳淑敏, 楊淑女, 杜雅

鳳, 吳株榕, 毛淑芬, 莊文岳, 黃品柔, 

葉品岑, 楊境弘、劉瑞發, 張惠聰, 黃

秀枝, 高汝君, 王崇憲, 許正輝, 張簡

玉津, 林雅萍, 鍾易達編撰 .-- 一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10 .-- 3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4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母語教學 2.CST: 鄉土教學 

3.CST: 中小學教育 4.CST: 文集  

523.31707  

看圖學英文超好記  : 國中小實用

2000 單字辭典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712 面; 19 公分 .-- (常

春藤國中小系列 ; N02) .-- ISBN 978-

626-7225-03-5 (精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18  

*國中小社會領域素養評量的行動研

究實踐方案 / 王郁雅, 石惠敏, 余淑敏, 

呂龍興, 周佩縈, 洪瑞鴻, 許淑貞, 許

靜雪, 張哲溢, 張崴耑, 陳莉婷, 郭小

翠, 游凌雀, 賈生玲, 蔡佳燕, 韓秀玉

作 ; 陳莉婷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10 .-- 

1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5-

04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教學 2.CST: 學習評量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5  

實驗專家 : 從研究到發表(教師手冊) 

/ 侯雅齡, 陳清桔, 李雪因, 陳韻丞, 吳

侑邦, 江苡綝, 陳薇安, 郭宜臻, 賴緯

綵, 盧奕璇, 傅琪云, 陳玟妤, 陳咨維, 

謝泓均, 鍾雨辰, 莊智涵, 吳厚瑞, 梁

書禎, 王柔方, 吳宗豪, 顏祥育, 簡芷

瑩作 ; 侯雅齡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10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

053-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實驗研究 

3.CST: 小學教學  523.36  

實驗專家 : 從研究到發表 = A little 

master of science expert / 侯雅齡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11110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052-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實驗研究 

3.CST: 小學教學  523.36  

小學生設計走讀 / 張美智, 王麗惠, 王

馨蓮, 鐘兆慧, 黃咨樺, 葉珮甄合著 ; 

張美智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6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40-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藝術教育 3.CST: 

初等教育  523.37  

兒童戲劇教育 : 肢體與聲音口語的

創意表現 / 林玫君著 .-- 二版 .-- 臺南

市 : 林玫君, 11111 .-- 2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681-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表演藝術 

3.CST: 教學活動設計 4.CST: 小學教

學  523.37  

藝術探索 文化深耕 : 游藝校園 藝師

藝友 / 曾仰賢主編 .-- 初版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111 .-- 208 面; 

24 公分 .-- 111 年中區文化體驗內容

輔導計畫 .-- ISBN 978-986-532-705-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美育教學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7  

APP FUN 入門. 2, 圖形式函數與迴圈

牛刀小試 / 胥漢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騰黃資訊有限公司, 11110 .-- 7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5149-8-4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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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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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FUN 入門. 4, 圖形式參數與迴圈

腦力激盪 / 胥漢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騰黃資訊有限公司, 11110 .-- 7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5149-9-1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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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FUN 基礎. 10, Swift 學習初始化

與參數真有趣 / 胥漢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騰黃資訊有限公司, 11110 .-

- 86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149-6-0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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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FUN 基礎. 12, 建構世界與陣列

神奇挑戰 / 胥漢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騰黃資訊有限公司, 11110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49-7-

7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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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FUN 基礎. 7, 邏輯應用在遊戲和

生活 / 胥漢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騰黃資訊有限公司, 11110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49-4-6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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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FUN 基礎. 8, 腦力激盪、無止境

思考 / 胥漢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騰黃資訊有限公司, 11110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49-5-3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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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給進入 AI 時代的小學生 : AI 人工

智慧的祕密. 1, AI 是什麼? / 香山瑞

惠監修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2 .-- 48 面; 29 公分 .-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224-

13-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人工智慧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8  

寫給進入 AI 時代的小學生 : AI 人工

智慧的祕密. 2, AI 與現代生活 / 香山

瑞惠監修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48 面; 29 公

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

7224-14-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人工智慧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8  

寫給進入 AI 時代的小學生 : AI 人工

智慧的祕密. 3, AI 與未來社會 / 香山

瑞惠監修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48 面; 29 公

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

7224-15-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人工智慧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8  

特色學校的理念與分析 / 蔡金田, 張

鴻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3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83-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學校行政 2.CST: 中小學教育  

523.61  

中屯國小百週年校慶紀念專輯 : 黌

華百年 眴煥中屯 / 陳鴻賢主編 .-- 澎

湖縣白沙鄉 : 澎湖縣白沙鄉中屯國

民小學, 11112 .-- 263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626-7211-06-9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澎湖縣白沙鄉中屯國民小學  

523.833/141  

會考作文滿級分 : 經典課文教你寫

作 / 林玫伶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51-913-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寫作法 4.CST: 中等教育  524.31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

校本土語文教學策略實踐研討會」

論文集 / 江儀梅, 許嘉哲, 許耀文, 黃

琇苓, 廖財固, 劉宏文, 蔡永強, 賴春

錦, 賴維凱, 鍾榮富編撰 .-- 一版 .-- 臺

南市 : 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

資源中心, 11110 .-- 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5-042-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母語教學 2.CST: 鄉土教學 

3.CST: 中等教育 4.CST: 文集  

524.31707  

國中美感與設計課程集成 / 曾成德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出

版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美感與設計

課程創新計畫辦公室美感客廳發行,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5-041-

7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3.CST: 文集  524.3707  

一本讀透高中英文 : 圖解基礎英文

文法 / 肘井學著 ; 韓宛庭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11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470-1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語法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思考力與創造力教學大解密 / 常紹

如, 吳曜任, 林于婷, 施勇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1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147-997-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教學研究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國中會考英聽攻略 / 黃玟君, Robert E. 

Johanson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眾文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最新課綱版 .-- ISBN 978-

957-532-61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8  

觀察.類推.條理化 : 分析性的英語語

法 / 湯延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85-

9 (上冊: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語法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迎戰 108 新課綱 : 英文混合題 30 篇

實戰演練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

108 課綱核心素養 . 升大學系列  ; 

A101) .-- ISBN 978-626-7225-02-8 (平

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讀本 3.CST: 

中等教育  524.48  

高 等 教 育 治 理 政 策 之 發 展  =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poli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 鄭育萍, 楊瑩, 許政

行, 賴俊雄, 侯永琪, 林劭仁, 周華琪, 

陳琦媛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152 面; 23 公

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

957-511-878-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育政策 

3.CST: 文集  5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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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創生.心創新. 2022 : 朝陽科技大

學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耕耘記事 / 鄭

堯任, 張君如, 陶冠全, 錢偉鈞, 陳博

舜, 李雁隆, 陳文國, 吳俊寬, 章日行, 

楊珮玉, 陳美合作 .-- 臺中市 : 朝陽科

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11110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31-62-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社會參與 

3.CST: 社會服務 4.CST: 學校與社會  

525.3  

移動式學習教學觀察與實踐 / 謝筱

玫, 闕河嘉, 蔡佳芬, 黃韻如, 陳懷萱, 

黃書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

計學院發行, 11111 .-- 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14-03-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學設計 

3.CST: 課程規劃設計 4.CST: 學校與

社會  525.3  

學習潛望鏡 : 跨域教學、社群與成

效 / 王憲群, 吳明錡, 林月雲, 林果顯, 

姜翠芬, 張彣卉, 莊弘鈺, 郭彥廉, 陳

世綸, 陳幼慧, 陳其澎, 陳宜秀, 陳武

宗, 陳政宏, 黃哲盛, 黃淑玲, 黃嘉均, 

黃慶輝, 萬毓澤, 葉芳如, 葉婉如, 詹

志禹, 廖文宏, 熊瑞梅, 趙儀珊, 蔡國

鼎, 鄧志浩, 謝文中, 謝吉隆, 鍾建屏, 

藍美華, 藍偉瑩, 嚴祖強作 ; 藍美華, 

熊瑞梅, 陳幼慧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

政治大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47-13-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學設計 

3.CST: 教學研究 4.CST: 文集  

525.307  

*素養導向與跨域教學實踐學術暨教

學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薛清江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1111 .-- 15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627-8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教學研究 

3.CST: 高等教育 4.CST: 文集  

525.3307  

*通識創意. 2022 第十二屆 : 通識課

程與跨領域藝術教學學術研討會論

文 集  = General education and 

transdisciplinary arts teacing 

conference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 11110 .-- 1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41-19-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通識課程 2.CST: 藝術教育 

3.CST: 文集  525.3307  

新亞遺鐸 / 錢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冊 .-- ISBN 978-957-14-7568-4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新亞書院 2.CST: 文集  

525.8238  

藝術社會實踐展演誌  = Art, social 

practice and performing in TNUA / 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校史發展組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10 .-- 152 面; 26 公分 .-- (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校史圖錄 ; 2) .-- ISBN 978-

626-96186-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CST: 藝

術教育 3.CST: 社會參與 4.CST: 歷史  

525.833/101  

淡江大學校史. 參編. 2001-2020 / 淡

江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纂 .-- 新北

市 :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

學,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032-

32-9 (上編 :精裝 ) .-- ISBN 978-626-

7032-33-6 (下編:精裝) .-- ISBN 978-

626-7032-34-3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淡江大學 2.CST: 歷史  

525.833/103  

豐華五十年 創新迎世紀 : 國立勤益

科技大學 50 週年校慶專刊 / 李鴻濤

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勤益

科技大學, 11112 .-- 2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920-8-1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525.833/115  

高教實驗林 : 營造育才的環境機制 = 

Higher education as experimental forest : 

cultivating an environment for future 

talents / 水越伸, 王秀雲, 王俐容, 王憲

群, 李天健, 李蔡彥, 李秉鴻, 沈建文, 

沈曉柔, 吳思華, 吳冠儀, 林浩立, 林

玲安, 洪政欣, 孫台平, 翁曉玲, 郭文

華, 陳政宏, 陳恒安, 陳恒佑, 陳建良, 

陳德容, 連思瑜, 張進福, 張嘉鳳, 黃

俊儒, 楊天玉, 翟本瑞, 趙儀珊, 蔡心

慈, 鄭揚宜, 劉宜寧, 鍾建屏, 蕭富仁, 

謝吉隆, 蘇郁惠作 ; 陳政宏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11 .-- 29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5-046-

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臺灣教育  

525.933  

臺灣高教英語授課教學資源書 : 全

球在地化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 A 

resource book for university EMI in 

Taiwan : a glocalized design & practice / 

鄒文莉, 高郁婷, 林律君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8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3-07-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英語教學 

3.CST: 臺灣  525.933  

全臺首學 築夢新未來 : 點亮孩子心

中的希望 : 108-111 年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施政成果專刊 / 林谷達, 王靖雯, 

陳宗暘, 許婉馨, 王曉慧, 簡文達, 鄭

豪志, 龔節玉, 鄭美甘, 陳瑩, 陳思瑀, 

何秋蓮, 張冰嫈, 林信宏, 楊淑芬, 蔡

佩君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 111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01-5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行政 2.CST: 施政報告 

3.CST: 臺南市  526  

教育人員的法律與領導素養 : 學理

與案例分析 / 徐筱菁, 鄭川如, 郭麗珍, 

周志宏, 林信志, 張信務, 陳建志, 謝

金城, 謝念慈, 朱晉杰, 林曜聖, 朱子

君合著 ; 洪福財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66-0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教育人員 2.CST: 教育行政 

3.CST: 個案研究 4.CST: 文集  

526.07  

實驗教育理論與實踐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 許宏

儒, 劉育忠, 王慧蘭, 魏麗敏, 洪福源, 

陳榮政, 秦夢群, 莊清寶, 陳世聰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10 .-- 148 面; 23 公分 .-- (高

等教 育系 列 ) .-- ISBN 978-957-511-

883-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教育實驗 2.CST: 教育理論 

3.CST: 文集  526.18  

*大學與高中合作與發展議題研究 : 

以國立大學附中為例 / 陳啟東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75-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教育政策 2.CST: 高中 3.CST: 

高等教育 4.CST: 臺灣  526.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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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性教學視導之研究 = A study of 

developmental 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 / 

張德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等教

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6-213-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育視導 2.CST: 教學研究  

526.7  

高等技職教育評鑑用語解析 / 林錦

川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

臺灣評鑑協會, 11110 .-- 1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85518-9-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教育評鑑 2.CST: 語彙  

526.75  

學習情境對話三十記 : 108 課綱素養

之策略教導 / 陳麗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98-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國民教育 2.CST: 教學策略 

3.CST: 課程綱要  526.8  

邁向交織教育學 : 多元文化班級經

營理念與實踐策略圖像 / 李淑菁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493-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班級經營 2.CST: 教育理論  

527  

生活有書香. II : 悦讀人間好滋味 : 人

間佛教讀書會 20 週年 / 佛光山人間

佛教讀書會總部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782-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讀書會  528.18  

「腦」師,右腦開發中 : 想像訓練 X

宇宙潛意識 X 直覺思考,擺脫僵化的

左腦思維,啟發孩子的優勢半腦 / 胡

郊仁, 陳雪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66-2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幼兒遊戲 3.CST: 

健腦法  528.2  

比 IQ 更有優勢!小學生自我調節力

32 個練習 : 啟動超強學習引擎,培養

懂得正確思考、自我管理、做出計

畫的孩子 / 申東媛(신동원)著 ; 王品

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高 EQ 父母 ; 93) .-- ISBN 978-

626-7164-92-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父母不可說的 10 種話 / 陳艾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工程,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笑能家教) .-- ISBN 

978-986-7800-32-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父母不可說的 10 種話 / 陳艾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理念行銷有限

公司, 11110 .-- 328 面; 21 公分 .-- (笑

能家教系列) .-- ISBN 978-986-7800-

33-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他快窒息了!別把孩子抱那麼緊 : 傾

聽、鼓勵、安慰,戒除控制欲,陪伴他

走更長遠的路! / 賀鐵山, 彭偉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72-3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子關係 4.CST: 親子溝通  

528.2  

社會太複雜,父母很難當 : 偷看日記、

用餐時數落、諷刺激勵法,落後教育

觀讓你與孩子的鴻溝越來越深 / 方

佳蓉, 趙華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70-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子關係  528.2  

孩子不肯聽話,你該「話中有話」 : 

創意啟發 X 逆向思考 X 機會教育,你

怎麼說孩子就怎麼成長,讓「說教」

對孩子有正面影響! / 李雅婷, 陳雪梅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3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71-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為了不被孩子氣死,我成了育兒專家 : 

妳愛孩子有多深,飆罵他們就有多真!

最完美的不焦慮養育法 / 橙子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Orange 

baby ; 19) .-- ISBN 978-626-96646-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育兒  528.2  

媽媽,我要學 : 不催、不逼、不強迫,

教出自動自發的孩子! / 付立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親愛關

係 ; 26) .-- ISBN 978-626-7181-31-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自主學習  528.2  

德國心理師媽媽這樣搞定固執小孩 : 

設限管教失控情緒 X 難纏行為 / 朵

莉絲.赫克莫斯著 ; 溫力秦譯 .-- 2 版 .-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 (好家教 ; SH0138X) .-- ISBN 978-626-

7008-30-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兒童心理學  

528.2  

「不要、不行、我不去!」大聲嚇阻

陌生人,建立孩童自我保護的能力 / 

清永奈穗著 ; 林劭貞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24-12-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安全教育 2.CST: 犯罪防制 

3.CST: 兒童教育  528.38  

我的鼻屎爺爺 / 申淳哉文 ; 李明愛圖 ;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4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53-075-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命教育 2.CST: 繪本 

3.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528.59  

大愛永存 : 輔仁大學醫學院大體老

師紀念文集. 107-109 學年度 / 鍾敦輝, 

王文芳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

大學出版社, 11111 .-- 207 面; 22 公

分 .-- (輔仁大學叢書 ; 148) .-- ISBN 

978-986-0729-45-0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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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生命教育 2.CST: 文集  

528.5907  

羽球王子. 12, 八星終戰 / 疾風社團故

事.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文化, 11111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761-84-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體育 2.CST: 漫畫  528.9  

*運動哲學 : 這裡+現在 : 運動與「金

牌人生」 / 石明宗, 唐千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11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84-2-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運動員 2.CST: 運動心理  

528.9014  

現代運動管理學 / 陳鴻雁, 黃美珍, 楊

宗文, 洪慶懷, 陳伯儀, 楊啟文, 官文

炎, 呂銀益, 王瑞麟, 陳維智, 黃瓊恩, 

林政勳合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15-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運動 2.CST: 體育行政  

528.91  

*進階馬拉松全書 / 彼特.普費辛格

(Pete Pfitzinger), 史 考 特 . 道 格 拉 斯

(Scott Douglas)著 ; 王啟安翻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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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3 公分 .-

- (Strength & conditioning ; 6) .-- ISBN 

978-626-7092-91-0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馬拉松賽跑 2.CST: 運動訓練  

528.9468  

世界盃足球賽觀戰專輯. 2022 = 2022 

World Cup SP / 出走文創作 .-- 新北市 : 

出走文創工作室有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06640-1-0 (平裝) NT$488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運動競賽  

528.951  

籃球競賽實務報告書 : 以 109 學年度

UBA 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一

級為例 / 陳子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子威, 11110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75-1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籃球 2.CST: 運動競賽  

528.952  

武林啟思錄. 續集 / 李剛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36 面; 21 公分 .-- (武系列 ; 

A152) .-- ISBN 978-626-95015-2-6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武術 2.CST: 文集  528.9707  

形意拳養生內功 : 半式五行拳 / 賴文

成, 中華形意八卦太極養炁協會共同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

化有限公司, 11111 .-- 120 面; 21 公

分 .-- (武系列 ; A543) .-- ISBN 978-

626-95015-1-9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拳術 2.CST: 中國  528.972  

禪勁太極 : 太極拳勁科學養生的原

理與實踐 / 陳章波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運動 ; 38) .-- 

ISBN 978-626-320-300-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太極拳  528.972  

東奧紀錄者 : 疫情之下體育記者勇

闖奧運 / 魏楚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DM ; 2267) .-- ISBN 

978-626-7146-62-0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奧林匹克運動會 2.CST: 日本

東京都  528.9822  

奧運馬拉松簡史 : 42.195 公里的熱情

與夢想 / 詹鈞智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106) .-- ISBN 978-626-353-116-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奧林匹克運動會 2.CST: 馬拉

松賽跑  528.9822  

2022 世界盃足球賽 48 星 / 羅伊, 鄭先

萌, 剛田武, 李維, 喬齊安, 派翠克, 破

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1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3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運動員 3.CST: 世

界傳記  528.999  

台灣籃球名人堂入堂慶典紀念特刊. 

第一屆 / 馮同瑜總編輯 .-- 臺北市 : 社

團法人台灣籃球名人堂協會, 11110 .-

- 1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

96702-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職業籃球 2.CST: 運動員 

3.CST: 臺灣傳記  528.999  

學習的引路人 : 新北市身心障礙學

生特殊需求領域 : 生活管理教學設

計示例 / 劉明超, 歐人豪總編輯 .-- 新

北市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10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5-

8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生活教育 

3.CST: 教學設計 4.CST: 教學法  

529.55  

禮俗；民族學 

餐桌上的優雅 / 松井千惠美作 ; 黃怡

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

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414) .-- ISBN 978-626-7192-58-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餐飲禮儀  532.82  

失序的心靈 : 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

困境 / 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著 ; 

葉品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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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500 面; 23 公分 .-- 

(美國學 ; 14) .-- ISBN 978-626-7234-

03-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民族性 2.CST: 文化 3.CST: 個

人主義 4.CST: 美國  535.752  

客嘉 PLUS+ : 幸福嘉客 = Happiness 

life / 陳淑端撰文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政府, 11110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09-34-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文化 3.CST: 人文

地理 4.CST: 嘉義縣  536.211  

*臺灣生蕃種族寫真 : 附理蕃實況 / 

成田武司編 ; 陳怡如翻譯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10 .-- 20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72-

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照片集  

536.33  

史料導讀 : 臺灣原住民族抗爭運動

史 / 夷將.拔路兒 Icyang. Parod 總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

會 ; 臺北市 : 國史館, 11110 .-- 10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5-69-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 2.CST: 民族運動

史  536.3309  

Qalang Quri 石磊部落 : 石磊人的農村

故事 / 臺北科大 USR-原住民部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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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構築與綠色樂業推動計畫作 .-- 臺

北 市  : 華 訊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7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84788-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泰雅族 

3.CST: 農業經營 4.CST: 新竹縣尖石

鄉  536.3311  

探 路 ( 智 慧 之 毛 第 三 集 ) / 吳 新 光

(Voyu), 吳伯文 ('Iusungu)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中文、

鄒語對照 .-- ISBN 978-626-7189-61-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鄒族 2.CST: 民族文化  

536.335  

一瞬.永恆 : pungudan 大梅部落 光陰

的故事 / 卓幸君作 .-- 初版 .-- 屏東縣

牡丹鄉 : 屏東縣牡丹鄉公所, 11110 .-

- 17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17-73-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排灣族 2.CST: 部落 3.CST: 民

族志 4.CST: 屏東縣牡丹鄉  

536.3361  

豐盛的饗宴 SIRAW / 黃懷瑩, 孫正華, 

邱淑媛, 劉興榮著 .-- 第一版 .-- 花蓮

縣吉安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 11110 .-- 56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7110-13-3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食品加

工 3.CST: 食物鹽漬 4.CST: 阿美族  

536.337  

苗栗縣鯉魚潭巴宰族潘家文書(工程

建設類) / 張素玢編注 .-- 苗栗縣三義

鄉 :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 11111 .-- 

20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82872-4-2 (平裝) NT$373 普遍級  

1.CST: 巴宰族 2.CST: 平埔族群 

3.CST: 古文書 4.CST: 苗栗縣鯉魚潭  

536.3396  

西 拉 雅 族 岡 仔 林 部 落 歷 史 研 究  / 

Bavaragh Dagalomai 謝若蘭作 .-- 初

版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

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

員會, 11111 .-- 3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79-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西拉雅族 2.CST: 部落 3.CST: 

歷史 4.CST: 民族文化 5.CST: 臺南市

左鎮區  536.3399  

風是我的母親 : 一位印第安薩滿巫

醫的傳奇與智慧 / 熊心(Bear Heart), 

茉莉.拉肯(Molly Larkin)著 ; 鄭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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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20 面; 

22 公分 .-- (眾生系列 ; JP0092X) .-- 

ISBN 978-626-7219-04-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熊心(Bear Heart) 2.CST: 巫醫 

3.CST: 傳記 4.CST: 印第安族  

536.51  

中國中古人名文化探論 / 陳亭佑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10 .-- 5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4-623-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命名 2.CST: 文化 3.CST: 中國  

538.22  

美麗和菓子圖鑑 / 青木直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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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40-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日本  

538.7831  

義大利美食史 : 在神話與刻板印象

之 外  / 法 比 歐 . 帕 拉 薩 索 利 (Fabio 

Parasecoli)著 ; 柯松韻譯 .-- 增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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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352 面; 23 公分 .-- (Mirror ; 

33) .-- ISBN 978-626-96577-8-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 3.CST: 

歷史 4.CST: 義大利  538.7845  

希臘美食史 : 眾神的禮物 / 安德魯.道

比(Andrew Dalby), 瑞秋.道比(Rachel 

Dalby)著 ; 杜蘊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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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52 面; 

23 公分 .-- (Mirror ; 32) .-- ISBN 978-

626-96577-7-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希臘史  

538.78495  

小緋的嬉遊記 : 台中民俗慶典之旅 / 

張雅璇圖 ; 林渝婕文 .-- 初版 .-- 臺中

市  : 歡慶工作室 , 11111 .-- 26 面 ; 

19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6700-0-0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民俗 2.CST: 民俗活動 

3.CST: 通俗作品 4.CST: 臺中市  

538.833/115  

*聽古.講古.認捌鄉土 / 林錦花, 蔡淑

玲, 吳沛珊, 何雪鳳, 陳婉榆, 陳震聲, 

廖育鋒, 楊詔安, 吳明政, 林志哲作 ; 

林錦花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

義縣政府, 11110 .-- 1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09-36-6 (平裝) 普遍

級  

 539.533/125  

龍族最強王圖鑑 / 健部伸明監修 ; な

んばきび, 七海ルシア繪圖 ; 許郁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43-823-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龍 2.CST: 傳說 3.CST: 通俗作

品  539.5942  

社會學 

社會學囧很大 4.0 : 看大師韋伯奈何

誤導人類思維 / 謝宏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448-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韋伯(Weber, Max, 1864-192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社會學  

540.2  

社會正義與社會評論 / 蔡宏昭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出版有

限公司, 11111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216-7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社會正義 2.CST: 言論集  

540.21  

義顯之聲 / 譚瑞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216

面; 21 公分 .-- (公民社會系列 ; 5) .-- 

ISBN 978-626-96350-4-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社會正義  540.21  

跨文化溝通與交流 : 理論與實踐 / 戴

東清, 孫國祥, 陳姿憓, 莊凱翔, 黃彥

穎, 張裕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70-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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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跨文化研究 2.CST: 文化交流  

541.2  

文化路徑 : 整合性文化保存理念的

實踐經驗  = Cultural routes / Stefano 

DOMINIONI, 吳萬寶, 張秀慈, 陳柏良, 

黃士娟, 黃玉雨, 藍志玟作 ; 林曉薇主

編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文化路徑

系列) .-- ISBN 978-986-532-702-6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化整

合 3.CST: 個案研究  541.27  

古物日常維護指引. 木質古物篇(開

放與半開放空間) / 陳逸君, 顏祁貞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1111 .-- 1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698-2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物保

存維護 3.CST: 古物 4.CST: 工作說明

書  541.27026  

鏈結 : 文化保存國際組織交流論壇 = 

Linking : the Exchange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 閻亞寧, 翁國華, 李東明, 

顏敏傑, 王曉鴻, 李兆翔作 ; 閻亞寧, 

李東明, 李兆翔主編 .-- 初版 .-- 臺中

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11 .-- 11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711-

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文化保存 2.CST: 文集  

541.2707  

跨越文化籓籬 : 踏入歐亞文化的繽

紛世界. 亞洲篇 / 林文玉, 洪韶翎, 段

雅芳, 張君松, 葉紹謀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79-4-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文化 2.CST: 跨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4.CST: 亞洲  541.2807  

跨越文化籓籬 : 踏入歐亞文化的繽

紛世界. 歐洲篇 / 李雅玲, 杜孝捷, 周

郁文, 紀欣萍, 許玉燕, 黃渼婷, 趙文

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

際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79-3-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 2.CST: 跨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4.CST: 歐洲  541.2807  

全 國 文 化 會 議 實 錄 . 2021-2022 = 

National cultural congress / 文化部著

作 .-- 新北市 : 文化部, 111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680-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文化政策 2.CST: 文化事業 

3.CST: 臺灣  541.2933  

臺灣文博會成果專刊 . 2022 = 2022 

Creative Expo Taiwan / 江清松總編

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文 化 部 , 

11110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78-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博覽會 

3.CST: 臺灣  541.2933  

*藝起讀法律 : 娛樂產業二三事 / 陳

美玲, 余欣慧, 葉偉立, 許家寧, 吳承

芳, 陳廷宜, 林睿思合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79-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娛樂業 2.CST: 文化產業 

3.CST: 文化法規  541.2933  

佈點人類學 : 觸角與廣識 / 謝世忠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6 面; 23 公

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

26-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文化人類學 2.CST: 人類學 

3.CST: 文集  541.307  

臺灣放眼亞洲北東南 : 族群文化論

集 / 謝世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4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25-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文化人類學 2.CST: 民族文化 

3.CST: 文集 4.CST: 亞洲  541.307  

香港歷史碎片追憶 / 殷惠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 當 代 叢 書  ; 98) .-- ISBN 978-626-

96065-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會變遷 2.CST: 政治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4  

AI 世代與我們的未來 : 人工智慧如

何改變生活,甚至是世界? / 亨利.季辛

吉(Henry A Kissinger), 艾瑞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丹 尼 爾 . 哈 騰 洛 赫

(Daniel Huttenlocher)著 ; 葉妍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 ( 創 新 觀 點 ) .-- ISBN 978-957-08-

664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資訊社會  

541.415  

*2050 全球政治經濟新局勢 : 全球當

今的現況,以及人口、天然資源、貿

易、科技、政治將如何塑造我們下

一 代 人 的 世 界  / 哈 密 斯 . 麥 克 雷

(Hamish McRae)著 ; 龐元媛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448 面; 21 公分 .-- (認真職場 ; 23) .-- 

ISBN 978-626-96591-1-1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1.CST: 趨勢研究 2.CST: 未來社會  

541.49  

第三文化小孩 : 在世界之間成長的

經歷 / 大衛.波洛克(David C. Pollock), 

露絲.范.雷肯(Ruth E. Van Reken), 邁

克爾.波洛克(Michael V. Pollock)著 ; 

邱慕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

版社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560 面; 23 公分 .-- (宣教系

列 ; 27) .-- ISBN 978-986-6355-98-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 2.CST: 社會互動 3.CST: 

跨文化研究  541.76  

軍政領袖領導藝術 / 威廉.歐尼爾著 ; 

枝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中英雙書 .-

- ISBN 978-986-5569-78-5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5569-79-2 (下

冊: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領導理論 2.CST: 軍人 3.CST: 

政治 4.CST: 傳記  541.776  

最高層次的領導力 / 陳恩展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台中市基督

教富足靈糧堂基金會附設日日文化

書店, 111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83-0-4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領導 2.CST: 領導統御  

541.776  

俄 烏 戰 爭 專 題 論 文 集  = Collected 

papers on Russia-Ukraine war / 姚宏旼, 

金志剛, 彭群堂, 王鵬程, 董慧明, 曾

世傑, 葉神瀚, 李啟文, 邱宇聖, 孫亦

韜, 藍碧玲, 呂宗翰, 林中瑛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1111 .-- 2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80-49-

8 (精裝)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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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戰爭 2.CST: 區域研究 3.CST: 

文集 4.CST: 俄國 5.CST: 烏克蘭  

542.2  

社會住宅實踐指引 : 臺北經驗. 01, 政

策 計 畫 篇  = Taipei's social housing 

guidebook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111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67-1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住宅政策 2.CST: 都市計畫 

3.CST: 臺北市  542.635  

社會住宅實踐指引 : 臺北經驗. 02, 規

劃 設 計 篇  = Taipei's social housing 

guidebook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11110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68-8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住宅政策 2.CST: 都市計畫 

3.CST: 臺北市  542.635  

社會住宅實踐指引 : 臺北經驗. 03, 發

包 施 工 篇  = Taipei's social housing 

guidebook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69-5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住宅政策 2.CST: 都市計畫 

3.CST: 臺北市  542.635  

社會住宅實踐指引 : 臺北經驗. 04, 維

護 營 運 篇  = Taipei's social housing 

guidebook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11110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70-1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住宅政策 2.CST: 都市計畫 

3.CST: 臺北市  542.635  

LinkedIn 活用大全 : 求職、人脈拓展、

個人品牌經營,你活躍於世界職場的

必備武器 / 松本淳著 ; 黃筱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48-7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職業流動 2.CST: 網路行銷 

3.CST: 網路社群  542.7  

*職業訓練概況調查報告. 110 年 / 勞

動部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勞動

部, 11111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5-86-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職業訓練 2.CST: 勞動統計  

542.75028  

*小青新議男養成記 / 郭岱軒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內在小革命 ; 66) .-- 

ISBN 978-626-7026-23-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失業 2.CST: 生涯規劃  

542.77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檢定. PASS IV / 

許朝茂編著 .-- 再版 .-- 桃園市 : 灃禾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709-0-

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就業 2.CST: 勞動法規 3.CST: 

問題集  542.77022  

單親白皮書. 3 : 擁抱希望 : 沿著光的

軌跡,撫平裂痕 / 黃越綏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

教基金會, 11111 .-- 1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97645-6-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單親家庭 2.CST: 生活指導  

544.168  

家暴止步 113 波比保護 / 宋藍美玉文 ; 

華德社區圖 .-- 臺南市 : 台南市北區

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111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09-2-1 (精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家庭暴力 2.CST: 兒童保護 

3.CST: 繪本  544.18  

上野教授教教我!從零開始的女性主

義 : 跟著一場幽默暢快的世代對談,

看懂一個亞洲國家的女權意識如何

萌芽、建構,進進退退走到現在 / 上

野千鶴子, 田房永子著 ; 蔡傳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3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女性主義 2.CST: 日本  

544.52  

介入與回應 : 女性主義科技研究與

STS 的一段關鍵歷史 / 傅大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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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53-15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女性主義 2.CST: 科技社會學 

3.CST: 科學哲學  544.52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

民國第 4 次國家報告共同核心文件 /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行政院, 11111 .-- 5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62-40-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女權 2.CST: 性別平等 3.CST: 

人權 4.CST: 國際公約  544.52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

民國第 4 次國家報告專要文件 / 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1111 .-- 1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39-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女權 2.CST: 性別平等 3.CST: 

國際公約  544.52  

對,我月經來了 : 100 個女生有 100 種

經期,直面身體的誠實對話 / 吳玧周

著 ;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626-353-16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月經 2.CST: 女性主義  

544.52  

「去了」到底是要去哪裡?好色日本

性愛史 : 從浮世繪到性典籍看江戶

時代的情慾文化,走進「性福」的極

樂世界 / 春画ール(春畫女子)作 ; 哲

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74) .-- ISBN 978-986-289-

781-2 (平裝) NT$420 限制級  

1.CST: 性學 2.CST: 歷史 3.CST: 風俗 

4.CST: 日本  544.7  

愛情.婚姻.家庭 / 蔡宏昭作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

司, 11111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215-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婚姻 3.CST: 兩性

關係 4.CST: 家庭關係  544.7  

性史通鑒 : 性自然史.性文化史.性研

究史的比較編年  / 徐慶璋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百駿文化出版社 , 

11112 .-- 24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2451-6-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性學 2.CST: 歷史  54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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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爺爺奶奶過一天 / 林夢蕙總編

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111 .-- 23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74-9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健康教育 2.CST: 高齡化社會 

3.CST: 繪本  544.81  

雙城双水. II / 謝統勝, 張集強, 彭文

惠, 劉勁[], 張佩雅, 劉淑晶, 丘麗敏, 

工作坊學生文字撰稿 .-- 桃園市 : 中

原大學設計學院 USR 計畫辦公室, 

11110 .-- 1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796-7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都市水文學 2.CST: 環境生態

學 3.CST: 永續發展  545.1  

非營利組織災害援助服務 : 從零開

始 / 謝祿宜, 胡詠新, 李祈恩, 陳皇廷, 

吳秉翰, 黃盈豪,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

會合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

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

出版發行, 11110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93-43-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非營利組織 2.CST: 災難救助 

3.CST: 災害應變計畫  546.7  

幸福南投.與愛同行 : 南投縣政府 103

年-110 年社會福利施政成果專冊 / 林

志忠總編輯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11110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71-18-7 (精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福利 2.CST: 社會服務 

3.CST: 南投縣  547  

婷婷搬心家 / 善牧德心之家團隊, 善

牧德心之家在園少女, 善牧德心之家

離園少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 

11112 .-- 52 面; 20X20 公分 .-- (善牧

叢書 ; 34) .-- ISBN 978-986-92917-8-1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少年福利 2.CST: 兒童保護 

3.CST: 繪本  547.52  

會長大的幸福 / 楊玉如, 王若蘋編

輯 .-- 花蓮市 : 花蓮縣政府, 11110 .-- 

11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9-

80-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社會福利 2.CST: 通俗作品 

3.CST: 花蓮縣  547.633  

長照法律面面觀  / 俞百羽, 呂榮海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4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511-879-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機構式照護

服務 3.CST: 法律 4.CST: 論述分析  

547.7  

社會工作與法律 / 林瓊嘉, 翁慧圓, 何

振宇, 溫世合, 蔡雯瑾, 周大堯, 游麗

裡, 梁美榮, 馬梅芬, 黃瑞杉, 蔡教仁, 

蕭伊珊, 陳佳妤, 李錦松, 岳瑞霞, 劉

貞芳, 林美妙, 周慧香, 林揚崇, 洪淑

芬, 彭麗真, 鍾純毓, 郭碧雲, 彭俊雄

合著 ; 翁慧圓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95-8-

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法律 3.CST: 

文集  547.707  

中國扶貧脫貧史  / 李忠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6277-7-6 (上冊:平裝) 

NT$780 .-- ISBN 978-626-96277-8-3 (下

冊:平裝) NT$820 普遍級  

1.CST: 貧窮 2.CST: 社會政策 3.CST: 

經濟史 4.CST: 中國  548.16  

非關政治替動物發聲 / 林于凱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4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動物保育  548.3  

課堂外的生命教育 : 我們與北護校

犬的美好時光 / 葉明理原著 .-- 臺北

市 : 虹橋書店, 11110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975-1-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動物保育 2.CST: 犬 3.CST: 通

俗作品  548.38  

消費者保護法判決函釋彙編. 第廿二

輯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1111 .-- 3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30-

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消費者保護法規 2.CST: 判例

彙編  548.39023  

刑事政策與獄政發展 : 變遷比較及

思辨 = Criminal policy and correctional 

system development :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n changes / 劉育偉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 

111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94-5-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刑事政策 2.CST: 獄政 3.CST: 

比較研究  548.5  

日本監獄官現身說法 : 死刑紀實 / 一

之瀨はち著 ; 蕭辰倢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東 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10-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死刑 2.CST: 日本 3.CST: 通俗

作品  548.72  

圖解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 陳思緯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42-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社會政策 2.CST: 社會福利  

549.1  

經濟 

看懂財經新聞賺錢門道 / 陳思進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9-64-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通俗作品  

550  

經濟學 : 考前衝刺之歷屆試題精選 /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

317-6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推力 : 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

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終極增

訂版) / 理查.塞勒(Richard H. Thaler), 

凱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作 ; 張

美惠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8

面; 21 公分 .-- (next ; 315) .-- ISBN 978-

626-353-118-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商業心理學 

3.CST: 消費者行為  550.14  

永續循環經濟. 2022 / 張哲銘, 黃欣栩, 

蔡人傑, 黃育德, 謝雅敏, 周信輝, 盧

炳志, 王育民, 蘇彣忠, 汪秀玲, 黃正

忠, 郭家妤, 徐英綺, 許國恩, 郭霈宸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永續

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 1111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787-0-9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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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綠色經濟 2.CST: 永續發展 

3.CST: 個案研究 4.CST: 文集  

550.16367  

樂淨零 : 綠色生活 你我同行 / 蘇孟宗, 

林志勳, 洪德芳, 呂明芳, 吳劭易, 萬

宣慶, 曾枱瑋, 張志強, 邱忠岳, 楊凱

琳, 林素琴, 詹睿然, 陳嘉茹, 石立康, 

沈怡如, 曾郁茜, 蕭瑞聖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 

111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264-387-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綠色經濟 2.CST: 永續發展 

3.CST: 個案研究 4.CST: 文集  

550.16367  

憤怒經濟學 : 物價飆升、薪資凍漲、

貧富差距惡化,資本主義運作當機如

何讓我們感到憤怒? / 艾瑞克.洛內甘

(Eric Lonergan), 馬 克 . 布 萊 斯 (Mark 

Blyth)著 ; 吳國卿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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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471-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政治經濟學  550.1657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 托瑪 .皮凱提

(Thomas Piketty)作 ; 詹文碩, 陳以禮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704 面; 23 公分 .-- (Beyond ; 

42)( 世 界 的 啟 迪 ) .-- ISBN 978-626-

7052-56-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資本主義 2.CST: 市場經濟  

550.187  

資 本 與 意 識 形 態  / 托 瑪 . 皮 凱 提

(Thomas Piketty)作 ; 徐麗松, 陳郁雯, 

陳秀萍, 黃明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2 .-- 冊 .-- (Beyond ; 

41) .-- ISBN 978-626-7052-55-6 (全套: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資本主義 2.CST: 意識型態 

3.CST: 經濟史  550.187  

51 個影響世界經濟的關鍵大事 / 宮

崎正勝著 ; 賴詩韻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408 面; 21 公分 .-- (知識

叢書 ; 1128) .-- ISBN 978-626-353-074-

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經濟史 2.CST: 世界史  550.9  

史上最大投資機會 : 景氣循環、通

膨、比特幣,全球經濟與投資趨勢 / 

馬克.弗里德里希(Marc Friedrich)著 ; 

方秀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813) .-- ISBN 978-626-318-472-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國際經濟 2.CST: 金融危機 

3.CST: 貨幣政策 4.CST: 投資  552.1  

21 世紀新中國 : 中國大陸經濟全球

化戰略 / 楊白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白氏興業有限公司, 11112 .-- 6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88-0-8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經濟發展 2.CST: 國際經濟關

係 3.CST: 中國  552.2  

台 灣 大 型 集 團 企 業 研 究 . 2022 = 

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 / 中華徵信

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作 .-- 臺北市 : 

中 華 徵 信 所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12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06705-7-8 (精裝) NT$9900 普遍級  

1.CST: 企業聯營 2.CST: 集團企業 

3.CST: 臺灣  552.33  

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第 28 屆 /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公平交易委員

會, 11110 .-- 5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35-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公平交易法 2.CST: 競爭 

3.CST: 文集  553.43307  

企業併購個案研究. 十二 / 方嘉麟, 林

進富, 樓永堅審定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592 面; 

23 公分 .-- (政大法科所法律與企業

叢書系列 ; 12) .-- ISBN 978-957-511-

884-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企業合併 2.CST: 個案研究  

553.73  

產業控股建言書. 111 年度 / 連科雄, 

杜業榮, 高雅姿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台灣產業控股協會, 11111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47-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控股公司 2.CST: 產業分析 

3.CST: 產業發展  553.75  

產業控股關鍵報告. 111 年度 / 連科

雄, 杜業榮, 高雅姿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台灣產業控股協會, 11111 .-- 72

面 ;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147-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控股公司 2.CST: 產業分析  

553.75  

臺北地政榮耀領航 103.12~111.11 / 王

瑞雲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地政局, 1111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75-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土地行政 2.CST: 臺北市  

554.333/101  

水寶寶奇遇記 / 上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0 .-- 24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33-304-1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保育 2.CST: 繪本  

554.61  

看懂房市風向、破解黑心話術,購屋

實戰攻略 / 李昌鵬(Zack)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翻轉

學系列 ; 102) .-- ISBN 978-626-349-

078-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  

554.89  

勞工機靈點,雇主睜大眼! : 搞定勞資

關係的速成心法  / 程金龍, 蘇鵬翰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47-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2.CST: 勞動法規 

3.CST: 論述分析  556.6  

勞工及就業保險法釋義 / 郭玲惠作 .-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78-5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勞工保險 2.CST: 勞工就業 

3.CST: 保險法規  556.82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相關法

規彙編 / 國家發展委員會編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國家發展委員會 , 

11110 .-- 5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43-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556.84  

勞動基準法釋義 : 施行 40 年之回顧

與展望 / 黃程貫, 劉志鵬, 邱羽凡, 林

良榮, 張義德, 洪瑩容, 邱駿彥, 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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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 周兆昱, 王能君, 林炫秋, 張鑫隆, 

劉素吟, 王惠玲, 李玉春, 邱駿彥, 侯

岳宏, 陳建文, 劉士豪, 鄭津津, 郭玲

惠, 徐婉寧, 張詠善, 李瑞敏, 魏千峰, 

陳金泉, 葛百鈴, 黃馨慧, 傅柏翔, 焦

興鎧, 林佳和作 ; 臺灣勞動法學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680 面; 23 公分 .-- (臺

灣勞動法學會叢書 ; 7) .-- ISBN 978-

957-511-893-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勞動基準法  556.84  

*勞基法攻略 : 請假暨部分工時傳 / 

黃柏欽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87-7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勞動基準法 2.CST: 休假制度 

3.CST: 工時  556.84  

(國民營事業)捷運法規及常識(含捷

運系統概述) / 白崑成編著 .-- 第十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69-3 ( 平 裝 ) 

NT$530 普遍級  

1.CST: 交通法規 2.CST: 大眾捷運系

統  557.13  

本所駕駛模擬研究未來發展方向初

探 / 吳繼虹, 葉祖宏, 賴靜慧, 鄭信鴻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11111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33-0 (平裝) NT$170 普

遍級  

1.CST: 交通安全 2.CST: 汽車駕駛  

557.16  

(鐵路特考)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 

白崑成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418-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鐵路法規  557.222  

*準點發車 : 日本鐵路為什麼是世界

上最準確的? / 三戸祐子著 ; 羅晨音

譯 .-- 初版 .-- 台北市 : 游擊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730-7-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鐵路 2.CST: 鐵路運輸 3.CST: 

日本  557.2631  

水沙連鐵道尋訪 / 潘祈賢著 .-- 南投

縣埔里鎮 : 潘樵文化工作室, 11110 .-

- 1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2852-2-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南投縣埔里鎮  557.26339  

傭 船 契 約 專 論  = Advanced charter 

party / 鍾政棋著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110 .-- 1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73-6-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航運管理 2.CST: 僱傭管理 

3.CST: 契約 4.CST: 海商法  557.43  

*海洋經濟大未來 : 國旗跟著貿易前

進,掌控貨櫃運輸、軍備戰略、電纜

數據及海底能源才能成為世界霸權 / 

布魯斯.瓊斯(Bruce Jones)著 ; 林添貴

譯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846-5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航運史 2.CST: 海權 3.CST: 國

際政治  557.481  

明信片串起的交流史 : 世界上第一

個社群網絡的誕生與發展 / 莉迪婭.

派恩(Lydia Pyne)著 ; 羅亞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 (歷史·世界史) .-- ISBN 978-957-05-

3455-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明信片  557.644  

電視節目企劃與行銷管理析論 / 陳

靖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有限公司, 11110 .-- 2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92-62-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視節目製作 2.CST: 影視企

劃 3.CST: 行銷管理  557.776  

飛航安全管理與人為因素  = Flight 

safety management and human factors / 

王心靈著 .-- 第二版 .-- 高雄市 : 凱林

國際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28-5-

1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航空安全 2.CST: 航空運輸管

理  557.94  

(技術士)國貿業務丙級技能檢定學

術科考照秘笈 / 吳怡萱編著 .-- 第七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5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37-370-9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國際貿易實務  558.7  

財政；金融；投資 

Wealthinking 創造財富的思考術 : 從

對金錢的肯定開始,在潛意識裡種下

幸福的致富心法 / Kelly Choi 著 ; 陳

宜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0 公分 .-- (touch ; 74) .-- ISBN 978-

626-7206-44-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金錢心理學 2.CST: 成功法  

561.014  

數位金融永續發展 / 克里斯.史金納

(Chris Skinner)著 ; 方慧媛, 孫一仕, 劉

子庭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訊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3 公分 .-- (商訊叢書 ; YS09944) .-- 

ISBN 978-986-5812-99-7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金融業 2.CST: 金融管理 

3.CST: 金融自動化 4.CST: 永續發展  

561.029  

(金融證照)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 7 日

速成 / 艾辰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417-1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洗錢防制法  561.2  

(金融證照)圖解式金融市場常識與

職業道德 / 金融編輯小組編著 .-- 第

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4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68-6 (平裝) 

NT$410 普遍級  

1.CST: 金融市場 2.CST: 職業倫理  

561.7  

柏南克談聯準會 : 21 世紀貨幣政策 / 

柏南克(Ben Bernanke)著 ; 洪慧芳譯 .-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 讀書共和國出

版集團發行, 11112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590-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中央銀行 2.CST: 貨幣政策 

3.CST: 美國  562.4521  

小資變有錢的超強執行法 : 夢想實

現、財富翻轉、100 天的行動方案 / 

Dr.Selena 楊倩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174 面; 21 公分 .-- (玩藝 ; 

128) .-- ISBN 978-626-353-143-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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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被動收入最重要的事 : 蕾咪帶

你用錢賺錢,翻身致富 / 蕾咪(Ram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

分 .-- (生涯智庫 ; 208) .-- ISBN 978-

986-175-715-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財務自由的條件 : 破產青年脫貧翻

身的真實血淚故事,6 條原則改變你

的一生 / 大衛.艾許(David Ash)作 ; 朱

家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30-5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3.CST: 

成功法  563  

財富自由操作手冊 / 股素人(何宗岳), 

卡小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

訊出版社,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97-04-2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高財商女子養成術 / 大竹乃梨子著 ; 

劉力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84-48-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3.CST: 女性  

563  

被動致富 / 吳子賢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耕己行銷有限公司, 11111 .-- 1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82-1-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理財 3.CST: 財

富  563  

慢步股市 : 給存股族的 12 個致富心

法 / 周文偉(華倫)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金尉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創富 ; 47) .-- ISBN 978-

986-06732-9-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股票投資 

3.CST: 投資分析  563  

*學校沒教,但一定要懂的金錢觀 : 首

席投資長親授!受用一生的金融素養 

/ 奧野一成作 ; 陳嫺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野人

家 ; 223) .-- ISBN 978-986-384-801-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風險治理與社會韌性 : 張士傑風險

管理專欄文選. I / 張士傑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15-6-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金融管理 2.CST: 風險管理 

3.CST: 文集  563.07  

千萬交易員這樣投資加密貨幣 : 股

票操盤人轉戰幣圈的財富自由之路 / 

呢喃貓投資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Happy fortune ; 

21) .-- ISBN 978-986-136-642-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投資  

563.146  

快樂生活與財富投資寶典 / 李樑堅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90-20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理財 3.CST: 財富 

4.CST: 成功法  563.5  

*海嘯華爾街,巴菲特傳奇 : 股市線型

看多只會被 KO!用最樸實無華的方

式逆襲成為世界首富 / 趙劭甫, 趙建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74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36-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巴菲特(Buffett, Warren) 2.CST: 

傳記 3.CST: 投資  563.5  

我炒的是人生,不是股票! : 運用投機

者的脱貧思維,打造屬於你的自由人

生 = Margin call / 葛瀚中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投資

贏家 ; 64) .-- ISBN 978-626-7014-83-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投資理論 2.CST: 投資技術  

563.52  

GOWIN 投資模式 : 資深營業員的另

類存股術 / 施國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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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3 公分 .-- (ideaman ; 

BI7147) .-- ISBN 978-626-318-458-9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小資向錢衝! : 樂活大叔的投資問答

室,6 步驟穩穩賺,賺久久,5 年一桶金! 

= Go forward!petty bourgeoisie! / 施昇

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投資贏家 ; 67) .-- ISBN 978-

626-7014-8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53  

巴菲特的價值投資與彼得.林區的趨

勢投資 / 康成福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12 .-

- 256 面; 23 公分 .-- (富能量 ; 10) .-- 

ISBN 978-986-392-471-5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投資,是放大人性的機率遊戲 / 約翰.

艾倫.保羅斯(John Allen Paulos)作 ; 黃

庭敏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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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7191-27-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3.CST: 符號邏輯  563.53  

股網金來本如是 : 股市技術分析及

其整合應用 / 考股學者著 .-- 初版 .-- 

基隆市 : 考股學者, 11201 .-- 3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0733-8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致富贏家只做這件事 / 上岡正明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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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4-53-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做股票就像穿藍白拖 / 藍白拖主力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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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天王 : 比爾.葛洛斯,從拉斯維加

斯賭場到華爾街交易之神的傳奇人

生 / 瑪麗.蔡爾姿(Mary Childs)著 ; 劉

道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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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384 面; 

21 公 分  .-- (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 

BW0811) .-- ISBN 978-626-318-460-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葛洛斯(Gross, William 

H.(William Hunt), 1944- ) 2.CST: 債券 

3.CST: 投資 4.CST: 傳記 5.CST: 美國  

563.53  

實戰台指期全攻略  / 濁酒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聚財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372-5-0 (精裝) NT$3888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大單 : 台灣高額保單成交祕笈 / 周榮

佳, 莊盛智, 魏淑蓮, 陳玟君, 陳思佩, 

梁瑞欣作 ; 周榮佳, 莊盛智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72 面; 23 公分 .-- 

(成功系列 ; YS01811) .-- ISBN 978-

986-5812-9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保險 2.CST: 銷售  563.7  

永不放棄 : 南山工運奮鬥史 / 臺北市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

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7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保險業 2.CST: 勞工運動史 

3.CST: 臺灣  563.7  

超圖解金融保險與節稅規劃 : 保單

到底能不能節稅?從實質課稅原則談

起 / 黃世芳, 高震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94-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金融保險業 2.CST: 節稅 

3.CST: 稅法  563.7  

政府採購法 / 林家祺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90-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公共財務法

規  564.72023  

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 財政

部統計處編 .-- 第 9 次修訂 .-- 臺北

市 : 財政部, 11111 .-- 30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45-26-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稅務 2.CST: 行業 3.CST: 分類 

4.CST: 中華民國  567.01  

印花稅使用牌照稅娛樂稅法令彙編. 

111 年版 / 財政部法制處編纂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政部, 11112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5-28-

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印花稅 2.CST: 使用牌照稅 

3.CST: 娛樂稅 4.CST: 法規  567.023  

時光稅道 典藏其稽 / 高雄市稅捐稽

徵處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稅

捐稽徵處, 111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1-16-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2.CST: 歷

史  567.061  

海關中國 / 張志雲著 ; 徐盼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12 .-- 55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10-343-6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海關史 2.CST: 中國  568.092  

關稅海關緝私法令彙編. 111 年版 / 

財政部法制處編纂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政部, 11112 .-- 46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45-27-0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關稅法規 2.CST: 緝私法規  

568.733023  

政治 

「讓出空間」與「敬畏」作為公共

領域價值的基礎 : 對於臺灣政治價

值的省思 / 汪文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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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53-150-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政治思想 2.CST: 臺灣政治  

570.1  

摩根索與<<老子>> : 兩種現實主義

的對話 / 周聖傑著 .-- 嘉義縣太保市 : 

挪亞方舟書房, 11112 .-- 14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020-1-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摩根索(Morgenthau, Hans 

Joachim, 1904-1980) 2.CST: 老子 

3.CST: 政治思想 4.CST: 現實主義 

5.CST: 比較研究  570.11  

在歷史終結之後 : 法蘭西斯.福山訪

談 集  / 法 蘭 西 斯 . 福 山 (Francis 

Fukuyama), 馬 蒂 爾 德 . 法 斯 廷

(Mathilde Fasting)著 ; 區立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3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46-6-7 ( 平 裝 ) 

NT$370 普遍級  

1.CST: 福山(Fukuyama, Francis) 

2.CST: 政治 3.CST: 言論集  570.7  

余英時政論集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冊 .-- (余英時文集 ; 26) .-

- ISBN 978-957-08-6598-1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余英時 2.CST: 政治思想 

3.CST: 時事評論 4.CST: 文集  

570.92  

余英時政論集 / 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冊 .-- (余英時文集 ; 26) .-

- ISBN 978-957-08-6599-8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余英時 2.CST: 政治思想 

3.CST: 時事評論 4.CST: 文集  

570.92  

西洋政治思想史  / 逯扶東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6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55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政治思想史 2.CST: 西洋政治

思想  570.94  

*爭鋒千里長沙 對決萬里石塘 : 解析

南中國海的地緣權力競逐 / 何燿光

作  .-- 初 版  .-- 高 雄 市  : 何 燿 光 , 

11110 .-- 4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43-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地緣政治 2.CST: 南海問題 

3.CST: 地緣戰略  571.15  

安倍主義與印太戰略 / 郭育仁, 陳永

峰, 謝文生, 吳明上, 胡慶山, 魏聰哲, 

任耀庭, 林賢參, 林正義, 何思慎, 楊

鈞池, 蔡東杰, 陳文甲, 王宏仁作 ; 郭

育仁主編 .-- 第 1 版 .-- 高雄市 : 中華

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11111 .-- 2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95-0-

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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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安倍晉三 2.CST: 地緣政治 

3.CST: 國際關係 4.CST: 區域研究 

5.CST: 文集  571.1507  

羔羊為何沉默? : 菁英民主與新自由

主義對社會和生活基礎的摧毀 / 萊

納.毛斯費德(Rainer Mausfeld)作 ; 趙

崇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57-0-8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菁英理論 

3.CST: 新自由主義 4.CST: 德國  

571.6  

威權體制 vs.宗教信仰 : 新約教會錫

安山案件之研究(1963-1986) / 薛化元, 

江志宏訪問 ; 游淑如, 陳世芳記錄 ; 

薛化元, 游淑如, 陳世芳撰稿 ; 薛化元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

物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

術基金會, 11110 .-- 44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32-677-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政教關係 2.CST: 宗教政策 

3.CST: 個案研究 4.CST: 臺灣  

571.81  

*宗教團體不動產之確保與宗教自由

之完善 : 兼談我國政教關係法制化 / 

釋淨耀, 釋法藏, 釋玄定, 釋宏安, 釋

常露, 釋見引, 李永然, 陳清秀, 仉桂

美, 林清汶, 周志杰, 李建忠, 郭永元, 

林彥廷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然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36

面; 21 公分 .-- (宗教法叢書 ; 8)(人道

人權讀響系列 ; 18) .-- ISBN 978-957-

485-50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政教關係 2.CST: 宗教政策 

3.CST: 宗教自由 4.CST: 文集  

571.8107  

新社會契約 / 米露.夏費克(Minouche 

Shafik)著 ; 許瑞宋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星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1 .-- 272 面; 21 公

分 .-- (Biz ; 20) .-- ISBN 978-626-96721-

0-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社會契約 2.CST: 社會倫理  

571.9  

公職考試享唸 : 比較政府與政治 / 謝

望民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439-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比較政府 2.CST: 比較政治  

572  

(鐵路特考)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 

/ 白崑成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416-4 (平裝) NT$570 普遍級  

1.CST: 行政管理 2.CST: 事務管理  

572.9  

淤泥效應 : 解開制度的束縛,重新找

回組織執行力 / 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著 ;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82) .-- ISBN 978-

986-525-952-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行政管理 2.CST: 行政程序 

3.CST: 文書管理 4.CST: 美國  572.9  

兩岸關係新時代的風險與前瞻 / 李

銘義, 劉瀚宇, 李正言, 黃宬馨, 李樑

堅, 潘兆民, 劉性仁, 林信雄, 梁銘華, 

陳明德, 何慧俐, 黃清賢編著 ; 黃清賢, 

陳明德, 何慧俐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揚出版社, 11111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9-979-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中美關係 

3.CST: 臺灣政治 4.CST: 文集  

573.07  

入出國及移民法令彙編 / 內政部移

民署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

移民署, 11110 .-- 16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8-22-9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入出境管理 2.CST: 法規 

3.CST: 移民法  573.29023  

內政部移民署年報. 110 年 =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21 annual report / 內政部移

民署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移

民署, 11110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24-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內政部移民署  573.29061  

中華民國立法院大事記. 110 年 / 立

法院大事記編輯委員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立法院,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19-80-8 (全套: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立法院 2.CST: 年表  573.66  

安倍驟逝與日本政局 / 何思慎, 吳明

上, 林賢參, 楊鈞池作 ; 郭育仁編著 .-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策研

究院文教基金會, 11110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39-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政治 2.CST: 日本  574.2  

日本新安保法制與海洋政策研析  / 

萬歲寬之, 李世暉, 楊名豪, 林賢參, 

廖小娟, 吳明上, 楊鈞池著 ; 蘇嘉宏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

院,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41-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政治 2.CST: 海洋政策 3.CST: 

文集 4.CST: 日本  574.207  

白衣人 :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史 / 

葉添博, 林耀輝, 梁榮錦作 ; 李慧玲, 

鄒文學, 鄭景祥, 林慧慧, 鄧莉蓉, 周

殊欽, 游潤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6722-0-2 (全套: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人民行動黨 2.CST: 政治 

3.CST: 政黨 4.CST: 新加坡  574.387  

孤獨英國 : 從大英帝國到大英國協,

加入歐洲共同體到脫歐,英國將走向

何方? / 菲利浦.史蒂芬(Philip Stephens)

著 ; 梁永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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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62-592-7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政治發展 2.CST: 外交政策 

3.CST: 歐洲聯盟 4.CST: 英國  

574.41  

論美國的民主 /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 ; 董果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冊 .-- (經典名著文庫 ; 

172-173) .-- ISBN 978-626-343-491-2 

(上冊:平裝) NT$640 .-- ISBN 978-626-

343-492-9 (下冊:平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美國  

574.52  

永續願景手冊 / 呂理德總編輯 .-- 桃

園 市  : 桃 園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 

11111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58-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永續發展 

3.CST: 桃園市  575.3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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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鏡美好臺中 : 用 60 幀探索幸福城

市 / 林春旭, 陳書孜, 江明麗, 翁瑞祐

文字撰稿 ; 羅德禎主編 .-- 初版 .-- 臺

中市 :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1110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66-

47-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臺中市  

575.33/115  

臺中酷運動 感謝有你 .-- 初版 .-- 臺

中市 :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

46-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公共建設 

3.CST: 運動場地 4.CST: 臺中市  

575.33/115  

向陽之地 / 侯千絹作 .-- 第一版 .-- 屏

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2 .-- 2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117-78-1 (精

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屏東縣  

575.33/135  

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總成果書

冊(2018-2022) / 內政部消防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消防署 , 

11112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25-0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災難救助 2.CST: 災害應變計

畫  575.87  

*韌真企畫 守護臺中 : 臺中韌性社區

及企業防災成果專刊 / 洪瑋, 林志興, 

劉郁秀, 林季葦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 11110 .-- 1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6-38-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防災教育 2.CST: 災害應變計

畫 3.CST: 臺中市  575.87  

鍛淬 : 不停止的守護: 104-111 年臺北

市政府消防局重大事件紀實 / 黃依

慧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 111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8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575.871  

消防水系統 : 計算題型及歷屆試題

彙編 / 游象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紅指南工作室,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5355-9-0 ( 上 冊 : 平 裝 ) 

NT$800 .-- ISBN 978-626-96793-0-0 (下

冊:平裝) NT$1000 .-- ISBN 978-626-

96793-1-7 (全套:平裝) NT$1800 普遍

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政黨法 / Martin Morlok, Heike Merten

作 ; 黃仁俊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11111 .-

- 440 面; 23 公分 .-- (法律倫理經典譯

叢 ; 12) .-- ISBN 978-986-92634-5-0 (精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政黨 2.CST: 法律  576.023  

*外交政策案例分析 : 建構主義視角 

/ 范盛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國際研究學會, 11110 .-- 3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485-9-9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外交政策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建構主義 4.CST: 個案研究  

578  

北約峰會、裴洛西訪台與台海局勢 / 

林正義, 王宏仁, 蘇紫雲, 董立文, 馬

振坤作 ; 郭育仁編著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

金會, 11110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729-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政治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兩岸關係 4.CST: 文集  

578.07  

百年變局裡的歐盟 : 疫情治理與經

濟外交 = EU in the ever-evolving 21st 

century : pandemic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iplomacy / 丁純, 羅天宇, 洪

德欽, 陳蔚芳, 羅至美, 楊娜, 楊三億, 

鄭春榮, 林子立, 劉書彬, 李貴英, 葉

斌, 胡子南, 忻華, 楊成玉, 趙懷普, 卓

忠宏, 朱景鵬, 金玲, 賴昀辰, 余佳璋, 

王亞琪作 ; 朱景鵬, 陳新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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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32 面; 21 公分 .-- (臺灣歐洲聯盟研

究叢書 ; 15)(兩岸歐洲研究系列 ; 3) .-

- ISBN 978-986-350-651-5 ( 精 裝 ) 

NT$860 普遍級  

1.CST: 歐洲聯盟 2.CST: 國際關係 

3.CST: 政治經濟 4.CST: 文集  

578.164207  

南海地區形勢評估報告 . 2020-2021

年 / 劉復國, 王勝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安全研究

中心, 11110 .-- 2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47-16-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南海問題 2.CST: 領土主權  

578.193  

開放與合作 :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與南海爭議 / 蔡季廷, 楊仕樂, 林英斌, 

蘇嘉宏, 杜聖聰, 洪敬富, 趙文智, 林

勇麒, 顏建發, 楊智傑, 紀舜傑, 邱昭

憲, 林子立, 張壯熙, 王皓平, 楊昊, 陳

亮智, 楊聰榮, 蘇義淵, 陳華昇, 張桂

肇, 傅瓊慧作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

究院, 11110 .-- 4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4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南海問題 2.CST: 地緣政治  

578.193  

這才是真實的巴勒斯坦 : 殖民、種

族隔離......以巴百年糾葛下的絕望與

希望 / 王冠云(Cynthia W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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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ross 系列 ; 63) .-- ISBN 978-

626-353-069-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東問題 2.CST: 種族隔離 

3.CST: 巴勒斯坦 4.CST: 以色列  

578.1935  

外 交 部 聲 明 及 公 報 彙 編 . 110 = 

Statements and communiques / 中華民

國外交部編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外

交部, 11111 .-- 4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47-49-6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中華民國外交 2.CST: 政府公

報  578.221  

中華民國對外條約輯編. 第二十四編, 

中華民國 109 年至 110 年 = Treatie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foreign states volume XXIIII (2020-

2021) /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編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外交部, 

11110 .-- 333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47-48-9 (精裝附

光碟片) NT$60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外交 2.CST: 條約  

578.285  

永久和平標準示範法 / 黃千明, 簡瑞

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永

久和平發展協會, 11110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16-7-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際法 2.CST: 憲法  579  

海事處置專書. 3 = Ocean affairs. 3 : 9 

practical articles in marine / 沈楷勛, 江

和都, 楊献璋, 李松樵, 蕭啟宏, 吳嘉

哲, 賴芳誼, 許弘昇, 曹宏維作 ; 嚴佳

代總編輯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

院, 11111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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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62-33-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海洋政策 2.CST: 國際海洋法 

3.CST: 海洋環境保護 4.CST: 文集  

579.14  

戰後黑名單問題之調查研究 / 薛化

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53 面; 21

公分 .-- (當代叢書 ; 96) .-- ISBN 978-

626-96065-6-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入出境管理  579.23  

法律 

(司法特考)法學大意測驗勝經(司法

五等) / 成宜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31-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司法特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

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 龍

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 第十七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15-7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

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 龍宜

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 第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20-1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法學  580  

(國民營事業)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

律常識) / 成宜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30-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以公法醇化私法自治 : 學術研討會

暨師生情文集 : 廖義男教授八秩大

壽文集 / 廖義男教授八秩大壽文集

編輯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892-1 (精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文集  580.7  

陳隆修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 

吳光平, 何佳芳, 李瑞生, 宋連斌, 林

恩瑋, 孫尚鴻, 許兆慶, 張絲路, 許慶

坤, 許耀明, 黃志慧, 游悅晨, 黃鈺, 馮

霞, 葉斌, 劉仁山, 蔡佩芬, 劉流, 賴淳

良, 譚曉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446-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法學 2.CST: 文集  580.7  

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

討會 : 永續與創新法學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2 / 熊愛卿, 陳蕙君, 李開

遠, 高木蘭, 黃鈺慧, 劉玉中, 林榮詮

作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11110 .-- 1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8584-44-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法學 2.CST: 文集  580.7  

憲法 : 權力分立 / 林子儀, 葉俊榮, 黃

昭元, 張文貞作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7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6-

289-1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2.CST: 憲法解

釋  581.24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 17 / 司

法院憲法法庭書記廳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12 .-- 27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99-42-6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憲法 2.CST: 裁判 3.CST: 德國  

581.43  

明清律例雙軌制之研究 / 黃秀著 .-- 

第一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黃秀 , 

11110 .-- 120 面; 13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33-1 (平裝) NT$128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明代 3.CST: 清代  

582.1  

判解研究彙編. 二十五、二十六 : 李

模務實法學基金會法學論文徵選得

獎作品集. 一 0 九年第二十五屆. 一

一 0 年第二十六屆 / 財團法人李模務

實法學基金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80-

8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2.CST: 判例解

釋例  582.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 2022 / 

Sudu Tada 主編 .-- 臺北市 : 使徒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 :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法規委員會發行, 11110 .-- 4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72-4-

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教會法規  583.2  

圖解民法 :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 錢

世傑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110-8-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民法  584  

民法物權 / 李淑明著 .-- 13 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887-

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物權法  584.2  

債編總論逐條釋義. I, 債之發生、債

之標的 / 吳志正, 管靜怡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元 照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8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債法總論  584.3  

定型化契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彙編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主編 .-- 修正第十七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1112 .-- 23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2-36-1 ( 精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契約 2.CST: 消費者保護法規  

584.31  

契約之內容與消滅 : 民法講義. II / 陳

自強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88-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契約  584.31  

違約責任與契約回復 : 民法講義. IV 

/ 陳自強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30 面; 

23 公分 .-- (臺大法學教科書 ; 10) .-- 

ISBN 978-986-526-292-1 ( 平 裝 ) 

NT$470 普遍級  

1.CST: 契約  584.31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釋義

與實務解說 / 陳冠甫, 劉琦富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83-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租賃業 2.CST: 住宅 3.CST: 法

規  5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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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叔的生活法律學. 租屋篇 / 答文希

(黃志堅)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84-6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租賃  584.385  

白玫瑰刺傷了誰? : 以刑法第 227 條

為中心反省純潔童年形象之建構  / 

吳宗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82-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性侵害 2.CST: 刑法 3.CST: 論

述分析  585.34  

經濟刑法 / Petra Wittig 著 ; 惲純良, 許

絲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9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81-5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經濟刑法 2.CST: 經濟犯罪 

3.CST: 論述分析  585.73  

*法院調解制度及調解法之發展 : 民

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十四卷 / 姜世

明, 吳從周, 劉明生, 曹志勛, 陳重陽, 

張子弦, 徐應松, 林玉珮, 林俊廷作 ; 

姜世明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77-8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訴訟程序 2.CST: 民事訴訟法 

3.CST: 文集  586.4107  

企業法人治理與公司制度論 / 廖大

穎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82 面; 21 公

分 .-- (東海大學法學叢書  ; 13) .-- 

ISBN 978-986-526-285-3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司法 2.CST: 論述分析  

587.2  

信託法實務問題與案例 / 潘秀菊, 陳

佳聖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112 .-- 4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11-885-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信託法規 2.CST: 判例解釋例  

587.83  

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 章忠信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65-3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著作權法 2.CST: 判例解釋例  

588.34  

*漫談台灣司法實務 : 陳傳岳律師於

永社「法政時空講故事」 / 陳傳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

永社, 11110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52-1-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司法制度 2.CST: 臺灣  589  

司法心理學 : 研究與應用 / 克爾特.巴

托(Curt R. Bartol), 安 .巴托(Anne M. 

Bartol)著 ; 黃致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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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8-486-2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司法 2.CST: 心理學  589.014  

不完美的正義 : 司法審判中的苦難

與 救 贖  / 布 萊 恩 . 史 蒂 文 森 (Bryan 

Stevenson)著 ; 王秋月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1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337-5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司法行政 2.CST: 社會正義 

3.CST: 美國  589.952  

軍事 

軍隊社會工作暨軍事社會學. 第二十

輯  = Military social work & military 

sociology. vol.20 / 錢淑芬, 吳佳純, 余

景文, 陳依翔, 陳裕凱, 郭盛哲等作 ;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社工組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

院, 11112 .-- 15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080-48-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軍事社會學 2.CST: 社會工作 

3.CST: 文集  590.15  

國土防衛與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1 年 / 蔡孟師執行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1111 .-- 1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0-46-7 (精

裝) NT$175 普遍級  

1.CST: 軍事 2.CST: 國家安全 3.CST: 

軍事戰略 4.CST: 文集  590.7  

將校才德.領導與謀略 / 李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6-0987-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領導理論 2.CST: 軍事謀略  

591.4  

孫子兵法要義 : 內可以修身 外可以

應變 / 陳連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 

1300009) .-- ISBN 978-986-478-774-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孫子兵法 2.CST: 研究考訂 

3.CST: 謀略  592.092  

世界經典戰爭史 : 影響世界歷史的

55 場戰爭全收錄! / 祝田秀全著 ; 王

書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 164 面; 21 公分 .-- (聖典系列 ; 53) .-

- ISBN 978-626-7210-02-4 ( 精 裝 ) 

NT$499 普遍級  

1.CST: 戰史 2.CST: 世界史  592.91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軍軍史 = The 

5th army of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 孫建中作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務辦

公室, 11110 .-- 605 面; 21 公分 .-- (軍

史 ; 49) .-- ISBN 978-626-7080-47-4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國民革命軍 2.CST: 陸軍 

3.CST: 軍事史 4.CST: 中華民國  

596.8  

民主防衛與國防安全 / 許文堂主編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稻 鄉 出 版 社 , 

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793-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家安全 2.CST: 國防戰略 

3.CST: 文集  599.07  

*空權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Air power and national defense academic 

seminar / 何修竹, 何應賢, 高基榮, 許

智翔, 陳則佑, 黃建遠, 鄭詠儒, 魯哲

辰, 蕭宏州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國

防大學, 11110 .-- 1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0-43-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空防 2.CST: 國家安全 3.CST: 

文集  599.607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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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學 / 姜道章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7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地理學  601.1  

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 / 黃進興著 .-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7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60-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歷史哲學 2.CST: 史學方法 

3.CST: 後現代主義  601.4  

克麗歐的轉世投胎 : 影視史學與大

眾 史 學  = Clio refigured : essays on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 / 周樑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11201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624-88-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史學  601.6  

吳智和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  / 

連啟元主編 .-- 臺北市 : 吳智和教授

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 , 

111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7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史學 2.CST: 文集  607  

中國史 

遼金元史論文稿續集 / 王明蓀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54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44-143-9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遼史 2.CST: 金史 3.CST: 元史 

4.CST: 文集  618  

中國斷代史 

晉國興衰六百年 : 從一方諸侯到稱

霸中原,晉國史詩磅礡鉅獻 / 謝堯亭, 

秦豔蘭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868-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春秋時代 2.CST: 西周史 

3.CST: 晉國  621.654  

三国军阀选评 / 林宗达着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111 .-- 310 面; 

23 公分 .-- (三國研究評論叢書) .-- 正

體題名:三國軍閥選評 .-- ISBN 978-

626-95092-8-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三國史 2.CST: 軍閥 3.CST: 傳

記  622.3  

三國軍閥選評 / 林宗達著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111 .-- 310 面; 

23 公分 .-- (三國研究評論叢書) .-- 

ISBN 978-626-95092-7-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三國史 2.CST: 軍閥 3.CST: 傳

記  622.3  

華麗血時代. 下篇, 大王細說南北朝

另類史 / 梅毅(赫連勃勃大王)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歷史

大系 ; 16) .-- ISBN 978-626-7199-29-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魏晉南北朝史  623  

華麗血時代. 上篇, 東西晉的另類歷

史 / 梅毅(赫連勃勃大王)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歷史大

系 ; 15) .-- ISBN 978-626-7199-28-2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晉史 2.CST: 通俗史話  623.1  

盛唐演義 / 陳雲淼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69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883-9 ( 平 裝 ) 

NT$850 普遍級  

1.CST: 唐史 2.CST: 通俗史話  624.1  

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上 : 歷史巨變下

的臺灣人 / 林德政著 .-- 2 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4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89-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史 2.CST: 民族運動  

628  

中國文化史 

*越 : 古代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

與族群認同 / 艾瑞卡.布林德利(Erica 

Fox Brindley)著 ; 賴芊曄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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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9-97-5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民族融合 

3.CST: 中越關係 4.CST: 中國史  

630  

民族與文化 / 錢穆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7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族 2.CST: 中國文化 

3.CST: 文集  630.7  

遷徙與戰鬥 : 突厥人的故事 = Endless 

war and migration : story of the Turks / 

蘇育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魚籃文

化有限公司, 11111 .-- 465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178-0-7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突厥 2.CST: 民族史  639.4  

中國史料 

一次讀懂清代奏摺 / 鄭永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 

11111 .-- 1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57-562-859-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奏議 2.CST: 文書 3.CST: 清代  

652.7  

中國地方志 

馬祖文化年鑑. 2021 = Matsu cultural 

almanac /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執行 .-- 

初版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江縣政府, 

11110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15-02-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文化 2.CST: 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中華民國福建省政府志 / 張靜宜, 王

俊昌, 曾國棟, 莊天賜撰稿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行政院金馬聯合服

務中心,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7215-12-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福建省金門縣 

3.CST: 福建省連江縣  673.19/205.1  

斷裂的海 : 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

到台灣偶然的共同體 / 何欣潔, 李易

安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眾聲) .-- ISBN 978-957-08-

660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福建省金門縣 4.CST: 福建省連江縣  

673.19/205.4  

首閩開科.忠孝傳家<<歐厝>>村史 / 

王振漢, 歐陽金垵, 歐陽文章作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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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288 面; 22 公分 .-- (金門村

史 ; 41) .-- ISBN 978-626-7215-06-7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福建省金門縣金城鎮  

673.19/205.9/101.2  

山外村史 : 山外村的黃金歲月 / 陳自

強, 陳金魁, 陳忠俊著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11 .-- 

304 面; 22 公分 .-- (金門村史 ; 43) .-- 

ISBN 978-626-7215-10-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福建省金門縣金湖鎮  

673.19/205.9/105.2  

宰相的故鄉 : 后壟 / 林怡種著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11 .-- 292 面; 22 公分 .-- (金門村

史 ; 40) .-- ISBN 978-626-7215-09-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福建省金門縣金湖鎮  

673.19/205.9/105.2  

湖下村志 : 湖清峰翠慶雲出 / 楊秉訓

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文化局, 11111 .-- 320 面; 22 公分 .-- 

(金門村史 ; 38) .-- ISBN 978-626-7215-

08-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福建省金門縣金寧鄉  

673.19/205.9/107.2  

錦浦榮光.西浦頭村史 / 陳永富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

局, 11111 .-- 224 面; 22 公分 .-- (金門

村史 ; 39) .-- ISBN 978-626-7215-0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福建省金門縣金寧鄉  

673.19/205.9/107.2  

烈嶼東坑古今敍事 / 呂允在, 孫國欽

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文化局, 11111 .-- 304 面; 22 公分 .-- 

(金門村史 ; 42) .-- ISBN 978-626-7215-

11-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福建省金門縣烈嶼鄉  

673.19/205.9/109.2  

世界史地 

100 個人類歷史上驚奇的一天 : 畫畫

的穴居人、戴月桂冠的古奧運選手、

木乃伊埃及貓,還有遇見加拉巴哥象

龜的科學家......從史前到現代、遊歷

33 國的文明大探險 / 麥可.巴菲爾德

(Mike Barfield), 潔斯 .布萊德利 (Jess 

Bradley)著 ; 呂弈欣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89-716-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明史 3.CST: 

漫畫  711  

東大名譽教授的歷史講堂!建築裡的

世界史圖鑑 / 本村凌二作 ; 黃筱涵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

版社, 11112 .-- 1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820-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建築藝術  

711  

海洋地緣政治入門 : 世界史視野下

的海權爭霸 / 宮崎正勝著 ; 陳嫻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66-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地緣政治 

3.CST: 海權  711  

國家簡史 / 彼得.富塔多(Peter Furtado)

作 ;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

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70-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民族性  711  

圖解世界史. 現代卷 / 郭毓斌主編 .-- 

三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圖說歷

史 ; 6) .-- ISBN 978-986-178-636-0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現代史  712.7  

沒有終點的戰爭 : 二戰波蘭猶太少

女和她們不為人知的戰鬥 / 茱蒂.巴

塔利恩(Judy Batalion)著 ; 聞翊均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496 面; 23 公

分 .-- (歷史.世界史) .-- ISBN 978-957-

05-3461-0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猶太

民族 3.CST: 女性 4.CST: 波蘭  

712.84  

1905 年 : 革命的浪潮與團結的夢想 / 

小松久男編 ; 蔡蕙光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歷史

的轉換期 ; 10) .-- ISBN 978-957-05-

3458-0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世界史  713  

階級與奴隸 / 蔡社長, 馬凱馬凱作 ; 

鄭龍煥繪 ; 謝淑芬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1 面; 

25 公分 .-- (讀懂世界的知識 ; 1) .-- 

ISBN 978-957-658-976-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世界史 3.CST: 

通俗作品  713  

圖解八大文明 / 鄭伊絢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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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50-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通俗作品  

713.1  

FOOD 超人世界地圖百科 / 風車編輯

群編著 ; RUi TiNG 繪圖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98

面; 25X30 公分 .-- ISBN 978-986-223-

764-9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地圖 2.CST: 世界地理 3.CST: 

百科全書 4.SHTB: 地理--3-6 歲幼兒

讀物  716  

*罕吉朝聖之路 : 不是所有人都看得

見的魔法之地 / 邱賢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3-47-9 (平裝) NT$395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東亞少數民族與印度聖蹟巡禮 / 闞

正宗導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41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00-74-7 (精裝) 

NT$2500 普遍級  

1.CST: 東亞史  730.1  

*故事東亞史. 1, 12 個奠基東亞的關

鍵時刻 / 江懷哲, 林偉聿, 胡川安, 郭

忠豪, 彭成毅, 曾齡儀, 蔡宗穎作 ; 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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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允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05-349-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東亞史  730.1  

日本史 : 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國家 / 鄭

樑生著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49-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日本史  731.1  

東京櫻花自由行 / 瓶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 192 面; 22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142) .-- ISBN 978-986-336-436-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自助旅行 2.CST: 櫻花 3.CST: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工頭堅的龍馬之旅 : 尋訪坂本龍馬

從高知到北海道的足跡 / 工頭堅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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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312-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日本  731.9  

日本文學館紀行 / 陳銘磻作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96 面; 21 公分 .-- (繽紛 ; 

237) .-- ISBN 978-986-323-490-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日本  731.9  

用心看日本 / Kame, Misa, 米迦勒作 .-

- 臺北市 : 曖維多媒體廣告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476-5-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CST: 

日本  731.9  

阿拉伯半島史 / 鄭慧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5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阿拉伯史  735.901  

杜哈尋寶記 / Podoal Friend 原作 ; 姜

境孝繪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6X28 公分 .-- (世界歷史探險 ; 59) .-- 

ISBN 978-957-658-978-2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漫畫 3.CST: 卡達

杜哈  735.931  

*緬甸 : 發展現況與展望 / 施正鋒, 紀

舜傑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國

際研究學會, 11110 .-- 2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766-0-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文集 3.CST: 

緬甸  738.107  

靖边固圉 : 越南阮朝在北圻边省的

治理研究(1802-1884) / 罗燕霞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 

11110 .-- 290 面; 22 公分 .-- 正體題名:

靖邊固圉: 越南阮朝在北圻邊省的治

理研究(1802-1884) .-- ISBN 978-626-

96509-4-1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越南史  738.325  

亭於越南 / 黎海登(Lê Hải Đăng)著 ; 

呂越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 11110 .-- 3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232-00-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宗教文化 2.CST: 公共建築 

3.CST: 禮儀 4.CST: 越南  738.33  

新加坡 / 戴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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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256 面 ; 23 公分  .-- (New 

action ; 56) .-- ISBN 978-986-289-788-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新加坡  738.79  

臺灣史地 

跨域青年學者臺灣與東亞近代史研

究論集. 第六輯 / 林果顯, 若林正丈, 

川島真, 洪郁如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 高

雄 市  : 巨 流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7-14-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近代史 3.CST: 

文集  733.2107  

一角獸號歷史秩序護衛隊. 1, 台灣歷

史故事之 17 世紀荷蘭、西班牙 / 賴

韻如作 ; 詹波(Jhanpo)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93-8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荷據時期 

3.CST: 通俗作品  733.25  

*大正貳年討蕃紀念寫真帖 / 臺灣日

日新報社編 ; 陳怡如翻譯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10 .-- 27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73-

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臺灣史 

3.CST: 相片檔案  733.28  

真正的賽德克 : 賽德克民族視野下

的 霧社 事件 特展 專輯  = Exhibition 

album of wushe incident from the view 

of seediq / Awi Nokan(吳永昌), 何孟侯

撰文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原住民族賽德克族語言文化學

會,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77-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賽德克族 2.CST: 霧社事件 

3.CST: 歷史 4.CST: 展覽  733.2857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

年 )三十週年論壇文集  / 賴澤涵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二二

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78-9-8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二二八事件 2.CST: 文集  

733.2913  

白色綠島 / 簡清山口述 ; 簡景昇著

作 .-- 高雄市 : 宏文館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3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501-54-8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簡清山 2.CST: 白色恐怖 

3.CST: 政治迫害 4.CST: 口述歷史  

733.2931  

綁架蔣經國!? : 情治首長的背叛與奪

權之爭 / 張友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49-0-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蔣經國 2.CST: 臺灣政治 

3.CST: 中華民國史  733.294  

*流金歲月宜蘭河 : 宜蘭河的歷史變

遷 / 陳胡彥, 楊晉平著 .-- 初版 .-- 宜

蘭市 : 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區發展

協會, 11110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4881-5-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河川 2.CST: 歷史 3.CST: 宜蘭

河  7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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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族之後 : 穿過時代脊簷的光 / 董

淨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

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0 .-- 136 面; 23

公分 .-- (地味手帖 ; 14) .-- ISBN 978-

626-96475-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房屋建築 

3.CST: 臺灣  733.4  

台馬大不同 : 象仔旅台觀察日記  / 

Trillo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季風帶

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111-9-9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人文地理 3.CST: 

臺灣 4.CST: 馬來西亞  733.6  

台灣鐵路自由行 : 藝術文化懷古之

旅 / 吳武明, 余宗珮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亞洲巨龍國際智慧服務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ISBN 978-

986-90692-3-6 (全套 :平裝 ) NT$2400

普遍級  

1.CST: 名勝古蹟 2.CST: 火車旅行 

3.CST: 臺灣遊記  733.6  

山水寺廟 / 邱鎮京著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9-

128-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寺廟  

733.61  

我在環島的路上 : 邊走!邊玩!邊吃!

邊畫! / 陳貴芳(鱷魚)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240 面; 21 公

分 .-- (旅人之星 ; 69) .-- ISBN 978-626-

7156-36-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徒步旅行  

733.69  

和林佳龍一起去旅行 : 那些走讀、

療癒、愛戀山海的光合之旅 / 林佳

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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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79-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733.69  

牽手遊山玩水 / 張時坤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32 面; 23 公分 .-- (樂生活 ; 

55) .-- ISBN 978-957-9036-4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733.69  

貓空人 = Maokongian / 徐立真, 黃銘

彰, 黃馨儀, 鄭雅文採訪撰稿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

局出版 : 一頁文化制作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1 .-- 168 面; 24 公分 .-- 

(Verse books local ; 1) .-- ISBN 978-626-

7144-81-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旅遊 3.CST: 

臺北市  733.9/101.6  

小金的奇妙歷險 / 吳彥樺, 李駿辰, 謝

睿喆, 葉禮物, 曾文隴, 呂永潔, 陳安, 

何沛澄文 ; 陳蓉萱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11110 .-- 

4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35-

46-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礦業 3.CST: 

繪本 4.CST: 新北市瑞芳區  

733.9/103.9/147.2  

鑛山誌 . vol.1, 家園的尺度  = Mine 

story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

館, 1111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5-48-8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新北市瑞芳區  733.9/103.9/147.4  

鶯歌聚落變遷史 / 楊國龍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新北市環境

文教協會, 11110 .-- 16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232-1-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新北市鶯歌區  733.9/103.9/157.2  

在地達人誌 : 尋找大村花壇專注的

力量 / 李雁隆計畫主持 .-- 臺中市 : 朝

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1111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1-63-

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文化觀光 

3.CST: 彰化縣大村鄉 4.CST: 彰化縣

花壇鄉  733.9/121.9/107.4  

臺南歷史街區好生活 : 臺南歷史街

區振興行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Movement in old town districts in 

modern Tainan, 2011-2021 / 楊 啟 正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

化局, 聚珍臺灣(點子貓科技有限公

司),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01-58-6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房屋建築 

3.CST: 文化保存 4.CST: 臺南市  

733.9/127.4  

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I : 南瀛地

區 之 藝 術 與 物 質 文 化  = Nanying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VI : art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Tainan area / 

Fiorella Allio(艾茉莉), 顏廷伃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0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01-52-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社會生活 

3.CST: 文集 4.CST: 臺南市  

733.9/129.07  

翩翩飛入 戀戀曾文 / 吳宜周, 張晉榮

作 ; 黃服賜編著 .-- 臺南市 : 麻豆文

史工作室, 11110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30164-2-7 ( 精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臺南市麻豆區  733.9/129.9/143.4  

*橫山藝術祭. 2022. I : 早安遊燕巢.趣

橫山護照 / 盧圓華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技大學, 11110 .-- 120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626-96355-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藝文活動 2.CST: 手冊 3.CST: 

高雄市燕巢區  733.9/133.4  

增修車城鄉志 / 楊貴三, 陳盈宏, 莊文

松, 張欣芸, 莊天賜, 洪親慧, 許純蓮, 

劉芷純撰稿 ; 葉志杰總編纂.主撰 .-- 

屏東縣車城鄉 : 屏東縣車城鄉公所, 

11111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84-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屏東縣車城鄉  

733.9/135.9/113.1  

站在石頭上的人 : 花蓮光華村的記

憶與哀愁 / 孟慶玲, 夏婉雲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釀時代 ; 2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3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花蓮縣  733.9/137.4  

石話山河 : 鱉溪地質公園地質地形

導覽手冊 / 賴序衡著 .-- 初版 .-- 花蓮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

林區管理處, 11111 .-- 90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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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110-24-9 ( 平 裝 ) 

NT$165 普遍級  

1.CST: 天然公園 2.CST: 自然地裡 

3.CST: 工作說明書 4.CST: 花蓮縣富

里鄉  733.9/137.9/113.64  

故鄉的春夏秋冬 : 林榮豐華全紀錄 / 

邱上林編著 .-- 花蓮縣鳳林鎮 : 社團

法人花蓮縣平林文化樂活藝創協進

會, 11111 .-- 33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13-0-4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花蓮縣鳳林鎮  733.9/137.9/123.2  

歐洲史地 

世界古代中世紀史 : 閻宗臨史學經

典再復刻,探究希臘、尋覓羅馬、剖

析埃及、歷險波斯 / 閻宗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3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2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古代史 2.CST: 歐洲  740.21  

希臘史 : 歐洲文明的起源 / 劉增泉

著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755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古希臘 2.CST: 希臘史  

740.212  

羅馬人的故事. XIII, 最後一搏 / 塩野

七生著 ; 鄭維欣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53-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羅馬帝國  

740.222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 : 一戰關鍵的東

線戰場與現代中東的形成 / 尤金.羅

根(Eugene Rogan)著 ; 何修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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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6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86-6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第一次世界大戰 2.CST: 中東

史 3.CST: 土耳其史  740.272  

*皇冠之下 : 伊莉莎白二世的真實與

想像 : BBC 獨家授權,見證女王陛下

輝煌一生的影像全紀錄 / 大衛.索登

(David Souden)著 ; 李函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0 .-- 240 面; 25 公分 .-- (Demi-

couture ; 2) .-- ISBN 978-626-7092-92-7 

(平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 

Queen of Great Britain, 1926-2022) 

2.CST: 傳記 3.CST: 英國史 4.CST: 照

片集  741.27  

英國 / 朱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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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320 面 ; 23 公分  .-- (New 

action ; 57) .-- ISBN 978-986-289-789-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英國  741.89  

時間、欲望與恐懼 : 如何再現最真

實的歷史樣貌,阿蘭.柯爾本的感官史

講義 / 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著 ; 

林佑軒, 周桂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從感官看

世界) .-- ISBN 978-957-05-3460-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社會生活 

3.CST: 法國  742.3  

趣看,法蘭西 / 雍宜欽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0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社會生活 

3.CST: 法國  742.3  

法國 / 朱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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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320 面 ; 23 公分  .-- (New 

action ; 59) .-- ISBN 978-986-289-791-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法國  742.89  

歐洲線領隊帶你玩德國 / 魏宏展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574-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德國  743.9  

捷克.匈牙利 / 趙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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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64 面; 23 公分 .-- (New 

action ; 61) .-- ISBN 978-986-289-787-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捷克 3.CST: 匈牙

利  744.39  

義大利 / 朱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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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320 面 ; 23 公分  .-- (New 

action ; 60) .-- ISBN 978-986-289-792-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義大利  745.09  

熱情面具下的義大利人 : 從羅馬帝

國到文藝復興,從尖端時尚到黑手黨,

揭開你所不知道的義大利人真實面

貌 / 約翰.胡伯(John Hooper)著 ; 蔡宗

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10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63-3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文化史 

3.CST: 義大利  745.3  

西班牙 / 王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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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264 面 ; 23 公分  .-- (New 

action ; 62) .-- ISBN 978-986-289-793-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西班牙  746.19  

危機時代的政治領導 : 俄國革命的

警惕 / 西恩.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

著 ; 潘信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 臺北市 : 人文社群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7-619-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俄國史  748.281  

烏克蘭 : 硝煙中的雅努斯 / 聞一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

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

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Spot ; 

33) .-- ISBN 978-626-7063-22-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烏克蘭史 2.CST: 國際關係  

748.752  

美洲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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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的銀色權杖 : 威廉斯堡市的故

事 / 莫德.彼得沙姆(Maud Petersham), 

米斯卡.彼得沙姆(Miska Petersham)圖.

文 ; 呂佳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89-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美國史 2.CST: 通俗作品  

752.22  

洛杉磯.舊金山.拉斯維加斯 / 蔣育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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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68 面; 23 公分 .-- (New 

action ; 58) .-- ISBN 978-986-289-790-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美國洛杉磯 

3.CST: 美國舊金山 4.CST: 美國拉斯

維加斯  752.9  

*叛逆拉美 : 從初代霸主到足球王國,

由毒梟經濟到國際關係,走進歷史的

足球旅行 / 李文雋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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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280 面; 21 公分 .-- (腳下魔

法) .-- ISBN 978-626-95956-6-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CST: 

足球 4.CST: 拉丁美洲  754.8  

*覺醒南美 : 從造神運動到僑民組織,

由極權統治到爭取公義,邁向光明的

足球旅行 / 李文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11 .-- 300 面; 21 公分 .-- (腳

下 魔 法 ) .-- ISBN 978-626-95956-7-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遊記 3.CST: 拉丁

美洲  754.8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紐西蘭 / 蔣育荏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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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New action ; 63) .-- ISBN 978-

986-289-795-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紐西蘭  772.9  

傳記 

帝鑑圖說 : 清內府彩繪本 / (明)張居

正, 呂調陽編 ; (清)沈振麟繪圖 ; 潘祖

蔭, 歐陽保極, 楊泗孫, 許彭壽書 .-- 初

版 .-- 臺北市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3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06-0660-7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中國  

782.27  

皇帝之死 : 從皇帝的生死看中國歷

代王朝的興衰起落 / 張緯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618-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中國  

782.27  

李冰 / 楊學敏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3-42-4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秦)李冰 2.CST: 傳記  

782.819  

羊祜 / 薛舟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3-39-4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晉)羊祜 2.CST: 傳記  

782.8311  

張蒼水傳 / 李一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661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明)張蒼水 2.CST: 傳記  

782.869  

沈從文自傳 / 沈從文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聯合

文叢 ; 354) .-- ISBN 978-986-323-495-1 

(精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沈從文 2.CST: 傳記  782.886  

沈從文自傳(附<<邊城>>) / 沈從文

著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44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叢 ; 714) .-- ISBN 

978-986-323-491-3 (平裝 ) NT$400 .-- 

ISBN 978-986-323-492-0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沈從文 2.CST: 傳記  782.886  

和音蒙福的人生 / 和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榮益出版社, 111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905-2-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和音 2.CST: 基督徒 3.CST: 自

傳  782.886  

和音蒙福的人生(簡體版) / 和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榮益出版社, 11111 .-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86905-3-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和音 2.CST: 基督徒 3.CST: 自

傳  782.886  

*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馬雲 : 擁抱

夢想,不畏騙子、瘋子、狂人稱號,他

用網路顛覆中國經濟,創造出阿里巴

巴帝國 / 徐博年, 周雲煒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23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35-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馬雲 2.CST: 企業家 3.CST: 傳

記 4.CST: 中國  782.887  

城市水醫生 : 濱野彌四郎與臺南水

道的故事 / 何逸琪作 ; 林一先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04-94-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濱野彌四郎 2.CST: 給水工程 

3.CST: 傳記 4.CST: 臺灣  783.18  

守住角落的人 : 他們或縱身自然,或

獨行藝術曠野,漫漫前行,閃著微光 / 

蘇惠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People) .-- ISBN 

978-626-353-142-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自然保育 2.CST: 臺灣傳記 

3.CST: 人物志  783.31  

勇者無懼 / 楊淑芬主編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8 面; 23 公分 .-- (人生

典範系列 ; 3) .-- ISBN 978-986-92846-

2-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人物志  

783.31  

臺灣 Siloam 生命故事博物館 / 插秧

教育諮詢有限公司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插秧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11110 .-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754-0-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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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博物館展覽  783.31  

築夢空間 = Dream space / 江雅文, 吳

央 , 周梓婷著 .-- 新北市 : 周梓婷 , 

11112 .-- 1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56-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783.318  

善化人物誌 / 唐淑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唐淑芳, 11110 .-- 1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6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南市  783.36/127  

陽中臺紀 : 大坪林劉氏宗族發展 / 劉

詩宗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劉氏

文化研究學會, 11110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770-0-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劉氏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家族史  783.37  

福興鄉番社庄 : 謝厝族系淵源錄與

謝正榮生平回憶錄 / 謝正榮著 .-- 彰

化縣福興鄉 : 謝正榮,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73-7 (平

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謝氏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家族史  783.37  

一位教授的省思 : 周松男生平記事

與回顧 / 周松男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周松男出版 ; 新北市 : 藝軒圖書

文具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625-6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周松男 2.CST: 醫師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九十而麗 : 李高寶玉創作集 / 李高寶

玉創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民國

好果子協會, 11112 .-- 76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96840-0-7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李高寶玉 2.CST: 傳記 3.CST: 

油畫 4.CST: 畫冊  783.3886  

*比亞山的灰暗記憶 : 樂信.瓦旦從輝

煌到殞落 / 朱惟君, 鄭伊琇文字整

理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圖書

館,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9-56-9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樂信.瓦旦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灣原住民族 4.CST: 政治迫

害  783.3886  

共擔池上 : 梁正賢翻轉地方的思維

與商戰 / 梁正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292 面; 

21 公分 .-- (天際系列 ; 4) .-- ISBN 978-

986-133-852-1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梁正賢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有溫度的人 : 羅紹和的生命成長與

慈善之路 / 羅紹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麥田航

區 ; 16) .-- ISBN 978-626-310-346-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羅紹和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自閉與自在 : 天才鋼琴家李尚軒成

長之路 / 李詹春霞口述 ; 張志偉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出版 :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11110 .-- 368 面; 21 公分 .-- (遠

景 叢 書  ; 199) .-- ISBN 978-957-39-

1150-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李尚軒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自閉症  783.3886  

我的父親郭禮伯  / 郭貽熹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328 面; 21 公分 .-- (People ; 

27) .-- ISBN 978-626-7189-63-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郭禮伯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回憶錄  783.3886  

昨天的孩子 / 瑪莎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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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3 公分 .-- (樂現

代) .-- ISBN 978-626-314-333-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瑪莎 2.CST: 自傳 3.CST: 臺灣  

783.3886  

為下一代開出路 / 郭立昌著 .-- 四

版 .-- 高雄市 : 京之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36-0-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丁玲虹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創業  783.3886  

旅運人生一甲子 : 沈鵬溶的故事 = 

P.Y. Shen's story : a 60'yr veteran of air 

transportation of Taiwan / 沈鵬溶口述 ; 

侯金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文

創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2-5-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沈鵬溶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 / 黃克武訪問 ; 

周維朋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110 .-- 198 面; 

21 公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口述歷史叢書 ; 108) .-- ISBN 978-

626-7002-80-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張朋園 2.CST: 訪談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從茅寮細孲仔到臺灣創投天王 : 邱

羅火口述歷史 / 邱羅火口述 ; 朱富國

紀錄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出版社, 11110 .-- 272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傳記系列) .-- ISBN 978-

986-5470-49-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邱羅火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口述歷史  783.3886  

教育學理論與實務的開拓者 : 黃光

雄教授紀念文集 / 黃光雄教授紀念

文集編輯小組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1112 .-- 28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900-

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黃光雄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集  783.3886  

創立全國第一個腫瘤醫學部 推動子

宮頸抹片篩檢國家政策 : 謝長堯 / 梁

妃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癌症醫學會, 11111 .-- 3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928-2-2 (平裝) .-

- ISBN 978-986-06928-3-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謝長堯 2.CST: 醫師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畫說賴義發的客家八音(含收藏樂譜) 

/ 賴彥儒, 賴義發, 董琇宜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賴彥儒, 賴義發, 11111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34-

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賴義發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客家音樂 4.CST: 樂譜  

783.3886  

雲林的日頭花 : 麗善的故事 / 張麗善, 

黄小娥, 張席維, 林秀妹, 陳鴻榮(眼

鏡)作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張麗

善,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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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01-0706-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張麗善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熊式輝日記. 1930-1939 / 熊式輝著 ; 

林美莉校註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110 .-- 46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02-81-0 (精

裝) 普遍級  

1.CST: 熊式輝 2.CST: 傳記  

783.3886  

鳳中之冠與我 / 卓森林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宏冠出版社, 11110 .-- 1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89-2-8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卓 b 森林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編織家園 / 歐蜜.偉浪, 林益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主流人物

系列 ; 10) .-- ISBN 978-626-96350-3-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歐蜜.偉浪 2.CST: 自傳 3.CST: 

臺灣  783.3886  

蔡秋桐影像集 / 蔡秋桐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雲林縣

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709-5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蔡秋桐 2.CST: 作家 3.CST: 臺

灣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783.3886  

學李國鼎做事 : 推動台灣工業發展

的關鍵人與重要事 / 王百祿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96 面; 21 公

分 .-- (人與土地 ; 43) .-- ISBN 978-626-

353-086-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李國鼎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戴勝通的世故人生 / 戴勝通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羅亞雲端國際行銷

有限公司, 11112 .-- 21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735-0-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戴勝通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蘇說心語.精算人生 : 慶福基金會董

事長的「蘇福」哲學 / 蘇慶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404 面; 23 公分 .-

- (焦點系列 ; 26) .-- ISBN 978-626-

7014-86-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蘇慶福 2.CST: 企業家 3.CST: 

臺灣傳記 4.CST: 成功法  783.3886  

驀然回首、七十四自述 / 林金輝作 .-

- 新 北 市  : 艾 瑪 創 意 印 刷 工 坊 , 

11110 .-- 3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19-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林 b 金輝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龔家政先生訪問紀錄 / 張力, 周素鳳

訪問.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111 .-- 230 面; 

21 公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口述歷史叢書 ; 109) .-- ISBN 978-

626-7002-82-7 (精裝) 普遍級  

1.CST: 龔家政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訪談  783.3886  

和平的代價 : 貨幣、民主與凱因斯

的 一 生  / 查 克 里 . 卡 特 (Zachary D. 

Carter)著 ; 賴盈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624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巔 ; 17) .-- ISBN 

978-626-7236-02-4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凱因斯(Keynes, John Maynard, 

1883-1946.) 2.CST: 經濟學家 3.CST: 

傳記 4.CST: 英國  784.18  

哈利.波特之母 : J.K.羅琳 / 管家琪著 ; 

徐建國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

文化企業社, 11110 .-- 240 面; 21 公

分 .-- (管家琪作品集. 人物故事 ; 3) .-

- ISBN 978-626-96550-3-8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羅琳(Rowling, J. K.) 2.CST: 作

家 3.CST: 傳記 4.CST: 通俗作品 

5.CST: 英國  784.18  

澤倫斯基 : 我需要彈藥,而不是逃跑 / 

賀吉斯.瓊代, 史蒂夫.修安著 ; 范兆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

公司, 11110 .-- 240 面; 21 公分 .-- (平

安叢書 ; 第 0739 種)(TOPIC 話題 ; 

20) .-- ISBN 978-626-7181-2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澤倫斯基(Zelenskyy, 

Volodymyr) 2.CST: 傳記 3.CST: 烏克

蘭  784.828  

下廚找回自由人生 : 一本有食譜、

有人生歷險重來故事的廚師回憶錄 / 

艾琳.法蘭奇(Erin French)作 ; 謝佩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

播有限公司, 11110 .-- 432 面; 21 公

分 .-- (Essential ; YY0930) .-- ISBN 978-

626-7061-45-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法蘭奇(French, Erin) 2.CST: 傳

記  785.28  

心靈的棲地 : 愛德華.薩依德傳 / 提摩

西.布倫南(Timothy Brennan)作 ; 梁永

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496 面; 23 公

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

360-200-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薩依德(Said, Edward W.) 

2.CST: 知識分子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785.28  

完整的力量 : 百事公司傳奇執行長

談工作、家庭和未來 / 盧英德(Indra 

Nooyi)著 ; 簡秀如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企業傳

奇) .-- ISBN 978-957-08-664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盧英德(Nooyi, Indra, 1955-) 

2.CST: 企業管理者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785.28  

改變世界的相對論 : 20 世紀最偉大

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故事 / 宋韻聲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 (原創精品 ; 30) .-- ISBN 978-626-

7199-43-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愛因斯坦(Einstein, Albert, 

1879-1955) 2.CST: 科學家 3.CST: 傳

記  785.28  

美好生活 : 貼近自然,樂活 100 / 海倫.

聶爾寧(Helen Nearing), 史考特.聶爾

寧(Scott Nearing)著 ; 梁永安, 高志仁

譯 .-- 五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

20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聶爾寧(Nearing, Helen) 2.CST: 

聶爾寧(Nearing, Scott, 1883-1983) 

3.CST: 簡化生活 4.CST: 生活指導  

785.28  

最後的訪談 : 沙林傑 / 沙林傑著 ; 劉

議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社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0 .-- 120 面; 21 公分 .-- 

(古典復筆新 ; HD0009) .-- ISBN 978-

957-9689-84-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沙林傑(Salinger, J. D.) 2.CST: 

傳記 3.CST: 訪談  7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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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訪談 : 海明威 / 海明威著 ; 陳

榮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社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0 .-- 120 面; 21 公分 .-- 

(古典復筆新 ; HD0008) .-- ISBN 978-

957-9689-8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海明威(Hemingway, Ernest, 

1899-1961) 2.CST: 傳記 3.CST: 訪談  

785.28  

籃球之神 : 空中飛人喬丹 / 管家琪著 ; 

徐建國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

文化企業社, 11110 .-- 240 面; 21 公

分 .-- (管家琪作品集. 人物故事 ; 4) .-

- ISBN 978-626-96550-4-5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喬丹(Jordan, Michael, 1963- ) 

2.CST: 運動員 3.CST: 職業籃球 

4.CST: 傳記 5.CST: 通俗作品 6.CST: 

美國  785.28  

最後的訪談 : 馬奎斯 / 馬奎斯著 ; 林

熙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社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0 .-- 120 面; 21 公分 .-- 

(古典復筆新 ; HD0010) .-- ISBN 978-

957-9689-8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賈西亞馬奎斯(Garcia 

Marquez, Gabriel, 1927-2014) 2.CST: 

傳記 3.CST: 訪談  785.738  

柯氏祖源探究 / 蔡艾蒙總主筆 ; 蔡易

庭主編 .-- 臺北市 : 柯順耀, 111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7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柯氏 2.CST: 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桃花源的祕密 / 王詩涵文 ; 王詩涵, 

游琇婷圖 .-- 初版 .-- 新北市 : 王詩涵, 

11112 .-- 10 面; 25X3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93-5 (精裝) NT$1080 普

遍級  

1.CST: 甲骨文 2.CST: 通俗作品  

792.2  

殷墟甲骨斷代綜述 / 吳俊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8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462-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甲骨文  792.2  

黑釉茶盞裏的微光 / 王亮鈞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 

11111 .-- 1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57-562-86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古陶瓷 2.CST: 茶具 3.CST: 宋

代 4.CST: 中國  796.6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孫美娜的第一堂外語課 : 找到語言

自由的 100 天計畫 / 孫美娜著 ; 曾晏

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81) .-- ISBN 978-986-179-

777-9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語言學習 2.CST: 學習方法  

800.3  

象形文字 / 陳冠學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5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象形文字  801.93  

黃金認證 CWT 全民中檢 : 中高等素

養題庫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 

11110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068-52-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能力測驗  

802.022  

跨領域國際新視野 : 2021 東華大學

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朱嘉雯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6

面 ; 21 公 分  .-- ( 社 會 科 學 類  ; 

PG2850)(Viewpoint ; 65)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27-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語文教學 

3.CST: 文集  802.03  

臺灣華語文教材演變發展研究 / 張

勝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40 面; 23

公分 .-- (華文教學叢書 ; 1200Z01) .-- 

ISBN 978-986-478-772-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語文教學 

3.CST: 教材 4.CST: 歷史  802.038  

趣學臺灣華語 / 王振宇, 鄭佩娟, 洪霈

羽, 林子芸, 黃子萱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趣學臺灣華語小組, 11112 .-- 1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791-0-

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語文教學 

3.CST: 教材 4.CST: 臺灣文化  

802.038  

小學生字典 / 周何審訂 .-- 六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0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49-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漢語字典  802.3  

小學生常用字典 / 李行健主編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04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343-460-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聲韻學 / 林燾, 耿振生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4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聲韻學  802.4  

重新認識台灣話 : 閩南語讀書筆記 / 

鄭鴻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人間出

版社, 11111 .-- 4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21-5-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讀本  

802.5232  

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 / 洪惟仁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語文學會, 

11110 .-- 冊 .-- ISBN 978-957-99065-4-

8 (全套:精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方言學 3.CST: 

方言地理學 4.CST: 比較語言學  

802.5232  

*閩南語字音字形好好學  / 鄭安住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41-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語音  

802.52324  

臺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 第七輯 / 鍾

榮富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社團法

人臺灣客家語文學會, 11110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862-6-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文集  

802.523807  

好客心經 / 賴戊達主編 .-- 初版 .-- 臺

南 市  : 開 朗 雜 誌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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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176 面; 26 公分 .-- (客語能力

認證系列) .-- ISBN 978-626-7060-40-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能力測驗 3.CST: 

讀本  802.52388  

客俳風. 第二集 / 彭碧珠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芎林鄉] : 新竹縣海陸客

家語文協會, 11110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385-7-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讀本  802.52388  

如何讓孩子愛上學習 : 學校沒教你

的中文秘密 / 黃筱媛作 .-- 初版 .-- 臺

中 市  : 柳 岸 文 化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48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785-0-1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漢語語法 2.CST: 漢語教學 

3.CST: 兒童教育  802.63  

(司法特考)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

關鍵的七堂課 / 李宜藍編著 .-- 第六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73-0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高普考]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

鍵的七堂課 / 李宜藍編著 .-- 第八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74-7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鐵路特考)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

的七堂課 / 李宜藍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72-3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雪域行書  : 藏文字母書法手冊  = 

Record on my snowland journey / 古家

丞 Karma Sangjay Norbu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彌訶居有限公司, 11111 .-- 

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803-

0-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藏語 2.CST: 習字範本  

802.93  

絕對超好記日語 50 音 / 菜菜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1-952-7 (平裝) NT$299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音 3.CST: 假名  

803.1134  

N5-N1 新日檢文法大全 : 精選出題頻

率最高的考用文法,一本全包全級數

通用! / 金星坤著 ; 潘采思譯 .-- 修訂

一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48-2 (平裝) NT$44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初級日語必備文法歸納解析 / Live 互

動日本語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

68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初學者輕鬆上手 日本敬語 / DT 企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76-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敬語  803.168  

去日本前 7 天,學這些日文就夠了! / 

麥美弘著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03-3-3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明解日本語の歌. III / 周昌葉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55-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歌曲 2.CST: 日語 3.CST: 讀本  

803.18  

新聞 100 選. 2022 年度 : Nippon 所藏

日語嚴選講座 / EZ Japan 編輯部, 黃

毓倫, Ice 著 ; 田中裕也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28 面; 28 公分 .-- (Nippon

所藏 ; 18) .-- ISBN 978-626-7238-05-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新聞 3.CST: 讀本  

803.18  

「日本語の森」的 60 個會話筆記 : 

ゆか老師,這樣說可以嗎? / 村上由佳

著 ; 王秋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眾

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32-620-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一個人旅行必備的日語會話 / 黃彥

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

分 .-- (全民學日語 ; 71) .-- ISBN 978-

626-96423-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3.188  

走到哪說到哪!旅遊會話日語 / 林育

萱, 大場陽子, 立石悠佳著 .-- 四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八

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710-878-4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3.188  

面試日語 / 星野良文, 渡邊由里, 林小

瑜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日語通 ; 

8) .-- ISBN 978-626-7203-06-4 (平裝) 

NT$36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3.CST: 面試  

803.188  

N1-N5 新日檢單字大全(QR 碼行動學

習版) / 金星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2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253-6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快速通關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文

法 N1,N2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

惠子, 大山和佳子, 林勝田, 山田社日

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456 面; 23 公分 .-- (速通日檢 ; 6) .-- 

ISBN 978-986-246-732-9 (平裝附光碟

片) NT$623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日檢制霸!N5 文法特訓班 / 溫雅珺, 

楊惠菁, 蘇阿亮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40 面; 23 公分 .-- (JLPT 滿分進擊) .-

- ISBN 978-957-14-7567-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單字圖像+

手寫測驗 N3 /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千田晴夫, 林勝田, 山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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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山 田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400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21) .-- ISBN 978-986-246-733-6 

(平裝附光碟片) NT$4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精修版新制

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聽力 N2 / 吉

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林勝

田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14) .-- ISBN 

978-986-246-731-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大家來學生活韓國語 / 李姸定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

252-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泰語與你 / 陳怡君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93-09-

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讀本  803.758  

*中級越南語會話 = Tiếng Việt Hội 

Thoại Trung Cấp / 黎 氏 仁 (Lê Thị 

Nhâm)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

國際有限公司, 11110 .-- 240 面; 30 公

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114) .-- ISBN 

978-986-5560-91-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越南語 2.CST: 會話  

803.7988  

殞落的勇士 = minshuq ni motux mrhuw 

/ 劉宇陽監製 ; 翁雅德繪圖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基金會, 11111 .-- 36 面; 21X30 公

分 .-- 中文、泰雅語對照 .-- ISBN 978-

626-7158-28-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泰

雅語 3.CST: 繪本  803.9911  

我 可 以 織 布 嗎 ? = Ye ku ini huwa 

tminun ka yaku? / 劉宇陽監製 ; 藍維星

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36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賽德克語對

照 .-- ISBN 978-626-7158-17-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賽

德克語 3.CST: 繪本  803.9912  

被偷走的一代 = Knxalan wada geuyun 

/ 劉宇陽監製 ; 翁雅德繪圖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基金會, 11111 .-- 36 面; 21X30 公

分 .-- 中文、太魯閣語對照 .-- ISBN 

978-626-7158-25-8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太

魯閣語 3.CST: 繪本  803.9913  

南島的故事  = kinbazae'an noka Say 

naba:an / 劉宇陽監製 ; 翁雅德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賽夏語對照 .-- ISBN 

978-626-7158-18-0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賽

夏語 3.CST: 繪本  803.992  

布農族的星星 = Bunun tu bintuhan / 劉

宇陽監製 ; 翁雅德繪圖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

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

文、布農語對照  .-- ISBN 978-626-

7158-29-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布

農語 3.CST: 繪本  803.993  

機器狗 = qi-kii a atu / 劉宇陽監製 ; 周

楷樺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邵語對

照 .-- ISBN 978-626-7158-22-7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邵

語 3.CST: 繪本  803.994  

跟著伍茂去打獵 = fiho to'umao ho e'oh

ʉ / 劉宇陽監製 ; 周楷樺繪圖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基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

分 .-- 中文、鄒語對照 .-- ISBN 978-

626-7158-15-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鄒

語 3.CST: 繪本  803.995  

嘟咕祖的禮物 = pahlivingaisa tukucu / 

劉宇陽監製 ; 吳楚璿繪圖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基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

分  .-- 中文 、 拉阿 魯 哇語 對照  .-- 

ISBN 978-626-7158-27-2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拉

阿魯哇語 3.CST: 繪本  803.9951  

巨 人 的 花 園  = tipari tamna 

ravungavunga / 劉宇陽監製 ; 藍維星

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卡那卡那富語

對照 .-- ISBN 978-626-7158-24-1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卡

那卡那富語 3.CST: 繪本  803.9952  

哥哥的婚禮 = pinucekeljan ni kaka / 劉

宇陽監製 ; 藍維星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

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排灣語對照 .-- ISBN 978-626-

7158-16-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排

灣語 3.CST: 繪本  803.9961  

女孩的玫瑰花 = padralray ka bengelray 

ki tawvaylekete / 劉宇陽監製 ; 顏學偉

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魯凱語對照 .-- 

ISBN 978-626-7158-21-0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魯

凱語 3.CST: 繪本  803.9963  

琅 嶠 的 故 事  = a batibatiyan i 

Lrungkiyaw / 劉宇陽監製 ; 翁雅德繪

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

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36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卑南語對照 .-- 

ISBN 978-626-7158-26-5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卑

南語 3.CST: 繪本  803.9965  

愛織布的馬耀 = Maolahay mitenooy ci 

Mayaw / 劉宇陽監製 ; 藍維星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阿美語對照 .-- ISBN 

978-626-7158-20-3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阿

美語 3.CST: 繪本  803.997  

槍口下的革命之花 = misuayaway tu 

kuwang a limecedan / 劉宇陽監製 ; 藍

維星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44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撒奇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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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語對照 .-- ISBN 978-626-7158-30-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撒

奇萊雅語 3.CST: 繪本  803.9979  

老鼠魚傳說  = Karam! ni mivalyo a 

among / 劉宇陽監製 ; 周楷樺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雅美語對照 .-- ISBN 

978-626-7158-19-7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雅

美語 3.CST: 繪本  803.998  

垃圾島 = RusRus lawlaw / 劉宇陽監

製 ; 王皓瑾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中文、

噶瑪蘭語對照 .-- ISBN 978-626-7158-

23-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噶

瑪蘭語 3.CST: 繪本  803.999  

實用西語入門 = Español práctico para 

principiantes / 方柏婷, 李優俐合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67 面; 26 公分 .-- (第

二外語學習叢書) .-- ISBN 978-957-

784-97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西班牙語 2.CST: 讀本  

804.78  

英語閱讀教學活動設計 = Designing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English reading 

classes / 沈富源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291-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教學設計 4.CST: 教學法  

805.103  

Linguaskill 領思高頻字彙 / 睿言商英

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77-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反射式串記英單學習法 / 張翔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530 面; 23 公分 .-- (Master ; 

14) .-- ISBN 978-986-271-953-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攻克五千單字圖像記憶法  / 高嫚

Ivana Kao 作 .-- 初版 .-- 彰化市 : 竹凰

跳動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25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690-1-

1 (平裝) NT$213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彙  805.12  

後中西醫英文考前衝刺 : 核心字彙&

文法句型 / 馬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波斯納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00 面 ; 17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56-8-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4.CST: 句法  805.12  

這句英文怎麼說? : 偶包、豬隊友、

已讀不回,會說就很潮的有梗單字片

語 / 學英文吧 iVY BAR 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圓 神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Tomato ; 

76) .-- ISBN 978-986-133-851-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彙  805.123  

*快速學習、全面適用的文法祕笈 : 

英文文法八大觀念 X 圖文解析 X 驗

收試題 / 許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270 面 ; 21 公分  .-- (原來如此  ; 

E262) .-- ISBN 978-626-7116-21-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英文履歷寫作指南 : 數位時代連結

社群創新自我行銷力 / Nigel Daly 作 ; 

李筱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356-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履歷表 3.CST: 寫

作法  805.179  

用英文介紹台灣 : 實用觀光導遊英

語(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Taiwan in 

simple English / Paul O'Hagan, Peg 

Tinsley, Owain Mckimm 著 ; 蔡裴驊, 

郭菀玲, 丁宥榆譯 .-- 四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65-7 (20K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3.CST: 臺灣  

805.18  

*英文核心全修班. 二, 文法聽力 / 胡

鎮心作 .-- 臺北市 : 文心大集有限公

司, 11110 .-- 6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56-1-7 (活頁裝)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文閱讀聽力素養訓練課 : 格林童

話(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Brothers 

Grimm 原著 ; Richard Luhrs 改寫 ; 

Margaret Hunt 英譯 ; 丁宥榆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語言工場出版有限公

司, 11111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63-84-1 (16K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寂天雲隨身

聽 APP 版) = Success with reading / 

Owain Mckimm, Connie Sliger,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 著 ; 劉嘉珮, 

蘇裕承, 蔡裴驊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67-1 (第 4 冊: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商務英文簡報技巧全攻略(寂天雲隨

身聽 APP) / Ian Andrew McKinnon 著 ; 

羅竹君, 鄭家文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66-4 (25K 平裝) NT$490 普

遍級  

1.CST: 商業英文 2.CST: 讀本 3.CST: 

簡報  805.18  

新聞英文. 2022 年度 / EZ TALK 編輯

群, Judd Piggott 作 ; EZ TALK 編輯群, 

劉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44 面; 

26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626-

7164-88-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新聞英文 2.CST: 讀本  

805.18  

雙語國家系列叢書  : 走讀雲林  = 

Bilingual nation book series : Yunlin 

English study tour / 吳爾夫主編 .-- 雲

林縣虎尾鎮 : 吳爾夫國際文教有限

公司, 11110 .-- 1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1900-2-2 ( 第 2 冊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5 分鐘征服英語會話 / 張瑪麗, Scott 

William 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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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語 系 列  ; 81) .-- ISBN 978-626-

96215-9-0 (平裝) NT$36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世界好好玩旅遊英語帶著走 / 曾婷

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

團 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097-49-6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5.188  

菜英文. 生活基礎篇 / 張瑜凌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全民

學英文 ; 65) .-- QR 版 .-- ISBN 978-

626-96423-8-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Expand : 雅思學術寫作關鍵字筆記 / 

林政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

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97-50-2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作文  805.189  

IELTS 雅思閱讀 情境學習法 : 漸進理

解 10 大情境、圖表題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480 面; 23 公

分  .-- (常春藤 IELTS 雅思系列  ; 

IE04) .-- ISBN 978-626-7225-00-4 (平

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讀本  805.189  

IELTS 雅思聽力 情境學習法 : 全面掌

握 10 大情境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416 面; 23 公分 .-- (常春

藤 IELTS 雅思系列 ; IE02) .-- ISBN 

978-626-96209-9-9 (平裝) NT$559 普

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讀本  805.189  

雅思寫作聖經 : 模擬試題 / 韋爾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考用英語系列 ; 41) .-- ISBN 978-626-

96563-1-8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作文  805.189  

全民英檢中級閱讀題庫解析 : 段落

填空 / 珊卓沃克, 張清芳合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英檢系列 ; 14) .-- 

ISBN 978-626-7203-05-7 ( 平 裝 ) 

NT$35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題庫解析 : 段落

填空 / 拉斯曼菲, 張清芳合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英檢系列 ; 13) .-- 

ISBN 978-626-7203-04-0 ( 平 裝 )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新制 GEPT 全民英檢中級 : 初試 10

回 高 分 達 標 模 考 + 解 析 + 攻 略  = 

Handbook to the new intermediate GEPT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冊 .-- ISBN 978-986-441-696-7 (全套: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NEW TOEIC 多益必考文法攻略 / 洪

舶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3 公分 .-

- (語言學習 ; 27) .-- ISBN 978-626-320-

286-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語法  

805.1895  

全新!新制多益 TOEIC 試題滿分一本

通 / Hackers Academia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2 .-- 6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4-254-

3 (平裝附光碟片) NT$8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全新!新制多益 TOEIC 題庫解析 : 狠

準 6 回聽力+閱讀模擬試題,完全反映

最新命題趨勢、全方位建立新制多

益實戰能力! / Hackers Academia 著 ; 

魏詩珈, 談采薇, 許竹瑩, 蔡宜庭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11 .-- 

7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4-

249-9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文學 

宋瑛堂的文學譯世界 / 宋瑛堂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88 面; 19 公

分 .-- (臉譜書房 ; FS0156) .-- ISBN 

978-626-315-212-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翻譯  811.7  

比較詩學 : 兩岸戰後新詩的話語形

構與美學生產 / 涂書瑋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1111 .-- 550 面; 

23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00)(臺

灣詩學論叢 ; 24) .-- BOD 版 .-- ISBN 

978-626-95350-8-8 (平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詩學 2.CST: 比較詩學  

812.18  

成為小說家賺上億吧 / 松岡圭祐著 ; 

張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有

限公司, 11110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70-5-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小說 2.CST: 寫作法  812.7  

我靠寫網路小說謀生 : 搞笑作家鄭

穆尼的致富寫作教室 / 鄭穆尼作 ; 林

珮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

公司, 11111 .-- 3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08-0-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小說 2.CST: 寫作法 3.CST: 成

功法  812.7  

寫給你,祝福你 / 胡志成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采薇出版社,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采薇叢書 ; 第五

輯) .-- ISBN 978-986-99497-3-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13  

中國文學 

*深度討論的國文課 : 110 學年成果

集 = Quality talk / 洪有勝, 陳爰成, 王

靖諺, 方之璿, 莊政峰, 石秭星, 黃薇

蓉, 吳玟諺, 鄭皓廷, 邱啓崴, 曾一朔, 

侯柏亘, 謝兆杰, 林煒恩, 粘仕煜, 蕭

恩琳, 彭成碩, 黃科畯, 宋冠萱, 彭鈺

婷, 簡碩辰, 許庭豪, 石瑋蓁, 陳紀蓁, 

曾瑀婕, 劉映蘭, 邱顯博, 陳彥愷, 杜

逸宸, 劉芷妤, 鄭穎竺, 張香凱, 涂允

貞, 黃舒妍, 劉又慈, 徐靖雯, 陳香竹, 

謝欣辰, 陳妍蓁, 楊妤萱, 吳亞蓉, 何

家欣, 林家榆, 吳昱萱, 朱語容, 林睿

宸, 周秀芳, 李宥芯, 詹元禎, 陳煒蒨, 

盧劭婕, 楊欣穎, 凃展瑜, 賴芷如, 黃

榆君, 林巧軒, 陳翎, 孔鈺恬, 洪瑜蔚, 

翁于棠, 簡良珍, 陳若謙, 劉詠忻編著 ; 

陳惠鈴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師大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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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1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6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語文教學 

3.CST: 高等教育  820.33  

中國文學論叢 / 錢穆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7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20.7  

文學欣賞的新途徑 / 李辰冬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5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20.7  

*中國文學史概要 / 金榮華, 陳勁榛編

著 ; 林彥如, 張瑞文協著 .-- 再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11110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96-427-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820.9  

馬 若 瑟 的 文 學 世 界  = The literary 

world of Joseph de Prémare / 李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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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64 面; 23 公分 .-- (臺大哈佛

燕京學術叢書 ; 13) .-- ISBN 978-986-

350-669-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馬若瑟(Prémare, Joseph de)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學評論  

820.9  

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 / 

曾令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9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文學史研

究叢刊  ; 802Z01) .-- ISBN 978-986-

478-773-9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當代文學 2.CST: 中國文

學史  820.908  

品鑒與借鑒 : 漢唐詩賦變動論述 / 許

東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

分 .-- (文史哲大系 ; 321) .-- ISBN 978-

986-339-129-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賦 3.CST: 詩評  

820.91  

元代宋詩學研究 : 以總集為中心的

考察 / 凌頌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3 公分 .-- (漢學研究叢書. 文

史新視界叢刊 ; 402016) .-- ISBN 978-

986-478-765-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宋詩 2.CST: 詩評 3.CST: 元代  

820.9105  

沈德潛詩論探研  / 胡幼峯著 .-- 再

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 11110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

36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清)沈德潛 2.CST: 詩學 

3.CST: 詩評  821.87  

古典小說評點之面向 / 許麗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503-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古典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27.2  

中國文學總集 

白馬與黑駱駝 / 駱以軍, 宋明煒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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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4 面; 21 公

分 .-- (麥田文學 ; 326) .-- ISBN 978-

626-310-338-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30.86  

新譯絕妙好詞 / 聶安福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559-2 (平裝) 普遍級  

 833  

中國文學別集 

寫傳記的人 : 李一冰文存 / 李一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10-0 (平裝) 

普遍級  

 848.6  

藏在紙背的眺望  / 鄭家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608 面; 23 公分 .-- (文

學研究叢書. 現代學叢刊 ; 806008) .-- 

ISBN 978-986-478-771-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周樹人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學評論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比以前慢,比以後快 / 吳耀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110 面; 25 公分 .-- (文

化生活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74) .-- 

ISBN 978-986-478-775-3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851.487  

島上詩 : 島上與海外. 上冊 / 韓牧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111 .-- 

26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08-1-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1.487  

海外詩 : 島上與海外. 下冊 / 韓牧著 .-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111 .-- 3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08-2-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51.487  

深海點燈 / 姚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1 .-- 282 面; 21 公分 .-- 

(貓空-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 14) .-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3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1.487  

偉見詞集 / 劉偉見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38 面; 27 公分 .-- (樂生活 ; 56) .-- 

ISBN 978-957-9036-46-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52.487  

閱微習聯初集 / 陳為學作 .-- 第一

版 .-- 金門縣金湖鎮 : 陳為學, 11111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86-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對聯  856.6  

講過。讀過 笑著。想著 / 金桐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社團法人台灣揚善

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11110 .-- 3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695-0-9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笑話  856.8  

搜妖記 : 中國古代妖怪事件簿 / 白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720-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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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野傳奇 : 因果故事選集 / 能仁文化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能仁出版社, 

11201 .-- 冊  .-- ( 育 德 系 列 叢 書  ; 

E033) .-- ISBN 978-986-6416-80-4 (上

冊 :平裝 ) NT$200 .-- ISBN 978-986-

6416-81-1 (下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857.27  

俄羅斯國立圖書館藏鈔本姑妄言  / 

(清)曹去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景

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986-06578-3-8 (全套:線裝) 

NT$37620 普遍級  

 857.44  

遊仙窟玉梨魂合刊 / 張鷟, 徐枕亞著 ; 

黃瑚, 黃珅校注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64-

6 (平裝) 普遍級  

 857.44  

土豆也叫馬鈴薯 : 曹明霞短篇小說

集 / 曹明霞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12 .-- 246 面; 21 公分 .-- (貓

空-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 10)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41-0 (平

裝) NT$340 普遍級  

 857.63  

天香 / 王安憶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12 .-- 528 面; 21 公分 .-- (王安憶經

典作品集 ; 10) .-- ISBN 978-626-310-

341-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7.7  

日落呼蘭 / 曹明霞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11 .-- 278 面; 21 公分 .-

- (貓空-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 9) .-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33-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7  

王朝第一騙妻案 / 清風拂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7801) .-- ISBN 978-986-527-

678-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生 命 樹 與 智 慧 樹  = Life tree and 

wisdom tree / D.G. Lampaulus 作.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糊塗里國際有限

公司, 11110 .-- 292 面; 24 公分 .-- (川

里堤與路西法 ; II) .-- ISBN 978-626-

95558-2-6 (精裝) NT$780 普遍級  

 857.7  

光與暗之詩. 第一卷, 曙光之薩蘭迪

爾 / YY 的劣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

39-3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57.7  

全職搭檔 / 愛看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冊 .-- ISBN 978-626-7201-28-2 (上冊:

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201-

29-9 (下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626-7201-30-5 (全套:平裝) NT$600 限

制級  

 857.7  

吉嫁宿敵 / 云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8501-E128503) .-- 

ISBN 978-986-527-693-5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694-2 (中

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986-

527-695-9 (下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老舍作品精選. 12, 趙子曰 / 老舍著 .-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71-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57.7  

老張的哲學 / 老舍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112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16-07-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57.7  

我靠美食興家 / 墨中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 冊 .-- (藍海 ; E128001-E128002) .-- 

ISBN 978-986-527-680-5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681-2 (下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沖喜侯爺 / 雲山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7901) .-

- ISBN 978-986-527-679-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57.7  

汴梁城外 / 羊二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62-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京華煙雲 = Moment in Peking / 林語堂

著 ; 王聖棻, 魏婉琪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典藏經典) .-- ISBN 978-986-

178-638-4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178-639-1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178-640-7 (第

3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招個皇子當贅婿  / 曲清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藍海系列 ; E127201-

E127202) .-- ISBN 978-986-527-668-3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

527-669-0 (下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金蛋福妻 / 芝麻湯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 冊 .-- (文創風 ; 1117-1119) .-- ISBN 

978-986-509-376-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77-8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78-5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857.7  

*長江之神 : 化生 / 蛇從革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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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553-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7  

非限定 Alpha / 米洛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95-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姜記小飯館 / 魚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 (藍海系列  ; E128601-E128604) .-- 

ISBN 978-986-527-696-6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697-3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698-0 (卷 3: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527-699-7 (卷 4: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57.7  

*建築師今天戀愛了嗎? / 艾小圖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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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6-557-7 (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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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

558-4 (中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506-559-1 ( 下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506-560-7 (全

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857.7  

重生之豁然 / 緣何故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10 .-- 冊 .-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

54-2 (卷 1:平裝) NT$360 .-- ISBN 978-

626-7176-55-9 (卷 2: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56-6 (卷 3: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57-3 (卷

4: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

7176-58-0 (卷 5: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59-7 ( 全 套 : 平 裝 ) 

NT$1800 限制級  

 857.7  

浮圖緣 / 尤四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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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ISBN 978-

986-506-575-1 (上卷: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576-8 (中卷: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577-5 (下

卷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506-578-2 (全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857.7  

神醫下山 / 墨問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8-178-7 (第 1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

179-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80-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81-7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82-4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83-1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84-8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85-5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86-2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87-9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857.7  

酒娘的鹹魚夫 / 知了與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40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7301) .-- ISBN 978-986-527-

670-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57.7  

御賜沖喜 / 虛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8301) .-- 

ISBN 978-986-527-690-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57.7  

掛名貴妾 / 春風如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藍海系列 ; E128401-E128402) .-

- ISBN 978-986-527-691-1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27-692-8 (下

冊:平裝) NT$330 普遍級  

 857.7  

頂流偶像翻船了  / 風夜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月光之城系列 ; B004) .-- ISBN 978-

957-8696-46-4 (平裝) NT$300 限制級  

 857.7  

掌勺千金 / 江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文創風 ; 1120-1121) .-- ISBN 978-986-

509-379-2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80-8 (下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掌家妻寵夫 / 晴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冊 .-

- (藍海系列  ; E127701-E127702) .-- 

ISBN 978-986-527-673-7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74-4 (下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愛你是最好的時光 / 匪我思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96498-4-6 (上冊:平裝) NT$399 .-- 

ISBN 978-626-96498-5-3 (下冊:平裝) 

NT$399 普遍級  

 857.7  

詭秘之主 : 旅行家 / 愛潛水的烏賊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8-166-4 (第 1 冊:平裝) NT$320 .-

- ISBN 978-626-348-167-1 (第 2 冊: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57.7  

鋼鐵號角 / 灰谷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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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24-4 (第 1 冊: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7  

孺子帝. 卷七, 不存在的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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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600 面; 23 公

分 .-- (New black ; 17) .-- ISBN 978-626-

7092-98-9 (平裝) NT$540 普遍級  

 857.7  

孺子帝. 卷六, 皇權的博奕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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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560 面; 23 公

分 .-- (New black ; 16) .-- ISBN 978-626-

7092-97-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57.7  

縹緲. 提燈卷 / 白姬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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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冊 .-- 

ISBN 978-986-506-579-9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06-580-5 (下

冊 :平裝 ) NT$340 .-- ISBN 978-986-

506-581-2 (全套:平裝) NT$640 普遍級  

 857.7  

餵養攝政王 / 汀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 (藍海系列  ; E128201-E128205) .-- 

ISBN 978-986-527-683-6 (卷 1: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684-3 (卷

2: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

685-0 (卷 3:平裝) NT$300 .-- ISBN 978-

986-527-686-7 (卷 4: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27-687-4 (卷 5: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騙嫁成妃 / 時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110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7501-E127503) .-- 

ISBN 978-986-527-675-1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676-8 (中

冊 :平裝 ) NT$270 .-- ISBN 978-986-

527-677-5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饕餮記. 第三部 / 殷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986-506-561-4 (上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506-562-1 (下

冊 :平裝 ) NT$320 .-- ISBN 978-986-

506-563-8 (全套:平裝) NT$6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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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  

天下第一奇書之紫青雙劍錄 / 還珠

樓主原著 ; 倪匡新著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53-58-1 (第 1 冊:

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53-

59-8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53-60-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626-7153-61-1 (第

4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

7153-62-8 (第 5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53-63-5 (第 6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53-64-2 (第

7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

7153-65-9 (第 8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53-66-6 (第 9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53-67-3 (第

10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9  

兒童文學 

公主訓練班. 4, 鎮上最美的歌聲 / 耿

啟文作 ; 瑞雲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592-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59.6  

神探包青天. 8, 不翼而飛的米糧 / 何

肇康文 ; 余遠鍠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21-596-

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59.6  

東方文學 

文學論戰與記憶政治 : 亞際視野 = 

Literary debate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 toward an inter-Asia 

perspective = 문학논쟁과기억의정치 : 

인터아시아적시각 = 文学論戦と記

憶政治 : インターアジアの視野か

ら考える / 王智明, 白池雲, 池上善彥, 

吳世宗, 宋玉雯, 延光錫, 金明仁, 施

淑, 若林千代, 徐秀慧, 崔元植, 莊華

興, 劉羿宏, 魏月萍, 蘇穎欣著 ; 王智

明, 宋玉雯, 林麗雲, 陳瑞樺主編 .-- 新

北市 : 深河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794-0-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亞洲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60.2  

52 赫茲的鯨魚們 / 町田苑香作 ; 王蘊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17) .-- ISBN 978-

957-741-609-4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1.57  

86- 不 存 在 的 戰 區 . Ep.11, Dies 

passionis / 安里アサト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2 .-- 36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075-2 (平裝) 普遍級  

 861.57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外傳. 

2 : 鍔鳴的太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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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04-8 (下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大正浪漫 : YOASOBI『大正浪漫』

原作小說 / NATSUMI 作 ; HANA 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201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38-826-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 為了成為圖書管

理員不擇手段!. 第五部, 女神的化身. 

V / 香月美夜著 ; 許金玉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38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56 種)(mild ; 46) .-- ISBN 978-

957-33-3951-9 (平裝) 普遍級  

 861.57  

不起眼的我在妳房間做的事班上無

人知曉 / ヤマモトタケシ作 ; Cat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90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089-9 (第 1 冊:平裝) 限制

級  

 861.57  

不被愛也沒關係 / 武田綾乃著 ; 王華

懋譯 .-- 首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510-253-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心之雨 / 大崎梢作 ; 邱香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悅讀.日

本小說 ; 19) .-- ISBN 978-986-319-709-

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世上神不多 / 深綠野分著 ; 劉姿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115-4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861.57  

伊豆的舞孃 : 青春美學的極致書寫,

川端康成奠定文壇地位成名作 / 川

端康成著 ; 劉子倩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2 .-- 20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31-6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再一個謊言 / 東野圭吾著 ; 鍾蕙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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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東野圭吾作品集 ; 37) .-- 

ISBN 978-626-7073-98-8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7  

在咖啡冷掉之前 / 川口俊和著 ; 丁世

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0 公

分 .-- 耶誕特典版 .-- ISBN 978-986-

510-254-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在森崎書店的日子 / 八木澤里志著 ; 

張秋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

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Echo ; 

MO0012Y) .-- ISBN 978-626-7156-38-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有妳沒有我的世界 / 倉結步著 ; 緋華

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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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498-3-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我的魅魔師父好洶好可愛 / 青橋由

高作 ; 梁恩嘉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

803-1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1.57  

男女之間存在純友情嗎?(不 ,不存

在!). Flag 4, 不過,我們是摯友對吧? / 

七菜なな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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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52-082-0 (上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身為 VTuber 的我因為忘記關台而成

了傳說 / 七斗七作 ; 蔚山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86-8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其實是繼妹。 : 總覺得剛來的繼弟

很黏我 / 白井ムク作 ; 楊采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12 .-- 32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087-5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 : 下次見面時請

讓我品嘗你煮的咖啡 / 岡崎琢磨著 ; 

林玟伶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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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88 面; 23 公分 .-- (日本暢銷小說 ; 

65) .-- ISBN 978-626-310-352-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彼岸過迄 / 夏目漱石作 ; 劉子倩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

2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所羅門的偽證. I, 事件 / 宮部美幸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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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640 面; 21 公分 .-- (宮部美幸作品集 ; 

43) .-- ISBN 978-626-7073-99-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61.57  

青春讀選!!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選 / 

芥川龍之介作 ; 伊之文譯 .-- 初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1112 .-- 304

面; 15 公分 .-- (言寺 ; 83) .-- ISBN 978-

626-95486-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 

二丸修一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80-6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 丘野優作 ; 林

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0-599-8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626-340-600-1 (第

10 冊:平裝限定版) NT$280 普遍級  

 861.57  

後宮之烏 / 白川紺子作 ; 李彥樺譯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READ ; 

158-) .-- ISBN 978-957-658-968-3 (第 3

冊: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後宮之烏 / 白川紺子作 ; 李彥樺譯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READ ; 

159-) .-- ISBN 978-957-658-983-6 (第 4

冊: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軍人少女,要潛入皇立魔法學校了 / 

冬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45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605-6 (第 1

冊:平裝) NT$240 限制級  

 861.57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 小林湖底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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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779-9 (第 4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7  

除了我之外,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

喜劇 / 羽場楽人作 ; K.K.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12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

081-3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鬼佛洞事件 : 究竟是天譴還是謀殺?

海野十三偵探推理短篇小說集 / 海

野十三著 ; 侯詠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Hint ; 8) .-- ISBN 

978-626-7096-22-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1.57  

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

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 謙之字作 ; 御門

幻流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806-2 (第 5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1.57  

淺草鬼妻日記. 9, 妖怪夫婦在地獄盡

頭等你 / 友麻碧著 ; 莫秦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94-3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混物語 / 西尾維新作 ; 哈泥蛙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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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5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96-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861.57  

異世界的處置依社畜而定. 2, 教會營

運支援計畫 / 八月八作 ; 呂郁青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601-8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626-340-602-5 (平

裝限定版) NT$240 普遍級  

 861.57  

異世界賢者的轉生無雙 : 用遊戲知

識成為異世界最強 / 進行諸島作 ; 王

啟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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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40-603-2 (第 4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1.57  

造成我心靈陰影的女生今天也不時

瞥看我,只可惜為時已晚 / 御堂ユラ

ギ作 ; 蔡柏頤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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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

805-5 (第 1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

團聽我號令 / Jaki 作 ; 御門幻流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12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8-802-4 (第 4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1.57  

惡德輪舞曲 = あくとくのロンド / 中

山七里作 ;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01-592-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61.57  

無名指的標本 / 小川洋子著 ; 王蘊潔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1 .-- 176 面; 

21 公分 .-- (小川洋子作品集 ; 2X) .-- 

ISBN 978-626-310-342-9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7  

菜鳥鍊金術師開店營業中. 2, 來做生

意吧! / いつきみずほ作 ;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2 .-- 35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088-2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間諜教室. 6, 「百鬼」席薇亞 / 竹町

作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079-0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黑鳶的聖者 / まさみティー作 ; 賴詠

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3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04-9 (第 2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楊照談村上春樹 : 日本文學名家十

講. 10 / 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Great! ; 

7212) .-- ISBN 978-626-310-355-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村上春樹 2.CST: 傳記 3.CST: 

日本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861.57  

楊照談宮本輝 : 日本文學名家十講. 9 

/ 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Great! ; 7211) .-- 

ISBN 978-626-310-354-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宮本輝 2.CST: 傳記 3.CST: 日

本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861.57  

運轉者 : 來自過去與改變未來的轉

運使者 / 喜多川泰著 ; 王蘊潔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11 .-

- 256 面; 21 公分 .-- (讀小說 ; 1) .-- 

ISBN 978-626-96312-8-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7  

熊熊勇闖異世界 / くまなの作 ; 王怡

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2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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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352-076-9 (第 18 冊:平

裝) 普遍級  

 861.57  

影踏亭怪談 / 大島清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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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E fiction ; 52) .-- ISBN 978-

626-7226-02-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親愛的妮可 / 凪良ゆう著 ; 馮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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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01-23-7 (平裝) NT$340 限制級  

 861.57  

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竟是

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 / 雲雀湯

作 ;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2-085-

1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 愛七

ひろ作 ;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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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52-090-5 (第

2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邊境的老騎士. 5, 巴爾特.羅恩與始祖

王的遺產 / 支援 BIS 作 ; Shaunten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2 .-- 3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074-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 伏

瀬作 ;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2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091-2 (第

18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在森崎書店的日子. 續 / 八木澤里志

著 ; 張秋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Echo ; MO0019Y) .-- ISBN 978-626-

7156-39-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小說 歡迎光臨自助洗衣店 靈魂互換

之戀 / 椿ゆず作 ; 楊采儒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77-6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小說 歡迎光臨自助洗衣店 夢幻泡影

之吻 / 椿ゆず作 ; 楊采儒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

078-3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月之丘魔法寶石店. 5, 僕貓和命中注

定的寶石 / 安晝安子作/繪 ; 蕘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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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128 面; 20 公分 .-- (優

讀本 ; 186) .-- ISBN 978-957-521-595-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61.596  

*怪奇漢方桃印. 1, 給你一帖退魔封

蟲散! / 廣嶋玲子文 ; 田中相圖 ; 王蘊

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

分 .-- (樂讀 456 ; 87)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50-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1.596  

*怪奇漢方桃印. 2, 要不要來一份相

親相愛香? / 廣嶋玲子文 ; 田中相圖 ;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樂讀 456 ; 88)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305-351-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1.596  

狼人生存遊戲. 5, 膽戰心驚!冰點下

的狼人遊戲 / 甘雪冰文 ; himesuz 圖 ; 

韓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動小

說) .-- ISBN 978-626-7140-99-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6  

神奇柑仔店. 13, 合身花生與神祕實

驗室 / 廣嶋玲子作 ; jyajya 繪 ; 王蘊潔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5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6  

神奇柑仔店. 14, 炫耀餅乾的副作用 / 

廣嶋玲子作 ; jyajya 繪 ;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5-353-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1.596  

三隻小鼴鼠 / 宮西達也文.圖 ; 邱瓊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6 公

分 .-- (宮西達也繪本) .-- ISBN 978-

626-717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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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川千尋文 ; 古寄

純嗣圖 ; 劉握瑜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85-3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不要命的死神 / 宮西達也作.繪 ; 游珮

芸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4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664-71-8 (第 2 冊:精裝) NT$280 普遍

級  

 861.599  

不想睡午覺! / 中谷貴子文.圖 ; 賴秉

薇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

86-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公車來了 / 竹下文子文 ; 鈴木守圖 ; 

方美鈴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

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1X26 公分 .-- ISBN 978-986-

338-534-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再仔細看一看 / shimi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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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X22 公分 .-- (精選

圖畫書)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224-06-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我是獨特的 / 森繪都文 ; 杉山佳奈代

圖 ; 周姚萍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4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88-4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1.599  

爬爸爸山 / 楠茂宣著 ; 北村裕花繪 ; 

蘇懿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784-3 (精

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前進吧!小不點 / 間瀨直方作.繪 ; 黃

惠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3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537-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怎麼還沒來 / 松岡達英文.圖 ; 鄭明進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

87-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紅色手套 / 林木林文 ; 岡田千晶圖 ; 

張玲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7 公分 .-- (格林愛與關懷繪本) .-- 

ISBN 978-626-7180-34-1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耶誕老公公都在忙什麼? / 嘉納純子

文 ; 黑井健圖 ; 嶺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624-0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節慶故事--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烏鴉蕎麥麵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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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4-21-0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創意帽子屋 / 增田裕子文 ; 市居美佳

圖 ; 周佩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 面; 22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77-84-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美感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猩猩爹地 / 三浦太郎文.圖 ; 劉康儀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4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

83-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肢體活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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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鯨魚的小孩 / 高崎卓馬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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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8-820-8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99  

搭客運去海邊 / 竹下文子作 ; 鈴木守

繪 ; 朱燕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32 面; 21X26 公分 .-- ISBN 978-986-

338-535-6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爺爺的肉丸子湯 / 角野榮子文 ; 市川

里美圖 ; 米雅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2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533-2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861.599  

睡不著的兔老大 / Q-rais 著 ; 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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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面; 

26 公分 .-- (小麥田繪本館) .-- ISBN 

978-626-7000-93-9 (精裝) NT$340 普

遍級  

 861.599  

一個人上東京 / 高木直子圖.文 ; 常純

敏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112 .-- 144 面; 15X16 公分 .-

- (Taitan ; 149) .-- ISBN 978-986-179-

78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6  

向田邦子的情書 / 向田和子作 ; 張秋

明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180 面; 

21 公分 .-- (和風文庫 ; 5) .-- 二十週年

紀念版 .-- ISBN 978-626-310-351-1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8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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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1-25-1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70 限制級  

 862.57  

奶奶的夏威夷祭祀 / 鄭世朗著 ; 胡椒

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Story) .-- ISBN 978-626-

353-119-2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2.57  

記憶書店 : 一個預約復仇的空間 / 鄭

明燮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寞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80 面; 21 公分 .-- (Cool ; 45) .-- ISBN 

978-626-95938-8-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2.57  

*天才麵包理髮師. 5, 烘焙鎮的祕密 = 

Bread barbers / Monster Studio 文.圖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9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658-971-3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6  

問題終結者黑喵. 4, 在雪橇場奔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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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07-802-4 (平裝) 普遍

級  

 862.596  

蓮兒與柳樹少年 / 白希那文.圖 ; 蘇懿

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88 面; 20X28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57-5 (精裝) 

普遍級  

 862.596  

哐哐公寓 / 田昇倍(전승배)作,姜仁淑

(강인숙)文字與插畫 ; 賴毓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剛好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44 面; 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6064-2-9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2.599  

好害羞,我不敢說 / 李香晏文 ; 劉賢真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12 .-- 48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403-3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2.599  

完美時機 / 南東完文.圖 ; 戴瑜亭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621-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2.599  

我喜歡我的朋友 / 梁泰錫文 ; 洪成志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12 .-- 48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402-6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2.599  

魔法圖書館. 6, 變身美人魚 / 安成燻

作 ; 李景姬繪 ; 石文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大邑文化, 11112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61-85-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2.599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 在不完

美的世界裡,接住彼此的脆弱 / 全勝

煥著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88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110) .-- ISBN 978-626-349-058-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2.6  

謝謝你是我媽媽 : 當那天到來前,一

起創造的回憶清單 / 宋貞林著 ; 陳品

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87-7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2.6  

VICE VERSA 反之亦愛 / JittiRain 作 ; 

烤鴨的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52-092-9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52-093-6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868.257  

臺灣文學 

臺灣當代文學辭典 / 古遠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1570 面; 23 公分 .-- (文

學研究叢書 . 古遠清臺灣文學新五

書 ; 810YA10)(文學研究叢書. 古遠清

臺灣文學新五書 ; 810YB10) .-- ISBN 

978-986-478-767-8 (平裝 ) NT$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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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478-768-5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 2.CST: 當代文學 

3.CST: 詞典  863.041  

台灣現代詩美學 = The aestheties of 

Taiwan modern poetry / 簡政珍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書林詩

論 ; 4) .-- ISBN 978-626-7193-08-2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詩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4.CST: 臺灣文學史  863.091  

人類世的文學 : 臺灣作家吳明益的

生 態 批 評 研 究  / 關 首 奇 (Gwennaël 

Gaffric)著 ; 許雅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 經 典 圖 文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

林 ; LF0167) .-- ISBN 978-626-7061-41-

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吳明益 2.CST: 臺灣文學 

3.CST: 生態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863.2  

如果我是海洋生物 : 2022 第三屆臺

灣科學節<<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

活動得獎作品集 = Collection of 2022 

Taiwan Science Festival the omics in the 

ocean creative writing & painting contest 

/ 林佳慧執行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車 城 鄉  : 國 立 海 洋 生 物 博 物 館 , 

111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44-8 (平裝) NT$325 普遍級  

 863.3  

怡然拾光 : 蘭陽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2 第十屆, 散文、新詩、童話卷 / 

熊貴藍, 陳曜裕, 林芊逸, 鄺介文, 林

健鋒, 莊慧瑾, 蔡文騫, 陳昱良, 林世

明, 熊皓存, 蔡凱文, 李巧薇, 陳麗芳, 

王麗娟, 張英珉, 王美慧, 游書珣, 林

自華作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 11111 .-- 232 面; 21 公分 .-- (蘭陽

文學叢書 ; 90) .-- ISBN 978-986-5418-

97-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3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2 

/ 林榮森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 南投縣政

府發行,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54) .-- ISBN 

978-986-5471-21-7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863.3  

屏東文學獎作品輯. 2022 : 南國拓寫 : 

前進文學新緯度 / 王麗娟等作 ; 吳明

榮主編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

府, 11111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7-85-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3  

後山之境 : 一一一年後山文學獎得

獎作品專輯 / 蘭美幸總編輯 .-- 初

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0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3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一. 

2022 年第 25 屆, 新詩 散文 短篇小說 

報導文學 母語文學 / 2022 年苗栗縣

第 25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者作 ; 葉芯

慧總編輯 .-- 第一版 .-- 苗栗市 : 苗栗

縣政府, 1111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0-39-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3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二. 

2022 年第 25 屆, 小夢花 青春夢花 / 

2022 年苗栗縣第 25 屆夢花文學獎得

獎者作 ; 葉芯慧總編輯 .-- 第一版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 11111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0-40-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3  

書寫青春. 19 : 第十九屆台積電青年

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 / 聯經編

輯部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356 面; 

21 公分 .-- (聯副文叢 ; 70) .-- ISBN 

978-957-08-6597-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3  

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三屆 / 

葉國樑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市 : 嘉

義市政府文化局, 11111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9-37-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3  

高科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得獎作

品集. 2022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基礎

教育中心主編 .-- 一版 .-- 高雄市 : 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 11110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31-5-0 (平裝) 

普遍級  

 863.3  

散步宜蘭 : 2022 宜蘭縣文藝作家協

會會員作品集 / 蘇麗春總編輯 .-- 宜

蘭縣員山鄉 : 宜蘭縣文藝作家協會,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5003-9-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3  

筆耕福田 : 吳豐山五十年寫作總覽 / 

吳豐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885-4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863.3  

*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二

屆 / 龔雅雯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

市政府文化局出版 : 新北市政府發

行, 11110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5-44-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3  

新竹縣吳濁流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2022 年 / 李安妤, 林益洲, 羅玉珠總

編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 11112 .-- 400 面; 22 公分 .-- 

(文史叢書  ; 185) .-- ISBN 978-626-

7091-44-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3.3  

墨水河 : 第十一屆臺中文學獎得獎

作品集 = River of ink : a collection of 

prizewinning pieces from the 11th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 陳佳君主

編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1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42-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3  

織電人 : 2022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

獎作品集 / 丁威仁, 王昭偉, 角落生物, 

吳俊霖, 林楷倫, 林昀姍, 洪伊君, 陳

宏志, 梁綉怡, 許明涓, 黃子揚, 詹佳

鑫, 鄭惠芳, 蔡適任, 賴文誠作 ; 莊秀

美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圖書

館, 111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9-64-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3  

浯島文學獎得獎作品合輯. 2022 第 19

屆  : 短 篇 小 說 . 散 文 創 作 . 新 詩  =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 陳嘉甄, 鄭

委晉, 潘榮飲, 徐麗娟, 陳韋任, 葉志

誠, 陳慶瀚, 林秀惠, 張惠玲, 陳琬婷, 

夏婉雲, 陳斾玎, 邱瀟君, 蔡凱文, 蔡

馨慧, 林世明, 賴文誠作 ; 洪蘋萱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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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文化局, 11111 .-- 31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15-04-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3  

X 先生在橋上 / 李秋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20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藝文采風 ; 1306307) .-- ISBN 

978-986-478-763-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4  

今晚有月 / 張明仁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水西樓文學網, 11111 .-- 334 面; 

21 公分 .-- (水西樓文學網叢書 ; 3) .-- 

ISBN 978-957-28858-4-0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863.4  

執筆的欲望 / 席慕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 240 面; 23 公分 .-- (天際系列 ; 5) .-- 

ISBN 978-986-133-853-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4  

窗光 / 林欣妤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82-

5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3.4  

蔡秋桐詩文集 / 蔡秋桐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雲林縣

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11 .-- 2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708-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863.4  

*AI 機器人 / 曹昌堯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0 .-- 

14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8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1  

*人該如何燒錄黑暗 / 蕭宇翔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雙

囍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1 .-- 256 面; 19 公分 .-- 

( 雙 喜 文 學  ; 10) .-- ISBN 978-626-

96502-3-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1  

中年男子情思境 / 李新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84-9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1  

水琴 = The water lyre / 許其正著 .-- 臺

北市 : 致出版, 11110 .-- 212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573-

46-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他還年輕 : 吳晟二十一世紀詩集 / 吳

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洪範書店有

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洪範文學叢書 ; 365) .-- ISBN 978-

957-674-36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全臺詩 /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 .-- 初

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 

11112 .-- 冊 .-- ISBN 978-986-532-693-

7 (第 71 冊:精裝) NT$400 .-- ISBN 978-

986-532-694-4 ( 第 72 冊 : 精 裝 ) 

NT$400 .-- ISBN 978-986-532-695-1 (第

73 冊:精裝) NT$400 .-- ISBN 978-986-

532-696-8 (第 74 冊:精裝) NT$400 .-- 

ISBN 978-986-532-697-5 (第 75 冊:精

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貝葉詩卷 / 渡夫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3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58-

0 (平裝) 普遍級  

 863.51  

泥土 : 吳晟二十世紀詩集 / 吳晟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11111 .-- 672 面; 21 公分 .-- (洪範文學

叢書 ; 364) .-- ISBN 978-957-674-363-4 

(平裝) NT$690 普遍級  

 863.51  

河流進你深層靜脈 / 陳育虹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22) .-- ISBN 978-986-406-326-

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雨中跳舞的斑馬 / 簡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聯

合文叢 ; 714) .-- ISBN 978-986-323-

496-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島嶼詩記 : 2021 年我在神州邊陲的

生活詩集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英出版社,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22-5-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剪風的聲音 : 漫漁截句選集 / 漫漁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56 面; 21 公

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39)(截句詩

系 ; 47) .-- BOD 版 .-- ISBN 978-626-

7187-23-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張尹齡與話的約定 / 張尹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1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62-39-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現代文學精選集 : 詩 / 柯慶明主編 .-

- 三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 心 出 版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發 行 , 

11111 .-- 360 面; 21 公分 .-- (現代主義

文學論叢 ; 5) .-- ISBN 978-986-350-

670-6 (平裝) NT$510 普遍級  

 863.51  

進出方飛白的詩與畫 : 阿拉伯風韻

與愛情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10 .-- 328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67) .-- ISBN 978-

986-314-622-3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方飛白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863.51  

進出吳明興的詩 : 找尋一個居士的

圓融嘉境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10 .-- 23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66) .-- ISBN 

978-986-314-620-9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吳明興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863.51  

雲林囡仔你要回來了嗎? : 全縣走踏

多語言詩集 / 林益彰著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11 .-- 1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750-79-9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想像的遠方 / 楊佳于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樹人出版, 11111 .-- 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763-0-9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3.51  

詩短調.一疋碎花布 / 張至廷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72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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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 版 .-- ISBN 978-626-7187-24-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詩詠蘭陽 : 「蘭陽詩人、詩歌與詩

社」作品集 /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

作 .-- 宜蘭市 : 財團法人宜蘭社區大

學教育基金會, 11110 .-- 171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686-0-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詩綿絮語 = Diary with poetry .-- 一版 .-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2 .-- 284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738-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1  

遊心禪悅 / 謝振宗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閒居閣文史工作室,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69-0-

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1  

瘦瘦的獸 / 吳茂松著 .-- 初版 .-- 宜蘭

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1111 .-- 145

面; 21 公分 .-- (蘭陽文學叢書 ; 88) .-- 

ISBN 978-986-5418-94-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1  

*歷史絕不成灰 : 現代詩集 / 陳福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1110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922-6-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還在 / 陳昱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島座放送, 11111 .-- 16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5618-2-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1  

關於貓與天氣的幾種啟示 / 愛羅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雅文創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168 面; 22 公分 .-- (詩

意雅集 ; 15) .-- ISBN 978-626-95578-3-

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1  

蘭陽之戀 / 盧文隆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4-

978-6 (平裝) 普遍級  

 863.51  

怡然拾光 : 蘭陽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2 第十屆, 歌仔戲劇本卷 / 許天俠, 

黃美瑟, 陳幼馨, 莊博文, 林勝韋, 黃

子建作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 11111 .-- 418 面; 21 公分 .-- (蘭陽

文學叢書 ; 91) .-- ISBN 978-986-5418-

98-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4  

盜火劇團(華文劇本 LAB)編劇實驗

室計畫劇本集 / 李葉, 涂東寧, 郭家瑋, 

劉紹基, 丁啟文, 許芃, 黃婉婷, 顏千

惠作 ; 何應權, 劉天涯主編 .-- 臺北市 : 

盜火劇團, 11111 .-- 37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4396-3-3 (第 2 冊: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4  

The place I want to go / 林君萍 lemonz

圖.文 .-- 新北市 : 紙筆創意工作室, 

11111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98516-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人醫之間 : 張德明醫師的理性與感

性 / 張德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

文  ; BGB543) .-- ISBN 978-986-525-

894-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5  

也等雨停也在雨中行 : 有故事相伴

的日常小劇場,海狗房東的繪本生活

札記 / 海狗房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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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8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小記南方一萬天 : 屏東縣作家作品

集 / 翁禎霞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屏

東縣政府,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70-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小論文及閱讀心得寫作優秀作品集. 

111 年 / 洪資兆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11111 .-- 192

面; 30 公分 .-- (圖書館叢書 ; 14) .-- 

ISBN 978-986-5451-64-6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天上的魚 / 唐潤鈿文 ; 周密(Mi C. 

Huang)圖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9-7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日子的恬淡與美麗  / 琹涵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94) .-- ISBN 978-986-450-506-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有時候我會想起你,然後想起自己 / 

黃俊隆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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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人間 ; 371) .-- 

ISBN 978-626-353-071-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5  

我的先生是政治犯 : 黑牢、黑名單、

黑道試煉的愛 / 黃育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1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12-8-

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5  

沒口之河 / 黃瀚嶢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藝 ; 26) .-- ISBN 

978-626-7236-00-0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63.55  

走過天涯 : 證悟的品味 / 盧勝彥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98-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5  

青霞小品 / 林青霞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People ; 

489) .-- ISBN 978-626-353-070-6 (平裝) 

NT$580 .-- ISBN 978-626-353-093-5 (精

裝) NT$800 普遍級  

 863.55  

流寇與創新者 : 林宜敬的怪奇求學

與創業生涯 / 林宜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書 ; 696) .-- ISBN 978-

986-387-621-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苗栗縣文學集. 2022 年 : 文學家作品

集 : 打赤腳的年代 / 李湞吉文 .-- 苗

栗市 : 苗栗縣政府, 11111 .-- 2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0-35-2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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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5  

苗栗縣文學集. 2022 年 : 文學家作品

集 : 菊黃蟹肥好時節 / 張燕輝作 .-- 苗

栗市 : 苗栗縣政府, 11111 .-- 30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0-36-9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863.55  

苗栗縣文學集. 2022 年 : 資深作家文

集 : 優雅地抗疫 / 陳招池作 .-- 苗栗

市 : 苗栗縣政府, 11111 .-- 49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0-33-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5  

風化台北 / 梁評貴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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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ew ; 

122) .-- ISBN 978-626-353-047-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旅。客 : 客語帶我去美國 / 葛瑞絲

Grace Lee 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奇

點創新有限公司, 11112 .-- 80 面; 20

公分 .-- (葛瑞絲的小宇宙 ; 5) .-- ISBN 

978-986-96665-3-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5  

旅 行 , 我 的 小 宇 宙 。  : 還 在 旅 行

中,2023 旅行繪日誌 / 林君萍 lemonz

圖文攝影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6494-6-4 (精裝) NT$450 普

遍級  

 863.55  

時空旅人 / 吳錫德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1 公分 .-

- (文學叢書 ; 694) .-- ISBN 978-986-

387-617-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書葉筆花 / 邱上林著 .-- 花蓮市 : 木

倉庫文史工房, 11111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262-1-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校長 關我什麼事 / 林碧霞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86-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5  

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 / 謝昭華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238 面; 21 公

分 .-- (品味隨筆 ; 024) .-- ISBN 978-

986-323-493-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晨風曉品. 二 : 心靈與生命共舞 / 盧

信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傳華創意

企劃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7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444-1-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第一百本文集 : 寫作生涯的點滴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87-

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5  

曾經滄桑之後 / 徐惠隆著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1111 .-

- 221 面; 21 公分 .-- (蘭陽文學叢書 ; 

89) .-- ISBN 978-986-5418-95-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湖上閒思錄 / 錢穆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70-7 (平裝) 普遍級  

 863.55  

微風往事憶師友 / 陳為學作 .-- 第一

版 .-- 金門縣金湖鎮 : 陳為學, 11111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85-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曉葛 篇篇 / 曉葛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85-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5  

澹園文錄 / 葉政欣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1111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6-

252-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863.55  

*蕭蕭秋天日記 : 尋常巷陌(2022.7 月

至 9 月) / 蕭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0 .-- 224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書 ; 694) .-- ISBN 

978-957-639-667-0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863.55  

龍仔尾.貓 / 蔣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232 面; 19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216) .-- ISBN 978-626-96552-3-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5  

浯江微瀾 / 陳為學作 .-- 第一版 .-- 金

門縣金湖鎮 : 陳為學,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84-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小婢成良醫 / 月湘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 ; E128801) .-- 

ISBN 978-986-527-700-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山中邪神 / 墨鹿客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12 .-- 3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70-9-4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不良職男的態度矯正直拳 / 簡瑋辰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3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89-57-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月光光 / 姜義湧著 .-- 初版 .-- 新竹縣

竹北市 : 如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方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6-78-0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63.57  

王府 : 乍暖還寒時,最難將息 / 伊聆恩

編著 .-- 高雄市 : 伊聆恩, 11110 .-- 16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48-

5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冬青樹下的福爾摩斯 / 散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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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52-40-9 (第 1 冊:平裝) NT$250 普遍

級  

 863.57  

困獸之鬥 / 水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12 .-- 30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570-8-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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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我不是怪物 / 王晨宇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11 .-- 328 面; 21 公

分 .-- (釀冒險 ; 63)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40-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63.57  

我的約砲女友 / 林艾比, 恆思榆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恆思榆,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88-

1 (平裝) NT$500 限制級  

 863.57  

*我的情夫是總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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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20) .-- ISBN 978-

986-335-825-1 (平裝) NT$290 限制級  

 863.57  

我非大人不嫁 / 簡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8101) .-- ISBN 978-986-527-682-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秀賢 / 會變正方形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4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65-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見習獸醫陷入愛河! / 魚璃子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2 .-- 284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

626-7058-67-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姑娘深藏不露 / 莫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 冊 .-- (文創風 ; 1115-1116) .-- ISBN 

978-986-509-374-7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75-4 (下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姊夫最銷魂 / 菲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工作

室發行,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22) .-- ISBN 978-986-335-

826-8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拂雪 / 決明 2.0 作 .-- [臺北市] : 決明

2.0,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趙太

太書鋪 ; 11) .-- ISBN 978-626-01-0651-

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故事的那時此刻(台灣推理作家協會

徵文獎首獎得主作品集) / 哲儀, 寵物

先生, 陳浩基, 天地無限, 四維宗, 王

少杰, 柳豫, 宋杰, 王元, 會拍動, 冒業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11111 .-- 7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81-7-7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863.57  

穿書後的祕密結局  / 杜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花園

系列 ; G3107) .-- ISBN 978-626-95797-

3-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海東清夷 / 曾昭榕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95) .-

- ISBN 978-986-450-509-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真相之前 / 李三元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12 .-- 3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70-7-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記得我的名字 / 姜泰宇(敷米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

分 .-- (UStory ; 14) .-- ISBN 978-986-

323-489-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逆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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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21) .-- ISBN 978-986-335-827-5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現代文學精選集 : 小說 / 柯慶明主

編 .-- 三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11 .-- 冊 .-- (現代主義文學論叢 ; 

2-) .-- ISBN 978-986-350-667-6 (第 2 冊:

平裝) NT$440 .-- ISBN 978-986-350-

668-3 (第 3 冊:平裝) NT$440 普遍級  

 863.57  

異遊鬼簿. II : 地獄門 / 笭菁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1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608-7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863.57  

陰界黑幫 / Div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 288 面; 21 公分 .-- (Div 作品 ; 17-) .-

- ISBN 978-957-741-607-0 (卷 11: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尋琴者 / 郭強生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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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4-313-5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7  

斯均絮語. I, 只想愛你 / 翩翩夏蝶作 .-

- [宜蘭縣羅東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111 .-- 488 面; 21 公

分 .-- (Uranus ; NLUR001) .-- ISBN 978-

626-96422-4-3 (平裝) NT$500 限制級  

 863.57  

菊子 : 客家庄的醫生娘 / 張明志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20-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虛無的彌撒 : 破邪異端與炎魅魔女 / 

秀弘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71)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74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煞神與福星 / 寄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7401) .-

- ISBN 978-986-527-671-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實驗室系列 : 學長與學弟. 相守篇 / 

Arales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1 .-- 262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7058-61-9 ( 平 裝 ) 

NT$350 限制級  

 863.57  

實驗室系列 : 學長與學弟. 相知篇 / 

Arales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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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232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7058-60-2 ( 平 裝 ) 

NT$290 限制級  

 863.57  

實驗室系列 : 學長與學弟. 番外篇 / 

Arales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1 .-- 434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7058-62-6 ( 平 裝 ) 

NT$520 限制級  

 863.57  

蜻蜓決定 / 楊卓豫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黑桃一出版社,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11-6-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餘生是你 晚點沒關係 / 黃山料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400 面; 20 公分 .-- (愛

寫) .-- ISBN 978-957-658-979-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窺視 : 案簿錄.浮生. 卷四 = のぞきみ。 

/ 護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319-703-4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3.57  

寵妻入骨 / 裘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7601) .-- 

ISBN 978-986-527-672-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魔以 / 陳淑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95) .-- ISBN 978-986-387-

620-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魔時少年 / 跳舞鯨魚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12 .-- 304 面; 21 公

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745-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靈魂擁抱 = Souls embracing / 侯文詠 .-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544 面; 21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5057 種)(侯文詠作品集 ; 

13) .-- ISBN 978-957-33-3955-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世紀婚禮 / 張藏澈作 .-- 臺中市 : 張

藏澈, 11112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54-6 (平裝 ) NT$399 .-- 

ISBN 978-626-01-0655-3 ( 精 裝 ) 

NT$799 普遍級  

 863.59  

古靈精怪 : 花魂 / 陳碏文 .-- 二版 .-- 

臺 北 市  : 小 兵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24 面; 22 公分 .-- (古靈精

怪 ; 3) .-- ISBN 978-986-5581-78-7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  

古靈精怪 : 最後的水莽鬼 / 陳碏文 ; 

米腸駿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2 公

分 .-- (古靈精怪 ; 1) .-- ISBN 978-986-

5581-76-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  

古靈精怪 : 蛙神嫁女 / 陳碏文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2 公分 .-- (古靈精

怪 ; 4) .-- ISBN 978-986-5581-79-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  

古靈精怪 : 變身 / 陳碏文 .-- 二版 .-- 

臺 北 市  : 小 兵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92 面; 22 公分 .-- (古靈精

怪 ; 2) .-- ISBN 978-986-5581-77-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  

扭轉命運的汪喵咖啡館 / 蕭逸清文 .-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1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26-749-7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863.59  

魔法口罩@未來事件簿 / 林幸惠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

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11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05-13-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  

一年一班,天兵天將! / 李光福作 ; 黃

雄生繪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20 面; 

21 公分  .-- (小魯兒童成長小說  ; 

437R) .-- 注 音 版  .-- ISBN 978-626-

7177-94-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大福的守護 / 芝麻熊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11 .-

- 24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96-21-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96  

大戰黑星伯爵 / 王洛夫作 ; 巫耳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11 .-- 112 面; 21 公分 .-- 

(閱讀展翅飛) .-- ISBN 978-986-5581-

75-6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96  

王淑芬小童話. 1, 貓咪的十個家 / 王

淑芬文 ; 奧黛莉圓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2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20-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台灣民間故事. 4 : 虎姑婆都不虎姑婆

了 / 王力芹著 ; Chloé Kong 繪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蘋果文

庫 ; 129) .-- ISBN 978-626-320-302-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6  

我們班是聯合國. 2 / 李光福文 ; 吳姿

蓉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6-675-9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96  

奇幻!真台灣. 2 : 來聽愛 ê 囡仔古 / 章

世和故事 ; 林佾勳, Min 王科閔繪圖 .-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輕鬆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9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6960-1-1 (精裝) 

NT$1150 普遍級  

 863.596  

空空如也博物館. 1 : 夢遊青銅夜宴 / 

米家貝著 ; 蚩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16-2 (平裝) 普遍級  

 863.596  

起跑線! / 黃脩紋著 ; 劉彤渲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少兒

書房 ; 293) .-- ISBN 978-986-450-50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搶救老師大作戰 / 鄭丞鈞著 ; 吳嘉鴻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1 公分 .-- 



89 

 

(九歌少兒書房 ; 292) .-- ISBN 978-

986-450-496-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鼠牛虎兔 / 王家珍作 ; 王家珠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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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200-31-5 (精裝) 普遍

級  

 863.596  

慢石榴 / 雷婷, 如遇, 末曉, 陳麗芳, 朱

雲昊著 ; Salt & Finger, cincin, 25 度, 李

憶婷, 小黃間繪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牧笛獎精品童話 ; 21) .-- 

ISBN 978-957-751-916-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6  

請聽我說 / 黃誠作.繪圖 .-- 初版 .-- 高

雄市 : 社團法人台灣豐穗全人關懷

協會, 11111 .-- 32 面; 26X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320-1-8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離人 / 蔡宜容文 ; 林俊明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37-01-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96  

神明十二碗菜之歌 / 洪福田編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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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54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00-29-2 (精裝) 

NT$390 普遍級  

 863.598  

大頭 / 蔡秉育圖.文 .-- 初版 .-- 雲林縣

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750-84-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小小蘿蔔頭 : 我最喜歡放暑假 / 邱郁

敏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社團法人桃

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11111 .-- 24 面; 

30 公分 .--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系列叢書)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6371-1-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9  

小可尋家記 / 許致萱圖.文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

林故事人協會, 11111 .-- 40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802-

0-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小耳朵 : 夢想十三號 / 小石強納森, 

湯婷婷著 ; 小石強納森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38 面; 20X27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730-0-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小雨怪 / 劉嘉路文 ; 湯瑪士.瑞杰可

(Tomáš Řízek)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克商麋鹿多媒體有限公司 ; 宜蘭

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1111 .-- 40

面; 23X23 公分 .-- (蘭陽創作繪本 ; 

11)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97307-7-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五華小廚神愉米之香 / 李昱臻, 謝沛

昕, 陳佳妤, 吳涔瑜, 陳羿萌, 杜筱梅

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

區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小團體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7135-76-1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今天一起去露營 / 郭飛飛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371-400-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9  

心的鄉味 / 王彤桉文.圖 .-- 初版 .-- 雲

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11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750-82-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比莉 / 許維恕(Jenny W. Hsu)作 ; 毛采

薇 (Tara Mao) 繪  ; 張 芷 珩 (Simone 

Chang)譯 .-- 一版 .-- 臺北市 : 速熊文

化有限公司, 11111 .-- 6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037-3-5 ( 精 裝 ) 

NT$390 普遍級  

 863.599  

毛毛蟲與大樹 / 五色鳥北鼻故事原

案 ; 牽牛花繪本改編 ; 五色鳥北鼻, 

樹枝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五色鳥北

鼻, 11110 .-- 32 面; 20X20 公分 .-- (心

語繪本 ; 1)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01-0698-0 (精裝) NT$420 普遍級  

 863.599  

布朗克 : 啦啦的聖誕奇蹟 / 妙蒜小農

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6 面; 23X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949-8-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生日快樂 = Happy birthday / 林彥良

(阿蕉 BaNAna Lin)文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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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408-861-4 (精裝) NT$480 普

遍級  

 863.599  

*田裡的寶物 : 達海與有機的相遇 / 

蕭淳恩文 ; 黃海蒂圖 .-- 初版 .-- 花蓮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東區

分署, 111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11-9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9  

田鼠阿佛與萬年溪之大冒險 / 鄭宇

妡, 邱筠棠, 施芮莎, 黃心緹文.圖 .-- 

屏東市 :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

學, 11110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83-5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向世界打招呼 / 長新太文.圖 ; 鄭如峰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7-89-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米寶養成記. 出生篇 / 八德戶政文 ; 

蕭宇珊圖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

八德區戶政事務所, 11111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59-61-

3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快樂學習吧!SDG4 / 蘇佑丞, 謝旻軒, 

施酉橙, 陳維哲, 胡紋祺, 林柏叡, 陳

宥廷, 陳韋翰, 洪義凱, 王庭栩, 曹元

銨, 黃竑碩, 杜旻峻, 莫貽貞, 陳子恩, 

陳俐帆, 陳心甯, 李詩喬, 李宸希, 王

楀喬, 許瀅瑩, 徐郁珊, 李昀蓁, 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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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林芳妡, 沈芮安, 王榆睎, 張希恩, 

杜筱梅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

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626-7135-67-9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我才不要說再見 / 王湘妤作 ; 吳宜庭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84-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我身體裡的超人 / cincin chang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11111 .-- 31 面; 18X1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37-

74-1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健康行動--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我是性別小博士 SDG5 / 江品叡, 李

風叡, 黃小菲, 廖力霆, 陳羿丞, 鄭皓

元, 林欽奕, 魏彥禎, 黃彥霖, 許勻澧, 

林彥丞, 洪宇祥, 李壬豪, 葉君佑, 潘

馨惠, 李彥葇, 李若慈, 謝昕穎, 謝恩

婷, 李宜臻, 魏彥祺, 余柔瑩, 朱悅綺, 

胡羽葳, 鐘可芯, 孫孟嫻, 陳俞安, 刁

芸榛, 杜筱梅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

列 ; 7) .-- ISBN 978-626-7135-68-6 (精

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秀英花變變變 SDG11 / 黃翊豪, 鄒迦

宸, 徐梓齊, 黃至宇, 施禹帆, 朱宇宸, 

張宸愷, 葉家麟, 許令羲, 許肇恩, 賴

正倫, 簡愷宏, 沈彥誠, 呂欣庭, 葉芷

絨, 邱莉娜, 彭俐晴, 楊于萱, 陳韻婷, 

林昕緹, 翁采婕, 楊又臻, 蔡侑珊, 洪

偊芯, 吳岱凌, 郭馨璟, 周采璇, 杜筱

梅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

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626-7135-73-0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來不及啦聖誕節 / 劉思源文 ; 王書曼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

公司出版 : 巴巴文化發行, 11111 .-- 

48 面; 21X25 公分 .-- (呼嚕呼嚕系

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505-

2-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奉茶 / 劉伯樂文.圖 .-- 三版 .-- 臺北

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40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619-6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松菇村 = Songgu / 張柏瑞文 ; 李亭儒

Julee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松菇村

人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64

面 ; 18X24 公 分  .-- ISBN 978-626-

96748-0-0 (精裝) NT$580 普遍級  

 863.599  

虎尾釀 / 梁叔爰文.圖 .-- 初版 .-- 雲林

縣虎尾鎮 :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

事人協會,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爬一座故事山. 2022) .-- ISBN 978-

986-06406-9-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哇!阿布! / 周佳昀文圖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1111 .-- 

10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111 年

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 

ISBN 978-986-0750-89-8 ( 平 裝 ) .-- 

ISBN 978-986-0750-90-4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省水小高手 SDG6 / 陳玄竣, 李翊敬, 

蔡碩霆, 莊子寬, 王浩宇, 蔡宗穎, 王

才彥, 蘇于翔, 戴晨哲, 林翎弍, 陳毅, 

劉定翱, 林政德, 王楀瑈, 姚巧楹, 何

宜瑾, 張舒涵, 高以芝, 詹晨希, 李佩

謠, 藍心佑, 羅彤彤, 陳采妍, 陳慶蔓, 

陳馨蘭, 莊婷涵, 鄧映桐, 杜筱梅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

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

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626-7135-69-3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863.599  

負責任的消費小達人 SDG12 / 林宇

謙, 黃子承, 塗孟槐, 葉宸鳴, 林郁展, 

陳和樂, 江慶麟, 張睿麟, 江奕辰, 劉

承樺, 劉韋辰, 賴宥辰, 温謹嘉, 陳可

庭, 陳唯寧, 張又恩, 黃睦容, 王姿霓, 

詹楀千, 吳依凡, 施于婷, 毛詩媛, 鄭

敬穎, 呂品璇, 陳芊雅, 杜筱梅文.圖 .-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

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

626-7135-74-7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能源大作戰 SDG7 / 楊崑浩, 吳睿昂, 

鄭翔文, 王睿晉, 黃祥睿, 林柏睿, 王

晟伍, 林胤叡, 蔡隆廷, 李思寬, 黃書

宸, 林承希, 王文哲, 鍾銓恩, 黃妍嫣, 

李羽恩, 許媁筑, 王宣翎, 黃品霏, 陳

韋杉, 江采妍, 高庭蓁, 李芮琪, 黃茉

莉, 陳馨, 陳怡安, 杜筱梅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

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

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626-

7135-70-9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討厭綠色毛毛蟲的王子 / 黃一文文.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9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368-7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3.599  

健康小超人 SDG3 / 丁元皓, 葉宸郡, 

李權紘, 趙翊皓, 柯亮宇, 曾彥綸, 邱

品勝, 黃培倫, 許淮恩, 詹承羲, 林建

評, 汪琮勳, 黃祥睿, 劉安哲, 謝昕妤, 

侯雨葳, 林采婕, 姚之淇, 陳奕璇, 張

佩縈, 潘韋伶, 郭菁今, 林采璇, 莊恩

惟, 張祖恩, 吳苡銨, 杜筱梅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

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

626-7135-66-2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從心返鄉 / 林晏慈文.圖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1111 .-- 

16 面; 21X30 公分 .-- 111 年雲林縣環

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 ISBN 978-

986-0750-91-1 (平裝) .-- ISBN 978-986-

0750-92-8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救難英雄黑皮 : 地震搜救犬的故事 / 

鄭博真文 ; 葉曼玲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43-497-4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99  

最完美的沙發 / 郭飛飛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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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ISBN 978-986-371-399-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9  

就你魚魚不用尿尿 / 汪浩雲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

言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40 面; 23X23 公分 .-- (海洋

教育繪本 ; 1)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208-04-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減碳動手做 SDG13 / 黃敬騰, 林煜善, 

陳愷翔, 陳冠廷, 郭梓凡, 林哲陞, 李

祥誌, 陳鈺翔, 任紹綸, 黃暉紘, 吳秉

恩, 謝佳寶, 莊沐繁, 張芳語, 林慧鵑, 

吳晨希, 陳亭方, 何奕瑾, 林欣蓓, 施

睿萱, 郭芃靚, 楊昀頤, 林姿妍, 廖巧

融, 翁芯晨, 楊熙晨, 杜筱梅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

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

626-7135-75-4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發明創新愛地球 SDG9 / 江景硯, 姜

辰諺, 連梓佑, 謝舜宇, 賴東昑, 徐譽

展, 趙冠凱, 葉丞喆, 葉鎮宇, 林祈豫, 

謝松益, 江文廷, 謝宇紘, 吳宛霏, 林

詩淇, 連文榆, 蔡郁勤, 朱育慧, 林娜

緹, 羅婕予, 葉宥儀, 江俐秀, 楊凱甯, 

徐譽芹, 李姵妏, 楊忻澄, 朱芷琳, 杜

筱梅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

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626-7135-72-3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發現愛的那一天 / 張美蘭(小熊媽)

文 ; 陳雅靖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

府文化局出版  : 新北市政府發行 , 

11110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35-47-1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99  

黃頭鷺的海港音樂會 / 盧彥維, 許志

平繪圖 ; 魏碩良, 盧彥維文字 .-- 臺北

市 : 社團法人臺灣港埠協會, 11110 .-

- 20 面; 18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720-0-4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創作--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媽媽沒說的話 / 黃瑄文 ; 李沁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10 .-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35-49-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愛泡澡的女王 / 楊世璋, 吳雅雯文.

圖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環境保

護局, 11111 .-- 15 面; 21X30 公分 .-- 

111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注音版 .-- ISBN 978-986-0750-87-4 (平

裝) .-- ISBN 978-986-0750-88-1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精靈救生靈 / 謝麗華, 葉家妍文字 ; 

陳皆宇, 陳星潔繪圖 .-- 花蓮市 : 慈濟

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1110 .-

- 6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226-2-0 (精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9  

綠色工作大富翁 SDG8 / 劉柏漢, 賴

宥翊, 鄭丞晏, 劉宇恩, 黃鈺惟, 張維

辰, 葉宥諄, 曾偉宸, 葉永光, 林彥辰, 

江晨希, 謝閔喆, 林栩宇, 陳明纓, 莊

昕庭, 蔡承歆, 張喬茵, 黃歆捷, 陳奕

辰, 李依宸, 鐘潔怜, 黃睿妤, 李婉秀, 

蔣汶諭, 艾曉霏, 杜筱梅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

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

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626-

7135-71-6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嘻嘻哈哈咯咯咯的黑漆漆派對 / 楊

子葦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94-0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撐起家鄉地 / 林少棻, 陳宜芳文圖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1111 .-- 1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111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 

ISBN 978-986-0750-85-0 ( 平 裝 ) .-- 

ISBN 978-986-0750-86-7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幫助貧窮的人們 SDG1 / 楊方綸, 何

思柏, 張榮晉, 陳詳璘, 許云謙, 楊易

勲, 吳宸誼, 洪靖翔, 姜勛瀚, 陳定佐, 

翁辰睿, 鄧冠昀, 洪語彤, 徐子茜, 劉

思妍, 施育珊, 趙彤恩, 黃敏婷, 林畇

秀, 盧姸欣, 高苡寧, 林宸希, 阮妍蓁, 

紅立芸, 杜筱梅文.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

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626-7135-

64-8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白色在說話 / 王丞淵, 王宥喆, 黃

千祐, 余俊佑, 林承睿, 陳坤孝, 陳泳

翰, 何祐廷, 黎峻榤, 陳牧宇 鄭亦鎧, 

柯明安, 林修凡, 潘品宇, 李禹彤, 黃

琲焱, 林湘玹, 劉珈沅, 林宥辰, 王彗

亭 周妡菲, 劉喬巧, 吳欣柔, 翁子晴, 

林芯穎, 黃一庭, 沈潔沂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

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

級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

7135-57-0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灰色在說話 / 李丞翔, 陳冠亦, 許

升瑋, 王宣澄, 林東毅, 蔡秉翰, 汪愷

恩, 林士傑, 周祐霆, 賴緯誌, 尤晨旭, 

林維嘉, 曾翊雲, 黃匡廷, 梁詠鈞, 饒

子彤, 侯羽芩, 楊于萱, 林姿吟, 林子

喬, 吳昕璇, 張芷嫣, 蘇鈺晴, 莊婷安, 

許語㛓, 吳宥青, 林思芃, 薛姿游, 胡

詳金, 林孝澤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

列 ; 6) .-- ISBN 978-626-7135-79-2 (精

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咖啡色在說話 / 張祐瑜, 許淮勝, 

李明洲, 曾浚瑋, 楊淯棋, 林汶庭, 林

煦恩, 汪柏睿, 邱品誠, 劉恩睿, 王睿

翔, 林洋銘, 卓雨蓎, 陳品妍, 許瑋岑, 

戴兒俐, 劉沛昕, 李芊樂, 曾亭語, 林

明儀, 李品潔, 楊心彤, 葉芯慈, 蕭棠

心, 陳禹彤, 劉芷聿, 蔡承恩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

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

626-7135-60-0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花紋在說話 / 李政諺, 洪紳睿, 鄭

智文, 馮沅凱, 游鈞淏, 吳昕陽, 殷千

雨, 孫鈺宸, 陳鈺爵, 邱泓睿, 戴佑恩, 

洪誠佑, 張君橋, 楊詠竹, 林祉妤, 盧

彥甯, 何奕嫻, 張雅淇, 洪羽彤, 葉詠

晴, 陳宣羽, 林翎禕, 許羽彤, 黃榆茜, 

葉甯恩, 林欣嬡, 陳宜萱, 張予芊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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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

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7135-61-7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863.599  

聽!金色在說話 / 王子誼, 汪子捷, 周

沂賢, 黃允顥, 蘇貫智, 洪子恆, 蔡憲

松, 陳庠允, 鄭皓宇, 詹士緯, 蘇守翔, 

林劭航, 葉玠廷, 吳栩寬, 楊宗侑, 陳

郁琦, 汪子瑈, 沈婕翎, 李藝暄, 林裔

涔, 鐘晴, 謝佳芯, 洪子喬, 張瑜珊, 蕭

惟憶, 范巧沂, 陳品榕文.圖 .-- 初版 .-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

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

意繪 本系 列  ; 6) .-- ISBN 978-626-

7135-59-4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紅色在說話 / 吳法臣, 黃子祐, 許

麒馥, 吳栯安, 葉柏廷, 林佳享, 潘宥

丞, 吳家銘, 李文竹, 陳禹澔 蕭尚銓, 

張豐旭, 吳貫綸, 郭婧涵, 湯濡瑄, 蔡

雪茹, 簡鈺穎, 賴姿伃, 王允彤, 林姵

廷 汪昕瑩, 黃晴萱, 陳亭潔, 莊善淵, 

劉恩綾, 柯國龍文.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

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7135-

51-8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粉紅在說話 / 邱禹智, 鄭智瀚, 李

立凱, 陳柏全, 李羿昕, 朱柏翰, 許哲

愷, 陳靖杰, 廖冠博, 陳繹安, 潘彥呈, 

吳宥廷, 劉侑鑫, 劉安郡, 何采潔, 陳

禹彤, 劉映汝, 周思妍, 蘇于喬, 蔡妮

倪, 黃子晴, 葉品妤, 游予瑄, 丁尹喬, 

丁尹筑, 巫邵禪文.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

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7135-

62-4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透明在說話 / 房鈺紘, 吳秉澄, 盧

存濬, 陳明孝, 周郁翰, 張景翔, 徐駿

愷, 簡士勛, 王浚永, 蔡炘哠, 李宇翔, 

陳柏維, 黃冠仁, 王宥恩, 彭暄庭, 謝

昕妤, 謝涵宇, 呂昕霏, 陸冠羽, 黃羽

甄, 蕭羽彤, 陳思羽, 李宇恩, 楊岱蓉, 

黃唯喬, 鄭暄柔, 施秉汝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

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

級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

7135-63-1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紫色在說話 / 吳冠諼, 林琨晏, 塗

淯琨, 江明瀚, 鄭霆鎧, 李石名, 謝福

德, 陳柏凱, 張凱翔, 張育碩, 林威廷, 

王世勛, 林昀潔, 梁詠晴, 余旻霏, 林

沛晨, 韓咏璇, 韓咏宸, 盧恩萸, 江柔

瑾, 張絲琪, 陳語彤, 周佳臻, 陳郁安, 

林宸樂, 謝坤龍文.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

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7135-

56-3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黃色在說話 / 邱瑞賢, 朱勝浤, 林

駿誠, 蕭楷杰, 張鈞睿, 王澤慎, 柯俊

偉, 高浩庭, 郭泓志, 簡晨希, 黃竣宣, 

曾允正, 陳宥宇, 羅悅慈, 游芷瑀, 蘇

筠雅, 張玳瑀, 郭紜絜, 許庭瑄, 陳斾

妤, 陳慧容, 吳芊蓓, 林言臻, 曾心雨, 

林欣盈, 張芷寧, 簡妤璇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

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

級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

7135-53-2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黑色在說話 / 林泯言, 李承叡, 陳

彥瑞, 范詠詮, 蔡智豪, 蕭子堯, 游博

宇, 林冠騫, 陳彥嘉, 陳宇紳 吳秉紘, 

林呈諺, 沈宥甫, 陳宥廷, 盧品言, 黃

濰晴, 紅子晨, 吳侑蓁, 張子晴, 黃于

瑄 李采恩, 紀立柔, 林俞希, 陳禹[], 詹

詠鈞, 陳以婕, 倪子甯, 黃櫟庭, 許瑋

晴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

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7135-58-7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綠色在說話 / 許珉睿, 陳育平, 陳

谷晏, 郭杰霖, 陳奕旭, 陳育汛, 陳俊

宇, 陳志昇, 吳旻哲, 魏呈桓 林志勵, 

黃思堯, 陳鶴升, 蔡藍天, 林于倩, 何

雨潼, 陳姿妍, 周昱晴, 黃紫晴, 游詠

晴 陳心鏸, 姚禹彤, 陳孜瑄, 刁心妤, 

鄭衣辰, 邱欣恩, 李汶芯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

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

級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

7135-54-9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橘色在說話 / 張翰寧, 廖澤宥, 賴

柏安, 謝昆夆, 呂杰峰, 李季璇, 楊睿

奎, 王雨承, 葉柏辰, 郭育安 李崇均, 

李崇愷, 陳懷恩, 吳倢潁, 廖禹晴, 黃

翊甄, 王詠翎, 陳晴妍, 翁若馨, 吳怡

萱 王羿涵, 王云芸, 邱楚恩, 林芮亘, 

林心彤, 何宇郡, 黃霆祐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

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

級創意繪本系列 ; 6) .-- ISBN 978-626-

7135-52-5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聽!藍色在說話 / 賴義承, 陳柏希, 吳

國睿, 許書維, 陳泓宇, 許云瀚, 李定

謙, 路摩西, 姚禹呈, 林右宸 蔡秉衍, 

蘇祺皓, 高于安, 王宥騰, 鄭兆忻, 王

姈潔, 許雅淳, 林瑀安, 鐘霈軒, 許涵

貞 賴天晴, 林芳妤, 陳柔云, 洪梓芳, 

洪千亨, 曾品予, 鍾沁言, 張秩飴, 李

晨熙, 余奕漩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11111 .-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

列 ; 6) .-- ISBN 978-626-7135-55-6 (精

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鰻有意思的! / 林家永文.圖 .-- 初版 .-

-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 雲 林 縣 政 府 ,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0750-83-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讓飢餓消失 SDG2 / 陳韋翰, 林鼎烽, 

王禹翔, 王宇德, 林柏丞, 張珵鈜, 林

駿德, 柯俊捷, 李柏澄, 陳宥羽, 林韋

廷, 鄭宇恩, 潘姵榕, 李嘉芯, 陳冠吟, 

吳宓瑾, 曹玟玟, 傅丞葳, 柯若妤, 吳

佾璇, 張睿庭, 王慈蔓, 李郁儒, 傅亘

渝, 李宣穎, 林孝純, 杜筱梅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

國民小學, 11111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繪本系列 ; 7) .-- ISBN 978-

626-7135-65-5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863.599  

苗栗縣文學集. 2022 年 : 資深作家文

集 : 客家妹.客家情 / 梁純綉作 .-- 苗

栗市 : 苗栗縣政府, 11111 .-- 51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0-34-5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863.755  

大地靚靚 : 細人仔狂想童話集 = Our 

wonderful land / 彭歲玲, 莊亮亮, 吳秉

洋, 李芛汝, 林芳瑜, 唐蜜蜜, 孫韻晴, 

張詠眉, 陳柏蓁, 葉芷晴, 劉芯瑜, 劉

品瑄, 蕭宥, 蘇鴻任合著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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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1110 .-- 8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91-

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759  

雲乜愛睡目 : 客語兒童詩歌創作集 / 

馮輝岳文 ; 馮若嵐圖 .-- 桃園市 : 華

夏書坊, 11111 .-- 76 面; 20X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57-2-5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7598  

papuljiva’na sevungalid 望嘉部落送

情柴 / 呂美琴, 陳婷壹文 ; 余泳頤圖 .-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學, 

11109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22-01-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859  

tjabeku 山裡的海 = na masi levan a na 

'ipaparangez a 'ipalaing tua sinipagaugaw 

nua naQemati / madraw pasasuang 洪妍

晰 , kai gulidru 李 予 恩 , seleng 

padungadung 張予歆, paljaljm pacasaw

陳崴, ta'andan 高晨安, aljui pacasaw 洪

苡樂, giyu 洪君賀文/圖 .-- 初版 .-- 屏

東縣獅子鄉 :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

民小學, 11110 .-- 40 面; 21X30 公分 .-

- 中文、南排灣語對照 .-- ISBN 978-

626-7117-88-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859  

西洋文學 

文學的 40 堂公開課 : 從神話到當代

暢銷書,文學如何影響我們、帶領我

們理解這個世界 / 約翰.薩德蘭(John 

Sutherland)著 ; 章晉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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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713-1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西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70.2  

世紀詩人艾略特  / 黃國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424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92) .-- ISBN 978-986-450-497-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艾略特(Eliot, T. S.(Thomas 

Stearns), 1888-1965) 2.CST: 學術思想 

3.CST: 詩評  873.51  

人性枷鎖 /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著 ; 

徐淳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愛經典 ; 63-64) .-- ISBN 978-

626-353-133-8 (上冊:精裝) NT$550 .-- 

ISBN 978-626-353-134-5 (下冊:精裝) 

NT$550 .-- ISBN 978-626-353-136-9 (全

套:精裝) NT$1100 普遍級  

 873.57  

在一切結束之前  / 約翰 .哈威(John 

Harvey)著 ; 李靜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 3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35-6-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3.57  

花園裡的機器人 / 黛博拉.英斯托作 ; 

陳彥賓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807-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73.57  

洛克伍德偵探社. 1, 尖叫的階梯 / 喬

納森.史特勞(Jonathan Stroud)著 ; 楊佳

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

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light) .-- ISBN 978-986-319-708-9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873.57  

傲慢與偏見 / 珍.奧斯丁著 ; 翁琿琿

譯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72-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73.57  

隱藏的火花 / 艾勒.麥克尼科爾著 ; 曾

于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7565-3 (平裝) 

普遍級  

 873.57  

字 母 說 書 人 柏 金  / 艾 莉 娜 . 法 瓊

(Eleanor Farjeon)文 ; 林敬蓉譯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27-485-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3.596  

吸血鬼女孩愛蜜莉. 3, 記憶小偷 / 勞

拉.艾倫.安德森(Laura Ellen Anderson)

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658-974-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6  

圓桌武士 / 威廉.倫敦弗斯特(William 

Henry Frost)原著 ; 劉元孝改寫 ; cincin 

chang 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

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文學必

讀經典 60) .-- ISBN 978-986-338-536-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73.596  

義大利西洋鏡奇緣  / 艾莉娜 .法瓊

(Eleanor Farjeon)文 ; 王承釩圖 ; 李律

儀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27-484-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73.596  

銀色小鷸鳥  / 艾莉娜 .法瓊(Eleanor 

Farjeon)文 ; 林敬蓉譯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

486-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6  

樹 精 靈 之 歌 . 2 / 梅 麗 莎 . 哈 里 森

(Melissa Harrison) 著  ; 蘿倫 .奧荷拉

(Lauren O'Hara)繪 ; 謝維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56-0-9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873.596  

糟糕壞父母  : 亂糟糟  / 大衛 .威廉

(David Walliams)著 ;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 高子梅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12 面; 

20 公分 .-- (蘋果文庫 ; 144) .-- ISBN 

978-626-320-285-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73.596  

蘋果園裡的馬汀皮平 / 艾莉娜.法瓊

(Eleanor Farjeon)文 ; 陳以庭譯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27-495-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3.596  

小心打開那扇門 / 妮可拉.歐白恩文.

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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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26-751-0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小心翻開這本書 / 尼克.布榮利文 ; 妮

可拉.歐白恩圖 ; 海狗房東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32 面; 27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26-750-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兔子兔子兔子 / 羅娜.史高比(Lorna 

Scobie)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光點, 11112 .-- 32 面; 23X25 公分 .-

- ISBN 978-626-7051-99-3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熊熊帶書去旅行 / 法蘭西斯.托斯得

文(Frances Tosdevin)文 ; 蘇菲亞.歐康

納(Sophia O'Connor)圖 ; 王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287-7-3 (精裝) 普遍級  

 873.599  

精采過一生 / 芭貝.柯爾(Babette Cole)

文.圖 ; 黃迺毓翻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6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664-70-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73.599  

*心靈樂園 : 在紛擾塵世中,找尋流奶

與蜜之地  / 亞瑟 .克里斯多福 .本森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作 ; 遲文成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1 .-- 21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833-4 (平裝) NT$299 普遍級  

 873.6  

我所知曉關於愛的一切 / 朵莉.愛德

頓(Dolly Alderton)著 ; 黃彥霖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32 面; 21 公分 .-- 

(聯經文庫) .-- ISBN 978-957-08-6602-

5 (平裝) 普遍級  

 873.6  

厄蘇利納 / 布萊恩.弗里曼作 ; 甘鎮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2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97-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4.57  

光 之 年 代  / 惠 特 尼 . 夏 勒 (Whitney 

Scharer)作 ; 葉旻臻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 (Echo ; MO0076) .-- ISBN 978-626-

7156-4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7  

完 美 夫 妻  / 金 柏 麗 . 馬 克 奎 特

(Kimberly McCreight)著 ; 簡秀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1 .-- 396 面; 21 公

分 .-- (Hit 暢小說 ; 111) .-- ISBN 978-

626-310-33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林 肯 公 路  / 亞 莫 爾 . 托 歐 斯 (Amor 

Towles)著 ; 李靜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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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5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718-6 (平裝 ) NT$550 .-- 

ISBN 978-986-489-719-3 ( 精 裝 ) 

NT$620 普遍級  

 874.57  

信任練習 / 蘇珊.崔(Susan Choi)著 ; 陳

蓁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847-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74.57  

後來 / 史蒂芬.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 304 面; 21 公分 .-- (史蒂芬金選 ; 

48) .-- ISBN 978-957-33-3952-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淡 藍 之 眸  / 路 易 斯 . 貝 雅 德 (Louis 

Bayard)作 ; 陳思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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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08-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野性的呼喚 / 傑克.倫敦著 ; 林捷逸

譯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典

藏經典 ; 46) .-- ISBN 978-986-178-637-

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4.57  

絕 壁 上 的 她 們  / 安 娜 . 諾 思 (Anna 

North)著 ; 力耘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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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

選 ; FR6593) .-- ISBN 978-626-315-213-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3, 黃金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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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53-6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4, 拉斯維加,錢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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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3-54-3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874.57  

頭號嫌犯 / 克里斯蒂娜.艾格作 ; 吳宗

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0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46) .-- ISBN 978-

957-741-611-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小婦人 / 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原著 ; 熊仙如編著 .-- 二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3-105-7 ( 精 裝 ) 

NT$220 普遍級  

 874.59  

那些散落的星星 / 維多莉亞.傑米森

(Victoria Jamieson), 歐 馬 . 穆 罕 默 德

(Omar Mohamed)文 ; 黃意然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64 面; 21 公分 .--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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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下 ; 081) .-- ISBN 978-626-305-

348-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4.59  

臭鼬和獾的故事. 1, 討厭的新室友、

褐砂石屋的新房客  / 艾米 .汀柏蕾

(Amy Timberlake)著 ; 趙永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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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80 面; 21 公

分 .-- (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

90-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臭鼬和獾的故事. 2, 遺失的蜘蛛眼瑪

瑙、琥珀牆裡的蛋  / 艾米 .汀柏蕾

(Amy Timberlake)著 ; 雍.卡拉森繪 ; 趙

永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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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92-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74.596  

葛瑞的囧日記. 17, 搖滾大亂鬥 / 傑夫.

肯尼(Jeff Kinney)著 ; 陳信宏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84 面; 22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25-

963-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96  

銀 箭 號  / 萊 夫 . 葛 羅 斯 曼 (Lev 

Grossman) 文  ; 崔 西 . 西 村 . 畢 曉 普

(Tracy Nishimura Bishop)圖 ; 謝維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96 面; 21 公

分 .-- (小說館 ; 38) .-- ISBN 978-986-

449-276-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74.596  

聽 老 保 姆 縫 故 事  / 艾 莉 娜 . 法 瓊

(Eleanor Farjeon)文 ; 王承釩圖 ; 李律

儀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27-483-3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74.596  

10 隻小雞的公平遊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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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32 面 ; 

25X25 公分 .-- (迷繪本 ; 122)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21-594-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數學--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小火車逃家記  / 維吉尼亞.李 .巴頓

(Virginia Lee Burton)圖文 ; 林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

司, 11112 .-- 5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7-490-1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小房子的故事  / 維吉尼亞.李 .巴頓

(Virginia Lee Burton)圖.文 ; 林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

司, 11112 .-- 5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427-491-8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山姆第一名  / 葛瑞格 .皮佐利(Greg 

Pizzoli)文.圖 ; 沙永玲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7-90-7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74.599  

生命的小劇場  / 維吉尼亞.李 .巴頓

(Virginia Lee Burton)圖.文 ; 林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

司, 11112 .-- 8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427-492-5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皮克斯床邊故事集 / 迪士尼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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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繪本系列) .-

- ISBN 978-626-7051-98-6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艾蜜莉上學記 : 小一生活 100 天 / 露

絲瑪莉.威爾斯(Rosemary Wells)文.圖 ; 

趙永芬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4 面; 

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77-82-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74.599  

恐怖的頭髮  / 傑洛德 .羅斯 (Gerald 

Rose)文.圖 ; 林清雲翻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40 面; 20X23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664-72-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船 兒 航 行 日 記  / 瑪 喬 莉 . 弗 拉 克

(Marjorie Flack)文 ; 傑.海德.巴納姆

(Jay Hyde Barnum)圖 ; 呂佳機譯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27-494-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超級英雄才不抱抱呢! / 麥克.卡奇普

爾(Michael Catchpool)文 ; 艾瑪.普羅

克特(Emma Proctor)圖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小光點 , 11112 .-- 32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228-00-

5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綠眼小貓咪  / 阿比 .伯恩巴姆 (Abe 

Birnbaum)圖文 ; 林品妤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111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27-493-2 (精裝) NT$29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我像妳這麼小的時候 / 卡特琳娜.高

斯曼-漢瑟爾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03-2 (精裝) 普遍級  

 875.599  

爸爸,10 多不多? / 薩賓娜.波曼(Sabine 

Bohlmann)文 ; 艾蜜莉.吉貝克(Emilia 

Dziubak)圖 ; 賴雅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274-620-2 (精裝) 普遍級  

 875.599  

酷臉小巴哥勇敢一點! / 露西.阿斯特

納(Lucy Astner)文 ; 亞歷山大 .海姆

(Alexandra Helm)圖 ; 李美華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6 面; 29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42-209-8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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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臉小巴哥笑一笑嘛! / 露西.阿斯特

納(Lucy Astner)文 ; 亞歷山大 .海姆

(Alexandra Helm)圖 ; 李美華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6 面; 29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42-210-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9  

O 孃 / 波琳.雷亞吉(Pauline Réage)著 ; 

邱瑞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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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

714-8 (平裝) NT$380 限制級  

 876.57  

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 安妮.艾

諾(Annie Ernaux)著 ; 張穎綺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0 公分 .-- 

(mark ; 41) .-- ISBN 978-626-7206-31-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6.57  

嫉妒所未知的空白 / 安妮.艾諾(Annie 

Ernaux)著 ; 張穎綺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96 面; 20 公分 .-- (mark ; 36) .-

- ISBN 978-626-7206-30-0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876.57  

大象的主人 / 勒內.吉約(René Guillot)

文 ; 黃心彤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6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88-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76.596  

怪盜亞森.羅蘋. 5, 八大奇案 / 莫理斯.

盧布朗作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有限公司,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 (經典名著 ; 17) .-- ISBN 978-626-

95934-6-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76.596  

象王子薩瑪 / 勒內.吉約(René Guillot)

文 ; 吳月琴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87-1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76.596  

加斯頓自我成長繪本. 3 : 我會說謝謝

i / 曾荷麗(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

作 ; 許雅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11 .-- 32 面; 18X18 公分 .-- (little 

minds ; 23) .-- ISBN 978-626-7038-57-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說到做到! / 尚樂洛(Jean Leroy)文 ; 馬

修莫德(Matthieu Maudet)圖 ; 賴羽青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 面; 2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

37-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愛的教育  / 愛德蒙多 .德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原著 ; 熊仙如編

著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6 面; 21 公

分 .-- (新編世界文學名著 ; 6) .-- ISBN 

978-626-313-106-4 (精裝) NT$220 普

遍級  

 877.57  

小貓頭鷹的魔法咒語 / 瑪麗亞.蘿瑞

塔.吉拉多(Maria Loretta Giraldo)文 ; 

妮可蕾塔 .貝特利 (Nicoletta Bertelle)

圖 ; 張家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6727-

1-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7.596  

基輔的月亮 / 賈尼.羅大里文字 ; 碧翠

絲.阿雷馬娜繪 ; 楊馥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07-805-5 (精裝) 普遍級  

 877.599  

投 票 記  / 喬 賽 . 薩 拉 馬 戈 (Jose 

Saramago)著 ; 彭玲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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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

師名作坊 ; 192) .-- ISBN 978-626-353-

073-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9.57  

盲目 / 喬賽.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

著 ; 彭玲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320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

坊 ; 191) .-- ISBN 978-626-353-072-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9.57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小星星  / 約翰 .傑維德.倫德維斯特

(John Ajvide Lindqvist)著 ; 郭寶蓮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異出版 : 大塊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480 面; 21 公分 .-- (sm ; 20) .-- ISBN 

978-626-96171-7-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881.357  

小矮人 / 威爾.海根(Wil Huygen)作 ; 

瑞安.普特伍里葉(Rien Poortvliet)繪 ; 

潘人木, 林良, 馬景賢, 曹俊彥編譯 ;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

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4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65-8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881.6596  

碎 語 片 言  / 瓊 納 斯 . 米 開 斯 (Jonas 

Mekas)著 ; 白英蕊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赤道出版  : 恆河出版社發行 , 

11110 .-- 10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92219-3-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81.851  

綠色屋頂之家的安妮 / 露西.M.蒙哥

馬利(Lucy Maud Montgomery)著 ; 李

常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

創社,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世

界文學經典名作) .-- ISBN 978-626-

7021-56-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85.357  

紅髮安妮 / 露西.莫德.蒙哥馬利作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 160 面; 23 公分 .-- (精典世界名著 ; 

44) .-- ISBN 978-626-95729-8-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85.3596  

我的城市在說話 : 感受城市鼓動與

澎湃的生命力 / 戴倫.勒布夫(Darren 

Lebeuf) 文  ; 艾 詩 麗 . 巴 倫 (Ashley 

Barron)圖 ;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40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208-03-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85.3599  



97 

 

* 銀 港 之 死  / 克 里 斯 . 漢 默 (Chris 

Hammer)著 ; 黃彥霖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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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8 面; 21 公分 .-- (類

型閱讀 ; 46) .-- ISBN 978-626-314-316-

6 (平裝) 普遍級  

 887.157  

回到你身邊  / 伊兒瑪 .戈爾德(Irma 

Gold)文 ; 蘇珊娜.克里斯沛(Susannah 

Crispe)繪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4-91-4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887.1599  

新聞學 

彩虹山莊飄雪 : 生氣盎然的小品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1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92-

6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時事評論  893.8  

藝術類 

總論 

我在洪水中所失去的一切 : 關於圖

像 、 語 言 及 符 碼  / 蘿 瑞 . 安 德 森

(Laurie Anderson)作 ; 俞智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3X23 公分 .-

- (tone ; 44) .-- ISBN 978-626-7206-43-0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安德森(Anderson, Laurie, 

1947- ) 2.CST: 藝術哲學 3.CST: 前衛

藝術  901.1  

藝術評論的終結 / 派翠西雅.畢克斯

(Patricia Bickers)著 ; 高文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84 面; 21 公分 .-- 

(Critique ; 27) .-- ISBN 978-626-7031-

52-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藝術評論  901.2  

*SHERO : 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展  = 

SHERO : Taiwan Contemporary Women 

Artists / 林育淳總編輯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市美術館, 11110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51-7 (精

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日常取向  : 當我們為生活切片  = 

Orientation of daily life : a biopsy of our 

life / 林育淳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市美術館, 11110 .-- 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701-56-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好攝之塗 : 李漢堂的信手拈來 / 李漢

堂創作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藝

術人文三創協會 , 11111 .-- 12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4342-8-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江賢二個展. 2022 = 2022 Paul Chiang 

solo exhibition / 饒慶鈴, 紀嘉華, 吳錦

勳文稿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

府, 11110 .-- 11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9-90-5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百福駢臻  :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

2022 會員聯展專輯 = Taichung City 

QingXi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2022 

members' joint showcase album / 白秀綢, 

林瓊珠主編 .-- 臺中市 : 臺中市青溪

文藝學會, 11111 .-- 1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0079-6-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自由妄想症 :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

業學系 112 級畢業專刊 = Freedom 

delusion / 112 級美術產業學系畢業製

作籌辦委員會作 ; 林昶戎主編 .-- 初

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

業學系, 11111 .-- 132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626-96335-3-1 ( 平 裝 ) 

NT$11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屏東獎專輯. 2022 / 屏東縣政府編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0 .-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17-72-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很可以  : 青年視覺藝術培力計畫

2022 = Good to go : young artists 

empowerment project 2022 / 林煌迪, 沈

揚庭, 林建志, 李耀生, 陳韋鑑, 李維

睦, 葉子啓, 徐葳, 林曉韓, 陳佩妤, 劉

俞里, 呂昀珊, 李杰恩, 蕭合萱, 洪珮

薰, 郭悅暘, 陳亮, 陳怡儒, 林亮宇, 陳

冠穎, 林佩穎撰文 .-- 臺南市 : 國立臺

南生活美學館, 11112 .-- 13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99-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視覺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師大百年校慶校友美術創作邀請展 

= NTNU alumni art exhibition in 

celebration of the hundredth anniversary 

/ 馮友竹, 陳銀輝, 周月坡, 劉國松, 何

文杞, 陳景容, 樊湘濱 鍾桂英, 羅慧明, 

莊 喆, 簡錫圭, 王秀雄, 梁秀中, 陳 

誠, 傅 申, 廖修平, 謝理發, 李文謙, 

陳 哲, 彭萬墀, 鄭善禧, 黎 蘭, 韓

湘寧, 于百齡, 沈以正, 劉榮黔, 鍾金

鉤, 羅 芳, 侯立仁, 陳明湘, 何宣廣, 

席慕蓉, 趙國宗, 王哲雄, 張淑美, 江

賢二, 周 澄, 謝孝德, 郭香美, 廖武

藏, 簡嘉助, 張 權, 王美幸, 江明賢, 

林崇漢, 邱秀霞, 黃光男, 謝東山, 洪

根深, 楊樹煌, 李惠正, 梁丹卉, 陳水

財, 楊成愿, 張柏舟, 劉 鏞, 呂燕卿, 

李杉峯, 卓有瑞, 林昌德, 蘇信義, 王

繼光, 邱乾聰, 郭挹芬, 盧明德, 蘇憲

法, 林文昌, 林雪卿, 翁清土, 袁金塔, 

郭掌從, 詹前裕, 潘小雪, 蔡文雄, 鐘

有輝, 曲德義, 沈金源, 黃步青, 董振

平, 賴振輝, 謝宏達, 龔智明, 曲德華, 

林仁傑, 林章湖, 張正仁, 郭明福, 曾

英棟, 黃世團, 鄭福成, 何慧芬, 邱滿

英, 康台生, 張克齊, 陳秋瑾, 陳瓊花, 

蕭嘉猷, 李振明, 周振東, 林 忒, 林 

平, 林婉芬, 姚淑芬, 洪東標, 張振宇, 

張振輝, 許自貴, 程代勒, 黃郁生, 楊

恩生, 劉蓉鶯, 薛保瑕, 吳逢春, 呂振

光, 林磐聳, 黃銘祝, 陳柏梁, 張國英, 

賴威嚴[作]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美術館籌備處, 11110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48-70-2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袁金塔 : 水墨.多媒材.裝置作品選 = 

Yuan Chin-Taa : aselection of ink, muiti-

media and installation on works / 袁金塔

作 .-- [臺北市] : 袁金塔, 111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35-

5 (平裝 ) .-- ISBN 978-626-01-0636-2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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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走和諧 = Disorientation harmony / 葉

子啓, 邱俊達主編 .-- 臺南市 : 阿川行

為群, 11111 .-- 9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86758-2-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藝術 2.CST: 行為藝術 3.CST: 

表演藝術 4.CST: 作品集  902.33  

精神實驗室 = Spirit lab / 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110 級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 11110 .-

- 8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186-8-2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澎湖縣美術家聯展. 110 = 2021 The 

Exhibition of Penghu Hsien Artists / 簡

佑誠總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

市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1112 .-- 156

面; 30 公分 .-- (澎湖文化資產叢書 ; 

335) .-- ISBN 978-626-7211-0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起走過 35 風華 : 南投縣草屯鎮九

九美術學會 2022 會員聯展專輯 35th 

/ 陳淑梅執行編輯 .-- 南投縣草屯鎮 : 

南投縣草屯鎮九九美術學會, 11111 .-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

29216-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跟著哈佛 Artful Thinking 賞識思維 : 

開發孩子大腦潛力,6 大思考稟性深

度認識 X20 條思考路徑訓練 X12 幅

世界名畫示範解析 / 李宜蓁(Tiffany 

Lee)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239) .-- ISBN 

978-626-305-356-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個案研究  903  

藝術蒸汽機  : 新北市美術館藝術

STEAM 教案開發成果專輯 / 一公升

藝術(賴奇霞), 于沛廷, 王懷遠, 夾腳

拖劇團(吳易蓁), 拾拾造物(吳柏翰), 

洪梓倪, 張乃仁, 許雁婷, 陳治旭, 陳

姿尹, 楊水源, 楊清雯, 蔡宜婷, 融聲

創意(林喚玲), 謝佑承, 織女彤彤, 雜

草稍慢(Tiffany、Zo), 方雅鈴, 王勠玉, 

田憶萍, 朱凱鈺, 林育嫺, 林琬蓉, 柯

巧惠, 張益明, 張晨昕, 張琬湄, 陳上

瑜, 陳小芃, 陳美如, 陳苾文, 黃文亭, 

廖惠玲, 劉美玲, 劉綺倫, 蔡宗翰, 羅

俊驛, 鐘雲珍, 邱欣, 蔡宜芳, 蕭曉蓮, 

賴定均, 戴美月作 ; 龔雅雯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10 .-

- 1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35-7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教學方案  

903  

新視界 : 全球化下東西藝術交流史 = 

A new perspective :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exchange under 

globalization / 張省卿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448 面; 23 公分 .-- (歷

史與現場 ; 326) .-- ISBN 978-626-353-

109-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世界史 3.CST: 

文化交流  909.1  

中國美術的圖像與風格. I, 古代美術

史研究 / 曾布川寬著 ; 龔詩文, 林聖

智, 林保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7-3339-

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圖像學 3.CST: 

中國  909.2  

中國美術的圖像與風格. II, 中古美術

史研究 / 曾布川寬著 ; 龔詩文, 蘇玲

怡, 顏娟英, 傅江, 林保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17-3340-1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圖像學 3.CST: 

中國  909.2  

政治與暴力 : 臺灣戰後人權美術論

談集 / 白適銘, 廖新田, 蘇振明, 高俊

宏, 吳天章, 楊杰儒作 ; 白適銘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藝術史研究學

會 , 麗文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 

11110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392-2-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文集 3.CST: 臺

灣  909.3307  

*一理通 萬理澈 : 重要傳統工藝細木

作保存者游禮海藝師口述歷史 / 游

禮海口述 ; 陳勇成, 唐明珠撰稿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1110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60-6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1500 普遍級  

1.CST: 游禮海 2.CST: 民間工藝 

3.CST: 傳統技藝 4.CST: 臺灣傳記  

909.933  

玻光大道  : 玻璃藝術家故事展  = 

Glass avenue : the exhibition of glass 

artists' stories / 李欣耀總編輯 .-- 新竹

市 : 新竹市文化局, 11110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91-45-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家 2.CST: 玻璃工藝 

3.CST: 作品集 4.CST: 臺灣傳記  

909.933  

神工巧匠 : 糊紙藝師辜照雄 / 吳碧惠

撰文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11 .-- 192 面; 26 公分 .-- (新北市口

述歷史 . 傳統工藝類) .-- ISBN 978-

626-7135-50-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辜照雄 2.CST: 傳統技藝 

3.CST: 口述歷史  909.933  

米開朗基羅傳  / 羅曼 .羅蘭(Romain 

Rolland)著 ; 傅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愛經

典 ; 59) .-- ISBN 978-626-353-140-6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2.CST: 藝術家 

3.CST: 傳記 4.CST: 義大利  909.945  

音樂 

打破階層的音樂教育 : 布瑞頓做為

作曲家的「社會責任」 / 陳威仰著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蘭 臺 出 版 社 ,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人文社會

學系列 ; 2) .-- ISBN 978-626-96643-2-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布瑞頓(Britten, Benjamin, 

1913-1976) 2.CST: 音樂教育 3.CST: 

社會教育  910.3  

*孩子聽音樂,大腦更活躍 : 胎教音樂

X 奧福教學法 X 適性樂器,你跟別人

家優秀小孩的距離 ,就只差在沒學

DoReMi 的等級! / 李玉泉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41-9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音樂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910.3  

寫給年輕人的古典音樂小史 / 洪允

杓著 ; 林芳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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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銷漫畫版 .-- ISBN 978-626-7084-

54-0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音樂家 2.CST: 傳記 3.CST: 通

俗作品  910.99  

*孤獨行路終不悔 : 賴德和的音樂人

生 / 顏綠芬著 .-- 初版 .-- 宜蘭縣五結

鄉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1110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676-

0 (精裝附光碟片) NT$590 普遍級  

1.CST: 賴德和 2.CST: 臺灣傳記 

3.CST: 音樂家  910.9933  

熾熱的音畫 : 温隆信的音樂創作與

人生紀實 / 温隆信, 孫芝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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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90-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温隆信 2.CST: 臺灣傳記 

3.CST: 音樂家  910.993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帕格尼尼 / 約翰.蘇

局登著 ; 楊敦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80-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帕格尼尼(Paganini, Nicolo, 

1782-1840) 2.CST: 作曲家 3.CST: 傳

記 4.CST: 義大利  910.9945  

九首民族管絃樂名曲 : 指揮與詮釋

法實務入門導讀  / 顧寶文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75-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指揮 2.CST: 管絃樂  911.86  

交響臺灣.臺灣交響變奏曲 : 民主浪

潮下的臺灣交響樂團發展-聚焦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 / 蔡瑋琳著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11112 .-- 31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710-1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2.CST: 歷

史  912.9  

唱出好聲音 : 顛覆你的歌唱思維,讓

歌聲自由 / 陳威宇著 .-- 增訂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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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625-8-6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歌唱法  913.1  

太魯閣族經典傳統歌謠. 2022 / 金清

山, 胡清香, 帖剌,尤道, 簡正雄採集整

理 .-- 再版 .-- 花蓮縣秀林鄉 : 花蓮縣

秀林鄉公所, 11110 .-- 96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986-5429-77-5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歌謠 2.CST: 原住民族音樂 

3.CST: 太魯閣  913.533  

客家八音嗩吶曲集. 系列 3 / 田文光

著 .-- 新竹縣竹北市 : 田屋北管八音

團, 11111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949-2-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民俗音樂 2.CST: 客家音樂 

3.CST: 臺灣  913.533  

澀谷系狂潮 : 改變日本樂壇,從 90 年

代街頭誕生的流行文化 / 音樂 Natalie

著 ; 兔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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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

323-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流行音樂 2.CST: 次文化 

3.CST: 日本  913.6031  

金音創作獎入圍專刊 . 第十三屆 = 

Golden Indie Music Awards / 林御翔總

編輯 .-- 臺北市 :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 11111 .-- 1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73-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流行歌曲 2.CST: 臺灣  

913.6033  

*蘇恩加鋼琴演奏碩士學位畢業音樂

會 詮 釋 報 告  =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pertoire from En-Chia 

Su graduate piano recital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master of music degree / 蘇

恩加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蘇恩加, 

11201 .-- 1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8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鋼琴曲 2.CST: 獨奏 3.CST: 樂

曲分析  917.102  

陳三五娘有聲行動教材 / 林珀姬導

聆.樂曲解說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市華聲南樂團, 11110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344-1-8 (第 2 冊: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南管音樂 2.CST: 臺灣  

919.881  

建築 

建築畢業設計國際論壇. 2021 : 台灣

與東南亞 = 2021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Architecture Thesis Design in Taiwan 

& Southeast Asia / 陳宇進, 蔣雅君, 徐

昌志, 陳宏銘主編 .-- 桃園市 : 中原大

學建築學系, 11111 .-- 21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796-80-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中 華 文 化 與 現 代 建 築  = Chinese 

culture & modern architecture / 孫全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672-0-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中國文化 3.CST: 

文集  920.7  

當代建築剖面學 / 保羅.路易斯(Paul 

Lewis), 馬克.鶴卷(Marc Tsurumaki), 大

衛.路易斯(David J. Lewis)著 ; 吳莉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53-3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現代建

築  921  

崇德報功 : 三重崇德居建築賞析 / 李

長蔚計畫主持 ; 林昱萱共同主持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淡水河區

域歷史紋理與文化資產保存計畫) .-- 

ISBN 978-626-7141-18-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928.33  

台灣景觀大獎專輯. 2021 第九屆 = 

2021 The 9th Taiwan Landscape Awards 

/ 陳子婷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

國景觀學會, 11111 .-- 20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95833-3-1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景觀工程設計 2.CST: 景觀藝

術 3.CST: 作品集  929  

雕塑 

依仁遊藝 : 臺中市拓樸藝術學會會

員專輯 / 柳秉聞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拓樸藝術學會, 11111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86385-5-6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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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印譜 2.CST: 書法 3.CST: 作品

集  931.7  

江基名作品畫冊. 2021-2022 / 寶吉祥

藝術中心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吉祥有限公司, 11110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612-2-4 (平

裝) NT$14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頭手工課 李秉圭 : 2022 國家工藝成

就獎得獎者專輯 / 王信惠主編 .-- 南

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

展中心, 11111 .-- 112 面; 28X29 公分 .-

- ISBN 978-986-532-707-1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李秉圭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木雕 4.CST: 作品集  933  

藝苗 : 亞洲青年木雕藝術研習營 = 

Asia youth wood carving training camp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

府文化觀光局, 11110 .-- 1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70-37-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國際迷你版畫邀請展 . 2022 = IPC 

International mini print 2022 / 鐘有輝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

範 大 學 藝 術 學 院 國 際 版 畫 中 心 ,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48-71-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版畫 2.CST: 畫冊  937  

*對位.跨越 : 2022 宜蘭國際版畫展 = 

PositioningXbeyond : 2022 Yilan 

International Print Exhibition / 許淑品, 

黃詩珍執行編輯 .-- 宜蘭市 : 宜蘭縣

政府文化局, 11110 .-- 16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8-96-0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版畫 2.CST: 畫冊  937  

陶甄陶陶 . 2022 : 苗栗陶藝術節  = 

Miaoli pottery arts festival / 林彥甫總編

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

局, 11110 .-- 1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70-38-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新竹陶.金煉成 / 鄧淑慧, 吳慶杰, 何

默真, 何芯妤文稿撰寫 ; 鄧淑慧主

編 .-- 苗栗縣頭份市 : 臺灣陶文化協

會, 11111 .-- 152 面; 28 公分 .-- (劉峯

松臺灣陶收藏專輯 ; 1) .-- ISBN 978-

986-98395-2-5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撞擊  : 吳水沂柴燒陶藝創作展  = 

Impact : woodfired ceramics art of Water 

Wu / 吳水沂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6-

41-3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書畫 

吳豐山遊戲彩墨自嗨風雅集. 二 / 吳

豐山作 .-- 臺北市 : 吳豐山, 11201 .-- 

16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

01-067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張耀煌 畫藝之光 = The best of Yahon 

Chang / 何恭上撰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藝術圖書公司, 1111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72-411-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雲山因緣 : 李蕭錕禪藝展集 / 李蕭

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意在藝術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042-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樂在其中 : 二 0 二二年台北藝術院張

禮權博士書畫印師生聯展作品集  / 

台北藝術院全體師生作 .-- 臺北市 : 

台北藝術院, 11111 .-- 1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025-1-7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篆刻 3.CST: 作品

集  941.6  

醉墨淋漓 : 新竹縣書畫教育推廣協

會 2022 會員聯展專輯 / 廖雲榜總編

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書畫教

育推廣協會, 11110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2432-2-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鶼鰈情深 相濡以墨 : 張明文 趙淑德

教授書畫聯展專輯 / 趙淑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趙淑德, 111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97-3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妙法蓮華經 / 元僧元浩書 .-- 初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182 面; 12 公分 .-- ISBN 978-

626-96617-0-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4  

閒情寄趣 : 洪健豪小品書法集 / 洪健

豪創作 .-- 臺中市 : 逢甲大學游翰堂

漢字文化中心, 11111 .-- 5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843-76-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閒情寄趣 : 黃昭祥小品書法作品集 / 

黃昭祥創作 .-- 臺中市 : 逢甲大學游

翰堂漢字文化中心, 11111 .-- 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43-77-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雲山因緣.黃智陽禪藝展集 / 黃智陽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意在藝術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0 .-- 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042-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歡喜人生 : 廖彬書藝作品集 / 廖彬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廖 碧 蓮 , 

11110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60-7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兩岸漢字文化藝術節. 2022 : 漢字青

春 : 青.少年漢字藝術創作展 = Cross-

strait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 art 

festival / 吳昱璇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 , 

11110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1703-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印譜 3.CST: 作品

集  943.6  

兩岸漢字文化藝術節. 2022 = Cross-

strait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 Art 

Festival / 吳昱璇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 , 

11110 .-- 264 面; 36 公分 .-- ISBN 978-

986-81703-5-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印譜 3.CST: 作品

集  943.6  

虎茅庄書會第六次聯展專輯 .-- 桃園

市 : 虎茅庄書會, 11111 .-- 56 面;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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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88588-5-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毫末起雄風 : 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

新本土書家作品集珍 / 謝小芩主編 .-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

社,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25-3-4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清明上河圖>>,被遮蔽的真相 : 從

千年古畫被忽視的細節,了解北宋歷

史真相 / 金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sue ; 45) .-- ISBN 978-626-

7182-08-6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畫論 3.CST: 北

宋  945.2  

春風舞墨雨書潤心專集 / 李麗娟, 侯

毅津, 陳淑蘭, 張朝東執行編輯 .-- 彰

化市 : 彰化縣春雨書畫學會, 11110 .-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678-0-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山水畫 2.CST: 畫冊  945.5  

*國際彩墨夢想家園藝術大展專輯 . 

2022 : 第二十一屆臺中彩墨藝術節 = 

International Tsai-Mo dream homeland 

art exhibition : the 21st Tsai-Mo Art 

Festival in Taichung / 陳佳君總編輯 .-

- 臺 中 市  : 臺 中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11110 .-- 188 面; 25X26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626-7166-39-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5  

山海有清音 縱谷漫舞飄香 / 林秀菊

著  .-- 初 版  .-- 花 蓮 市  : 林 秀 菊 , 

111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37-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火墨 : 霾日常 袁慧莉 = Fiery ink : 

quotidian smog Yuan Hui-Li / 袁慧莉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藝術

中心, 11110 .-- 104 面; 26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98295-8-8 (平

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衍 麟 80 的 畫 冊  = Chen, Yen-Lin 

painting album / YenLin Chen[作] .-- 初

版 .-- 宜蘭市 : 田中央工作群有限公

司, 11110 .-- 3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98-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零基礎素描 從入門到精通 / 飛鳥樂

工作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

文化出版社, 11112 .-- 2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7-818-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繪畫技法  

947.16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 吳小鷺

繪 ; 李玉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1 .-- 160 面; 23 公分 .-- (Fairy tale

幻想之丘 ; 2) .-- ISBN 978-626-96565-

4-7 (精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內向小日子 : 害羞、古怪、尷尬,這

樣的我其實再正常不過了 / 黛比.鄧

(Debbie Tung)文.圖 ; 張瀞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32-9839-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鄧(Tung, Debbie) 2.CST: 漫畫 

3.CST: 內向性格  947.41  

*屁屁偵探動畫漫畫. 6, 瓢蟲遺蹟之

謎 / Troll 原作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845-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虎尾眷村漫畫大賽入圍作品集. 2022 

/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眷村再造協會

作 .-- 雲林縣虎尾鎮 : 雲林縣虎尾鎮

建國眷村再造協會, 11110 .-- 34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11-0-6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作品集  947.41  

阿宅聯盟 : 量子危機 / 鴻海教育基金

會作 ; 曾建華漫畫監製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916-7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量子  947.41  

普通兄妹的祕密日記 / 普通兄妹原

著 ; 姜孝美文 ; 趙秉周圖 ; 徐月珠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973-7 ( 第 3 冊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黑鳥行動 : 貝加爾湖.東正教.烏鴉 / 

李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41) .-- 

ISBN 978-626-7188-13-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漫畫  947.41  

*愛書小日子 / 黛比.鄧(Debbie Tung)

文.圖 ; 林予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40-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閱讀  947.41  

薑餅人王國語文英雄榜. 3, 龍之丘. 

下 / 金強賢原作 ; 金璂守原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1112 .-- 168 面 ; 25 公 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991-1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記憶中的畫格世界 : 漫畫在臺灣展

覽專刊  = Our comic memories :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comics in Taiwan / 

王佩廸, 李衣雲, 蘇微希, 王伯文著 ; 

張淵舜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1111 .-- 1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704-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歷史 3.CST: 博物

館展覽  947.41066  

* 女 子 格 鬥 姿 勢 集  / NEKO NO 

SHIPPO 監修 ; 黃詩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591-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我想對你說。 : 2022 中央大學優良

導師圖文繪本 / 黃琪紋圖.文 .-- 初

版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1111 .-

- 6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492-1-1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給插畫家的 360 度髮型圖鑑. 女生的

基本髮型篇 / Hobby JAPAN 作 ; 邱顯



102 

 

惠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62-46-3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NT$360 普遍級  

1.CST: 髮型 2.CST: 插畫 3.CST: 繪畫

技法  947.45  

hi!你好! : 蕭筑方個展 / 臺北市立美

術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

立美術館, 11111 .-- 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44-78-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Still life / 廖震平作 .-- [臺中市] : 科元

藝術中心, 11110 .-- 1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6474-7-2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王董碩作品 2018-2022 = Wang Tung 

Shou works 2018-2022 / 王董碩, 王弘

志作  .-- 臺中市  : 科元藝術中心 , 

11110 .-- 1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6474-6-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世界百大名畫 : 從文藝復興到現代

主 義 1300~1900 = Top 100 famous 

paintings in the world / 王存立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0 .-- 8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626-95365-9-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藝術欣賞  

947.5  

*東西縱橫記藝 : 名畫真的很有事! / 

Junie W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6 公分 .-- (tone ; 28) .-- ISBN 

978-626-7206-27-0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美術史 3.CST: 

藝術欣賞  947.5  

東南美術. 48th .-- 南投縣草屯鎮 : 臺

中市東南美術會 , 11111 .-- 72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7103-2-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南 部 展 . 第 70 年  = Nan-pu Art 

Exhibition the 70th year 2022 / 李學富, 

劉俊禎, 蘇連陣, 陳文龍, 蕭木川, 吳

寶勝, 高聖賢, 莊洊有, 蔡高明執行編

輯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臺灣南部美

術協會, 11111 .-- 132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986-91149-8-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班師回草 : 鹿仔草資深旅外藝術家

作品集 / 鄭炳煌作 .-- [嘉義縣民雄

鄉] : 黃啟宗, 11111 .-- 60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68-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茶香 詩畫共舞 : 吳德亮茶票詩畫作

品集 / 吳德亮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華玲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1110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5165-3-

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匿室藏貓 = The hidden cat / 欣蒂小姐

Miss Cyndi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林

欣怡, 11110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52-2 (平裝 ) NT$500 .-- 

ISBN 978-626-01-0653-9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異鄉之用 / 馬尼尼為(maniniwei)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依揚想亮人文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14 面; 26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626-

96174-1-8 (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夢河 : 陳昇 X 黃志偉 X 蕭言中三人

展 = Dream river : Bobby Chen, Chih-

wei Huang, Loïc Hsiao / 黃志偉, 楊義

昭, 陳昇專文撰述 ; 黃志偉主編 .-- 第

一版  .-- 臺南市  : 天晴文化事業 ,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 ISBN 978-986-92002-6-4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漪視 :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

第十四屆系展畫冊 / 林昶戎主編 .-- 

初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

產業學系, 11110 .-- 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5-4-8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鴻 梅 新 人 獎 聯 展 作 品 集 . 2022 = 

Grand view emerging artists award 

exhibition / 楊奕軒, 戴飴霏, 沐冉, 鄧

聖薷, 黃舜廷, 高立哲, 魏圓圓, 劉倢

婷, 林可凡, 常鴻雁作 .-- 初版 .-- 新竹

市 : 財團法人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11110 .-- 冊 .-- ISBN 978-986-91990-8-

7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畫冊 3.CST: 畫

論  947.5  

野鳥散步 = Walk for the wild birds : 

Leigi's drawing book / 林麗琪作.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春山之

聲 ; 41) .-- ISBN 978-626-7236-01-7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曬影子 : 周思葶畫集 = Chou Sze-Ting 

art book .-- 初版 .-- 新竹市 : 周思葶, 

11112 .-- 6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94-2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人間勿語 = The unspoken tales / LUPA

作 .-- 臺北市 : 糸日藝術有限公司, 

11112 .-- 6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99322-2-6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第 21 屆 = 2022 

National large-sized oil paintings 

exhibition / 陳佳君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10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43-

7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忘形.比興 : 楊嚴囊抽象新作展(2016-

2022) = Forgotten form.metaphor : Yang 

Yen-Nang's new works of abstract 

painting / 楊嚴囊作 ; 陳佳君總編輯 .-

- 臺 中 市  : 臺 中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11111 .-- 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4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風景的啟示 : 蘇國慶 2016-2022 作品

集 / 蘇國慶作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

藝術中心, 11110 .-- 9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295-7-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寫生 3.CST: 畫冊  

948.5  

陳政宏畫集 : 心繫藝事 情懷嘉鄉 = A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by Chen Cheng-

Hung / 陳政宏作 .-- 初版 .-- 嘉義縣太

保市 :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11111 .-- 

1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09-

35-9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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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新竹縣優秀藝術家薪傳展. 2022 : 境.

域  : 許 賓 香 油 畫 作 品 集  = 2022 

Hsinchu County Baton-passing 

Exhibition of Distinguished Artist : 

circumstances.realms : collection of Hsu 

P'ing-hsiang's oil paintings / 許 賓 香

[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 1111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42-5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續航 1955 : 范姜明華創作展 = 1955 

continuing the voyage : Fan Jiang Ming 

Wha creative exhibition / 范姜明華作 .-

- 桃 園 市  : 桃 園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11111 .-- 60 面; 28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65-1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超精緻彩色原子筆畫 / Ogawa Hiroshi

作 ; 李明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

悅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14-

6-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原子筆 2.CST: 繪畫技法  

948.9  

台灣綠水畫會第三十二屆會員暨第

十一屆<<綠水賞>>徵件展 . 2022 = 

Taiwan Green Water Painting 

Association the 32nd group show & the 

11th juried exhibition of Green Water 

Awards 2022 .-- 桃園市 : 台灣綠水畫

會, 11111 .-- 11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80-0-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膠彩畫 2.CST: 畫冊  948.93  

攝影；電腦藝術 

零基礎 OK!培養你的攝影眼 : 花見小

路の攝影美學 : 一用手機拍出 PRO

級影像作品 / 王小路作 ; 艾格採訪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3-122-2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2.CST: 數位攝影 

3.CST: 行動電話  952  

維生數 : 僑務委員會第 40 期海外青

年技術訓練班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

計科畢業專刊 / 銘傳大學第 40 期海

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

全體畢業生圖文 .-- 桃園市 : 銘傳大

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1112 .-- 12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4-45-

7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數位媒體 

3.CST: 作品集  956  

7 色主題插畫 : 電繪上色技法 : 人物、

花朵、天空、水、星星 / 村カルキ

作 ; 林芷柔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45-6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插畫 3.CST: 

繪畫技法  956.2  

*動畫運動規律與時間掌握 : 力學原

理 X 結構特徵 X 動作解析,從人類、

動物到大自然,一本書帶你設計好動

畫不崩壞! / 姚桂萍, 賈建民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828-0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電腦動畫 2.CST: 繪畫技法  

956.6  

在故宮遇見喵 : 御貓尋蹤地圖 / 克查

著 ; 張文悅繪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1-

594-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動物攝影 

3.CST: 貓 4.CST: 中國  957.4  

父親的錄影帶 / 登曼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 11112 .-- 480 面 ; 23 公 分  .-- 

(catch) .-- ISBN 978-626-7206-42-3 (精

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同性戀  957.5  

Back to habitat / 黃泰翔作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專

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7-228-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抽象水影攝影集 / 許昭彥作 .-- 臺北

市 : 獵海人, 11111 .-- 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408-3-6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榛尋 石獅爺. 福建篇 / 董家榛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董家榛, 1111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692-

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遊記 3.CST: 福

建省  957.9  

影像聚落 : 2022 年台灣攝影博物館

文化學會會員 vs.臺灣藝術大學研究

生展  = Image settlement : 2022 joint 

exhibition presented by Society of 

Photographic Museum and Culture of 

Taiwan Member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graduate students / 張

國治撰文 .-- 臺北市 : 台灣攝影博物

館文化學會, 11110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1243-3-1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中 國 攝 影 學 會 年 鑑 . 2022 =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China / 郭奇男

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中國攝影學

會, 11110 .-- 2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45-1-1 ( 精 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老靈魂/物極 / 林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文創學會出版 : 林聲人文影

像館發行, 11110 .-- 144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107-2-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聯 藝 攝 影 年 鑑 . 2023= 2023 

photography annual / 劉信宏編輯 .-- 桃

園市 : 聯藝攝影雜誌, 111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995-6-2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IAI 设计年鉴. 2020-2021 = 2020-2021 

IAI design almanac / 何昌成主编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0 .-

- 645 面; 29 公分 .-- 正體題名:IAI 設

計年鑑. 2020-2021 .-- ISBN 978-626-

96509-6-5 (平裝) NT$3288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翁 英 惠 作 品 集 / 視 覺 設 計 = Weng, 

Ying-Hui design portfolio 1974-2020 / 

翁英惠作 .-- 嘉義縣義竹鄉 : 財團法

人嘉義縣清新閣文化藝術基金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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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2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767-0-5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森入生活 : 國產 材好 設計 / 陳殿禮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木藝培育暨設計研發中心 ,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299-6-4 (線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木材 2.CST: 木工 3.CST: 設計 

4.CST: 作品集 5.CST: 臺灣  960  

漫畫的視覺文化景觀與空間生產  / 

張重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84-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影像文化 3.CST: 

文化地理學  960  

視覺傳達設計國際研討會、工作營

暨 基 礎 造 形 論 壇 論 文 集 . 2022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 

Basic Design Forum collected papers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11112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57-8-

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視覺傳播 

3.CST: 造形教育 4.CST: 文集  960.7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跨系所國際設計

工作營成果專刊. 2021 : 茶∞ = USC 

design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sign 

workshop : tea infinity / 許鳳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11111 .-- 97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629-439-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作品集  964  

詩意的宣言 : 設計.Design.デザイン / 

彭星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72-6-3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文集  964.07  

*販促 POP 寶典 : 促銷特價篇 / 廖家

祥編著 .-- 基隆市 : 目就金販促整合

企業社,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96-0-8 (平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NT$800 普遍級  

1.CST: 海報設計 2.CST: 商業美術  

964.4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 風格小店

空間設計 500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11 .-- 240 面; 24 公分 .-

- (Ideal home ; 51X) .-- ISBN 978-986-

408-864-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商店設計 2.CST: 室內設計 

3.CST: 空間設計  967  

SketchUP 2022 室內設計速繪與 V-

Ray 絕佳亮眼彩現 / 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 莊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50-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電腦繪圖  

967.029  

室內設計教育國際論壇論文集. 2022 

= Proceeding of interior design education 

forum 2022 / 陳歷渝主編 .-- 桃園市 :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11111 .-- 6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6-82-

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文集  

967.07  

圖解透視中式木家具實作全書 : 最

詳盡 !木作家具的設計工法與寸法

100 例 / 喬子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1 .-- 27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7084-50-2 ( 平 裝 ) 

NT$740 普遍級  

1.CST: 木工 2.CST: 家具製造 3.CST: 

家具設計  967.5  

圖解透視中式木家具鑑賞全書 : 最

深入!8 大視角家具品鑑法、147 式榫

卯構造解剖 / 喬子龍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32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084-49-6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家具 2.CST: 木工 3.CST: 家具

設計  967.5  

叩叩叩!亞細安的哥拉基南&摟工耶

&dKerajinan & Lầu công nghiệp / 陳莎

莉, 阮氏玉秀, 廖珮琳, 謝夢音, 潘寶

蓉圖文創作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

縣政府,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國

語注音 , 中越、中印對照  .-- ISBN 

978-986-0750-80-5 (精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民間工藝 2.CST: 通俗作品 

3.CST: 東南亞  969  

裹山 = Dungku Asang / 林介文作 ; 瓦

旦督喜, 柏林, 恩萊勇.法芙魯安, 紗娃.

吉娃司, 謝郁雯, 温孟軒, 楊奕, 連佩

君協同撰文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

縣政府,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9-79-9 ( 平 裝 ) 

NT$980 普遍級  

1.CST: 編織工藝 2.CST: 太魯閣族 

3.CST: 花蓮縣  969.7  

技藝 

花束/花圖鑑 : 32 款花束 X300 種花

材,神樂坂夢幻名店花職人親授,打造

讓人一眼難忘的花束作品 / 懷舊花

園著 ; 盧姿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82-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花想 : 感性介入理性完成的插花藝

術 / 廖美容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廖

美容, 11112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40-9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1.CST: 花藝 2.CST: 作品集  971  

氣質商道 : 香學 香道 香文化 / 李品

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智庫雲端有

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84-7-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香道  973  

博雅茶藝,至善入門 / 陳筱寶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260 面; 23 公分 .-- (文

化生活叢書. 茶文化叢刊 ; 1303001) .-

- ISBN 978-986-478-764-7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1.CST: 茶藝 2.CST: 茶葉 3.CST: 文化 

4.CST: 臺灣  974  

茶禪美學思想及其當代應用研究  / 

釋慧清(耿乙勻)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圓光佛學研究所, 11110 .-- 360 面; 21

公分 .-- (圓光佛學研究所叢書系列 ; 

10) .-- ISBN 978-986-95613-7-2 (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95613-8-9 (精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茶藝 2.CST: 禪宗 3.CST: 美學 

4.CST: 佛教修持  974.8  



105 

 

戲劇 

桃園科技表演藝術獎. 第二屆 : 超藝

力 = The 2nd of Taoyuan Technology 

Performing Art Awards : hyper arts 

impact / 陳瑋鴻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

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11112 .-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

62-0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250

普遍級  

1.CST: 表演藝術 2.CST: 數位藝術 

3.CST: 高科技藝術  980  

民眾在何處? : 亞際社會的民眾劇場 

= Where are the people? : people's theater 

in inter-Asian societies / 劉紀蕙, 林欣

怡, 李齊, 雷智宇(Zikri Rahman), Glecy 

Cruz Atienza, Muhammad Febrainsyah, 

安 筱 霏 (Ratu Selvi gnesia), 丁 東

(Dindon W. S.), Richard Barber, Robin 

Weichert, 區秀詒, 韓嘉玲, 王墨林, 鍾

喬, 阿道.巴辣夫.冉而山, 夏曉鵑, 李

秀珣, 吳思鋒, 白大鉉, 洪承伊, 趙川, 

王 楚 禹 , 劉 馨 鴻 , Assane Alberto 

Cassimo, 郭亮廷作 ; 李齊, 雷智宇, 劉

紀蕙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藝術介入與社會行動系

列) .-- ISBN 978-986-5470-51-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劇場 2.CST: 藝術社會學 

3.CST: 文集 4.CST: 亞洲  981.07  

經典舞劇 TUTU 結構與製作的奧秘 / 

何絹琦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

翻譯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6692-0-2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芭蕾舞 2.CST: 舞蹈服裝 

3.CST: 服裝設計  981.61  

電影是一門造形藝術 : 電影策展人

的跨藝術之旅  / 多明尼克 .巴依尼

(Dominique Païni)著 ; 林志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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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76 面; 21 公分 .-- (灰盒子 ; 5) .-- 

ISBN 978-626-96680-4-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展 3.CST: 電影

理論 4.CST: 造型藝術  987  

奇異博士與哲學 : 另一本禁忌之書 / 

Philipp Berghofer, Armond Boudreaux, 

Matthew William Brake, Skye C.Cleary, 

Paul DiGeorgio, Sarah K. Donovan, 

George A. Dunn, Christopher P. Klofft, 

Dean A. Kowalski, Corey Latta, Sander 

H. Lee, Michael Lyons, Daniel P. Malloy, 

Tuomas W. Mannien, Carina Pape, 

Konstantin Pavliouts, Edward Pérez, 

Nicholas Richardson, Brendan Shea, 

Chad William Timm, Andrew T. Vink, 

Mark D. White, Bruse Wright, E. Paul 

Zehr 著 ; Mark D. White, William Irwin

主編 ; 葉文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61-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987.013  

<<愛 x 死 x 機器人>>美術設定集 / 拉

明.扎哈德(Ramin Zahed)作 ; 曾倚華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2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09-3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動畫 2.CST: 動畫製作  

987.85  

魔 法 公 主  = The art of the princess 

MONONOKE / 宮崎駿原作.腳本 ; 鍾

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9-600-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動畫  987.85  

遊藝；娛樂；休閒 

觀光地理 : 資源、吸引力、目的地 = 

Tourism geography / 董德輝, 楊建夫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6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39-8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旅遊地理學  992  

雲嘉南永續觀光國際學術論壇會議

論文輯手冊. 2022 / 陳泰安, 張睿容編

著 .-- 雲林縣斗六市 : 環球學校財團

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11110 .-- 1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17-55-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旅遊業管理 

3.CST: 文集 4.CST: 雲林縣 5.CST: 嘉

義縣 6.CST: 臺南市  992.07  

土產物語 : 從伊勢赤福到東京芭娜

娜,細數日本土產的前世今生 / 鈴木

勇一郎作 ; 劉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這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715-0-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禮品 2.CST: 歷史 3.CST: 旅遊 

4.CST: 日本  992.4  

領隊導遊實務與理論. 2023 / 吳偉德, 

鄭凱湘, 陳柏任, 應福民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67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88-0 ( 平 裝 ) 

NT$610 普遍級  

1.CST: 導遊 2.CST: 領隊  992.5  

台灣百大品牌飯店及風格民宿推薦 / 

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

文化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29-6-

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旅館 2.CST: 民宿 3.CST: 臺灣  

992.6  

專業嚮導新提案 : 不疲勞的登山術 / 

野中徑隆作 ; 林芷柔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14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88-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登山  992.77  

露營的撫慰 / 生活冒險家作 ;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42-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露營  992.78  

豐原球場 60 週年璀燦風華 : 豐原高

爾夫俱樂部 60 週年專輯 : 生態映象

之美及發展史, 續篇 = Golf in Feng-

Yuan/60th anniversary / 邱建國總編

輯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臺中縣豐原

高爾夫俱樂部, 11110 .-- 1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28524-2-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豐原高爾夫俱樂部 2.CST: 高

爾夫球 3.CST: 球場 4.CST: 臺中市豐

原區  993.52  

日本滑雪度假全攻略 : 裝備剖析 X

技巧概念 X 雪場環境 X 特色行程 / 

娜塔蝦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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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3 公分 .-- 

(樂遊 ing) .-- ISBN 978-626-7149-36-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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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滑雪 2.CST: 旅遊 3.CST: 日本  

994.6  

穿越古代當神探. 1, 兩漢、唐朝 / 段

張取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14 面; 

26 公分 .-- (小野人 ; 55) .-- ISBN 978-

986-384-807-3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兒童遊戲  

997  

福爾摩斯偵探遊戲 : 沒有犯人的綁

架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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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96-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邏輯 3.CST: 

推理  997  

圍棋精選題庫 : 初段到三段之中盤、

打入侵消與官子 / 聶衛平, 黃希文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 (遊藝館 ; 26) .-- ISBN 978-626-7199-

4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圍棋  997.11  

中華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5-6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中華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4-9 (第 4 冊: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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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605-

3 (第 2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國民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12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7-0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國民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12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6-3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GAME BOY ADVANCE 終極聖經 / 前

田尋之監修 ; 林克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數位原力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904-3-8 (精裝) NT$1080 普遍級  

1.CST: 電動玩具 2.CST: 電腦遊戲  

997.82  

我的 Minecraft 指令大魔改 : 神兵利

器、強悍魔物,打造與眾不同的 RPG

世界 / 林冠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819-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麻將高手的私房筆記 : 從實戰中粹

煉精闢法則,教你迅速提升胡牌力 / 

趙國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遊藝館 ; 26) .-- ISBN 978-626-

7199-27-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麻將  998.4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常用語音

調查報告. 2021/林慶隆等著 .-- 新北

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48-6 (PDF) 

普遍級  

المحررون/٢٠٢٣ـ٢٠٢٢٠تايوان عن لمحة : 

لير كلير جيرفيس، توري وانج، اتش واي أليسيا ، 
1 --. هوانج جيم st edition .-- 臺北市 : 外交

部, 11112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52-6 (平裝) NT$70 普遍

級  

ไตห้วนั ในหน่ึงนาท.ี 2022-

2023/บรรณาธิกิาร Alicia Y.H. Wang, 

Torie Gervais, Clare Lear, Jim Hwang .-- 

พิมิพ ์ค์ร ั้
้
งที่
่ 1 .-- 臺 北 市  : 外 交 部 , 

11111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

986-5447-56-4 (平裝) NT$70 普遍級  

温 隆 信 第 六 號 弦 樂 四 重 奏 (2015)= 

Wen Loong-Hsing string quartet 

no.6(2015)/鄒求強主編 .-- 宜蘭縣 : 傳

藝中心, 11112 .-- 7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88-3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Annual report. 2021-2022/authors 

Yawen Cheng, Wei J. Chen, Hsien-Ho 

Lin, Yi-Ping Lin, Pau-Chung Chen, 

Chen-I Kuan, Hsiu-Hsi Chen, Ch-Tai 

Fang, Kun-Lin Ho, Yi-Ting Yang, Jade 

Marie Songhua Westlake, Elochukwu 

Uzim, Ruen-Yi Chen, Yi-Ting Lu, Tzu-

Pin Lu, Ming-Whei Yu, Po-Hsiu Kuo, 

Ya-Mei Chen, Yu-Chi Tung, Shu-Sen 

Chang, Duan-Rung Chen, Hsiao-Yu 

Yang, Kun-Hsien Tsai, Wen-Ling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大

公共衛生學院, 11110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214-04-6 (平裝) 

普遍級  

BUNUN@KALINKU 花蓮縣布農族

舊社領域復返計畫成果展/王威智撰

文; 吳勁毅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市 : 

花縣文化局, 11111 .-- 32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9-81-2 (平裝) 

普遍級  

From 0 to 100%: the figh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aiwan/writers Puma Shen, 

Chiu Wan-hsing, Hu Yuan-hui, Yang 

Chia-hui, Hsieh Teng-yua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112 .-- 1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70-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MỘT THOÁNG ĐÀI LOAN. 2022-

2023/biên tập Alicia Y.H. Wang, T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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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ion .-- 臺北市 : 外交部, 11111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51-

9 (平裝) NT$70 普遍級  

S.T.E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果彙編. 

2022/曾惠蘭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教育局, 11111 .-- 44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1-15-8 (平裝) 

普遍級  

Sekilas Taiwan. 2022-2023/editor Alicia 

Y.H. Wang, Torie Gervais, Clare Lear, 

Jim Hwang .-- edisi pertama .-- 臺北市 : 

外交部, 11111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54-0 (平裝) NT$70

普遍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aoyuan 

City voluntary local review. 2022/editor 

in chief Chun-Ting Wu .-- 桃園市 :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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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63-7 (平裝) 普遍級  

Taiwan herbal pharmacopeia (4th edition 

English version)= 臺灣中藥典(第四版

英 文 版 )/editor in chief Jui-Yuan 

Hsueh(薛瑞元) .-- fourth edition .-- 臺

北市 : 衛福部, 11112 .-- 64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69-7 (精裝) 

NT$800 普遍級  

Taiwan Sepintas Lalu. 2022-

2023/penyunting Alicia Y.H. Wang, 

Torie Gervais, Clare Lear, Jim Hwang .-- 

edisi pertama .-- 臺 北 市  : 外 交 部 , 

11112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

986-5447-53-3 (平裝) NT$70 普遍級  

TAIWAN 台湾のしおり. 2022-2023/

王怡萱, Torie Gervais, Clare Lear,黄之

寅編集 .-- 初版 .-- 臺北市 : 外交部, 

11111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

986-5447-50-2 (平裝) NT$70 普遍級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or Buildings 

CIB W06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47th/co-author Kyosuke Sakaue, Zuzana 

Vranayova, L. Y. Cheng, W.G. van der 

Schee, J. Oyagi, I. Mahapatra, Yen-Chi 

Chan, Daisuke Ikeda, S.Kosaka, 

Sadahico Kawamura, T. Nishikawa, 

Armando Silva-Afonso, K.W. Mui, 

Shigekazu Okauchi, M. C. Jeffrey Lee, H. 

Yamaguchi, L.T. Wong, B. Poncelet, 

Iwao Hasegawa, Shizuo Iwamoto, Yi-

Ting Wang, Hana Nekrep, Ayaka Kimura, 

Megumi Itabashi, Yen-Yu, Lin, Takahiko 

Suzuki, D.A.Kelly, A. Kalaichelvan, 

Yuto Ino, Toya Abe, Masanari Tanaka, K. 

S. Sharif, M. Gormley, S. W. Chang, L.S 

Pereira, Masaaki Hashimoto, Takehiko 

Mitsunaga .-- 1st edition .-- 臺中市 : 臺

中科大教務處, 11110 .-- 6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398-8-4 (精裝) 

普遍級  

大地視野.構出新憶: 2022 水土保持

優良工程攝影圖集/簡劭瑜總編輯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保局, 11110 .-- 52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10-

15-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公共衛生學院年報 . 2021-2022/鄭雅

文, 陳為堅, 林先和, 林宜平, 陳保中, 

官晨怡, 陳秀熙, 方啟泰, 何坤霖, 楊

怡 庭 , Jade Marie Songhua Westlake, 

Elochukwu Uzim, 陳潤儀, 呂宜婷, 盧

子彬, 于明暉, 郭柏秀, 陳雅美, 鄭雅

文, 董鈺琪, 張書森, 陳端容, 楊孝友, 

蔡坤憲, 陳玟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 11110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4-02-2 (平裝) 

普遍級  

木棉樹下的悅讀者. 十二: 第十二屆

大安好書推薦金質獎及暑期圓夢金

合輯/周家嵐, 第十二屆金質獎得主, 

第十二屆暑期圓夢金得主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大安高工圖書

館, 11112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80-0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司法業務年報. 110 年度/司法院政風

處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9-41-9 (PDF) 普遍級  

印象.南海: 2022 南海劇場口述歷史

訪談暨影像紀錄/李順霖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1112 .-- 6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051-6 (平

裝) 普遍級  

*地蘊生機段含軼事 /臺中市大甲地

政事務所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大

甲地政事務所, 11111 .-- 3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66-40-6 (平裝) 

普遍級  

旬見: 洄來吧!花現美好: 國立東華大

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第十屆畢業製

作專刊/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創意產

業學系 112 級畢業製作團隊 .-- 花蓮

縣  : 東 華 大 學 藝 術 創 意 產 業 系 , 

11110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574-2-1 (精裝) NT$1120 普遍級  

竹田慢城= Slow travel in Jhutian, a 

lovely hometown/屏東縣竹田鄉公所

作  .-- 屏東縣  : 屏縣竹田鄉公所 , 

11112 .-- 10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7117-09-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沈錦堂詩曲: 鋼琴獨奏(2001)= Shen 

Chin-Tang poem for solo piano(2001)/鄒

求強主編 .-- 初版 .-- 宜蘭縣 : 傳藝中

心, 11112 .-- 2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81-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防災教育花路米電子報. 2021= 2021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ducation 

newsletters/李政軒, 邱仁杰, 廖雙慶, 

連杉利, 魏柏倫, 李佳昕, 丁崇峯, 羅

偉誠, 王筱雯, 李馨慈, 李芳君, 林渝

晴, 陳柏智, 吳少瑀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10 .-- 1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45-045-5 (精裝) 

NT$700 普遍級  

社會及家庭署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 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2021/石婉

麗, 陳孝宇, 蔡淑真, 蔡旼璇, 盧蕙如, 

許嘉茹, 蔣麗音, 鄭安廷, 劉姿麟, 林

景聖, 陳美珠, 劉淑貞, 陳盈夙, 巴楷

齊, 許奕彤, 曾湘妘, 陳俊吉, 曾傳雄, 

徐慧宜, 李品辰, 葉晉辰, 闕婉妮, 秦

詩語, 曾淑美, 張雅嫻, 鐘慧婷, 盧文

苹, 洪麗晴, 陳羿吟, 郭芙瑄, 吳盈臻, 

吳皓恩, 陳昭帆, 蔡閩娟編撰 .-- 臺北

市 : 社家署, 11112 .-- 1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37-70-3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社 會 住 宅 實 踐 指 引 : 臺 北 經 驗 = 

Taipei's social housing guidebook/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編 .-- 臺北市 : 北

市發展局,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7144-71-8 (全套 :平裝 ) NT$3200

普遍級  

金烈 Alchemy: 金門跨海大橋紀實專

刊/郭呈彰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1110 .-- 7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531-432-

3 (精裝) 普遍級  

後疫情時代: 虛實與跨領域藝術之間

/陳韋臻主編; 麥可.沃林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文化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00-2 (PDF) 普遍級  

* 原 住 民 樂 舞 的 本 體 論 與 認 識 論 : 

ICTM 原住民後殖民語境樂舞研究小

組成立論壇論文集= Ontologies and 

epistemologies of indigenous music and 

dance: prceeding of the inaugural 

symposium of ICTM study-group-in-the-

making on music and dance in 

indigenous postcolonial contexts/曾毓芬, 

Aaron Corn 主編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大, 11110 .-- 4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675-1-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島嶼時光= Memories of the island/謝昭

華, 林靈, 顏湘芬, 張國治, 楊樹清, 王

婷, 陳妙玲, 牧羊女, 翁翁, 吳鈞堯, 蔡

振念, 李台山, 趙惠芬, 陳長慶, 陳慶

瀚, 張姿慧作; 張姿慧主編 .-- 金門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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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11111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15-

0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徐松榮鋼琴五重奏(1970)= Hsu Sung-

Jung piano quintet/鄒求強主編 .-- 宜蘭

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8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84-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旅讀農村: 發現 25 個農村新風景/蕭

雪麗總編輯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保

局, 11111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19-5 (平裝) 普遍級  

海人第一線. 2, 女麗專輯= Tront line 

of maritime staff/吳相儀, 莊靖萱, 郭慧

珍, 張晴奕, 張錦霞, 梁華蓁, 鄭慕涵, 

賴芳誼, 陳郁芸, 陳筱芃, 陳麗玲, 蘇

品潔撰文; 嚴佳代主編 .-- 高雄市 : 國

家海洋研究院, 11111 .-- 15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32-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特色躍升計畫暨教學創新聯合成果

論文集. 110 學年度/方鳳玉, 吳致秀, 

張群, 何昕家, 蒲盈宏, 陳縣绣, 吳銜

容, 王譔博, 李右芷, 舒玉, 蔣昱弘, 林

鈺傑, 李家瑩, 李國瑋, 王財驛, 林正

堅, 張鈞淯, 侯純純, 蕭家孟, 洪啟舜, 

張家瑋, 邱敏棋, 徐豐明, 張國賓, 陳

大仁, 徐菀雲, 陳韋志, 翁愷琪, 林家

彰, 戴于婷, 劉輝煌, 楊維娟, 戴偉勝, 

顏昌華, 王韋能, 王麗菱, 李雅婷, 阮

氏蕾, 趙彩淩, 林文彥, 邱臙珍, 徐鼎

欣, 張育瑋, 張博雅, 范洪春, 何凱翔, 

陳冠均, 吳欣悅, 胡瀚予, 黎明蓉, 張

翠蘋, 張銘今, 曾耀鋒, 湯曉君, 黃天

麒, 黃僅喻, 楊淑玲, 葉秋蘭, 趙正敏, 

曾于軒, 蕭國倫, 韓聖, 蔡政惠, 張淑

婷, 鄧秀玉, 邱旭蓮, 吳鑫源, 王伶芳, 

張皓鈞, 蘇俊向, 彭晧倫, 林宜欣, 林

凱胤, 林雅芬, 林燕玲, 賴怡璇, 邱淑

芬, 侯幸雨, 李金鳳, 吳佩蓉, 陳志騰, 

陳郁婷, 吳峻瑋, 張李淑容, 孫嘉玲, 

張瑞益, 許雯絞, 陳玉蒼, 陳榮昌, 陳

盈汝, 陳秀桂, 陳芷如, 曾琦芬, 黃啓

方, 葉月珍, 劉以慧, 蔡宜佳, 賴錦緣, 

邱婉菁, 簡淑華, 蘇淑芬, 許明珠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科大教務

處, 11110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98-9-1 (平裝) 普遍級  

破解食藥謠言 100 問/林金富總編

輯 .-- 臺北市 : 食藥署,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73-

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淬鍊財訓 半百薪傳/ .-- 臺北市 : 財政

部財訓所, 111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5-29-4 (平裝) 普遍

級  

眷村 X 電影: 離散的年代/舒國治, 朱

天文, 詹正德, 楊元鈴, 王童作; 林巧

豈訪談撰稿 .-- 臺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1110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73-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莊文達白鷺鷥幻想曲: 為二胡、中國

笛 、 大 提 琴 與 鋼 琴 四 重 奏 (2020)= 

Juang Wen-Ta fantasia "Little Egret" for 

erhu, Chinese flutc, cello and 

piano(2020)/鄒求強主編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3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82-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連江縣統計年報. 第二十四期. 中華

民國一一 0 年=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Lienchiang County 2021/連江縣政府

主計處編輯  .-- 連江縣  : 連縣府 , 

11111 .-- 5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15-05-0 (平裝) NT$660 普遍級  

郭芝苑鋼琴獨奏曲(一)(1954-2011)= 

Kuo Chih-Yuan works for solo piano 

vol.I(1954-2011)/鄒求強主編 .-- 宜蘭

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8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90-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郭芝苑鋼琴獨奏曲(二)(1956-2013)= 

Kuo Chih-Yuan works for solo piano 

vol.2(1956-2013)/鄒求強主編 .-- 宜蘭

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6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91-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陳 懋 良 聲樂 曲集 (1952-1993)= Chen 

Mau-Liang works for voice and 

piano(1952-1993)/鄒求強主編 .-- 宜蘭

縣 : 傳藝中心, 11110 .-- 3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89-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陳 懋 良 聲 樂 與 室 內 樂 曲 集 (1962-

1988)= Chen Mau-Liang works for vocal 

and chamber(1962-1988)/鄒求強主編 .-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92-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新北市美展. 2022= New Taipei City 

Fine Arts Exhibition/龔雅雯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化局, 11110 .-- 13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5-45-7 

(隨身碟) 普遍級  

楊惠婷心燈.花絮: 為女高音、單簧

管、大提琴與鋼琴(2020)= Yang Hui-

Ting light of heart.inflorescence for 

soprano, clarinet, cello and piano(2020)/

鄒求強主編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687-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臺中市都市發展年報. 2021: 城鄉美

學進化論/紀英村, 謝美惠, 曾文誠, 蔡

青宏, 林憲谷, 吳信儀, 賴祐成, 張洲

滄, 賴宗達, 朱文彬, 江日順, 洪唯禎, 

吳俊煒, 曾傅宜, 徐嘉信編輯委員 .-- 

臺中市 : 中市都市發展局, 11110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66-

45-1 (平裝) 普遍級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運動訓練

暨運動產業經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2 年/王宗騰主編 .-- 臺北市 : 

北市大, 11112 .-- 8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83-1 (平裝) 普遍

級  

臺 北 市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情統計專輯/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編製 .-- 臺北市 : 北市主計

處, 11109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79-4 (平裝) 普遍級  

臺南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 Tainan City of 

Republic of China, 2021/臺南市政府主

計處編 .-- 臺南市 : 南市府, 11110 .-- 

1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

55-5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臺南市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ainan City 2021/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編 .-- 臺南市 : 南

市府, 11110 .-- 7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54-8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臺灣通識教育策略聯盟暨品質策進

會@高雄科大大會研討會論文集 . 

2021/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總編輯 .-- 高

雄 市  : 高 雄 科 大 博 雅 教 育 中 心 , 

11201 .-- 24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6231-6-7 (平裝)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內政部營建署

推動共同管道建設執行情形/審計部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審 計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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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75-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政府推動五加

二產業創新計畫執行情形 /審計部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審 計 部 , 

11110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71-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政府推動公共

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1111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81-

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國立高雄大

學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新建工程計

畫執行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審計部, 11110 .-- 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74-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潘皇龍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藩籬: 

為小提琴、Bb 單簧管、大提琴與鋼

琴 的 四 重 奏 曲 (2014)= Pan Hwang-

Long crossing the barriers of Time and 

Spaces: quartet for violin, clarinet in Bb, 

violoncello and piano(2014)/鄒求強主

編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686-

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蔡 淩 蕙 琴 想 IX: 為 南 管 上 四 管

(2020)= Tsai Ling-Huer Chin thoughts 

IX for lâm-koán vocalist with 

ensemble(2020)/鄒求強主編 .-- 宜蘭

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2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85-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學會照顧寶寶: 育兒易讀手冊/李子

安, 施涵琇, 盧貞文, 謝若琳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家署, 11112 .-- 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7-67-3 (平

裝) 普遍級  

戰略佳山: 口述歷史人物誌/盧秀姍, 

方舜宇編輯 .-- 初版 .-- 花蓮縣 : 空軍

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 11110 .-

- 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0-

44-3 (平裝) NT$460 普遍級  

聯動蛻變 合心永續/李宜穆主編 .-- 

苗栗市 : 聯合大學, 111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23-5-2 (精

裝) 普遍級  

邁向和平= Moving toward peace/國立

金門大學和平研究中心邁向和平編

輯委員會編 .-- 第一版 .-- 金門縣 : 金

門大學和平研究中心, 11111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67-2-6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醫療爭議關懷指引手冊/劉越萍總編

輯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10 .-- 9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72-7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懷孕要注意的事情: 懷孕易讀手冊/

李子安, 施涵琇, 盧貞文, 謝若琳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社 家 署 , 

11112 .-- 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68-0 (平裝) 普遍級  

Знакомьтесь: 

ТАЙВАНЬ. 2022-

2023/Редакторы 

Алисия Ван, Тори 

Джервис, Клэр Лир, 

Джим Хуан .-- 1-е 

издание .-- 臺北市 : 外交部, 

11111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

986-5447-55-7 (平裝) NT$70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土木類)中油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

高朋, 尚榜, 德芬, 林志憲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 冊 .-- ISBN 978-626-337-439-3 (全套:

平裝) NT$1975 普遍級  

(公用事業輸氣類/油料及天然氣操

作類)中油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高

朋, 尚榜, 劉似蓉, 蔡穎, 林柏超, 鄭祥

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37-437-9 (全套:平裝) NT$2640 普遍

級  

(公用事業輸氣類/油料及天然氣操

作類)中油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高

朋, 尚榜, 德芬, 千華編委會, 何曜辰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37-440-9 (全套:平裝) NT$2330 普遍

級  

(升科大四技)數位邏輯設計(歷年試

題+模擬考)/李俊毅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0 .-- 3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7-367-

9 (平裝) NT$370 普遍級  

(加油站儲備幹部類)中油招考課文

版套書.2022/高朋, 尚榜, 劉似蓉, 蔡

穎, 鄭祥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29-4 ( 全 套 : 平 裝 ) 

NT$2140 普遍級  

(加油站儲備幹部類)中油招考題庫

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德芬, 千華

編委會, 鄭祥瑞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38-6 (全套:平裝) 

NT$1825 普遍級  

(司法特考)犯罪學(含概要). 2023 版/

王強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0 .-- 4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377-8 ( 平 裝 ) 

NT$510 普遍級  

(司法特考)監獄學(含概要). 2023 版/

高昇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5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441-6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司律)公司法: 創/董謙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10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56-7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外語群英語類)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課文版套書. 2023/王志成, 李

軍毅, 賴祖兒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06-5 (全套:平裝) 

NT$1150 普遍級  

(外語群英語類)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題庫版套書. 2023/王志成, 甄

帥, 林柏超, 吳熙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11-9 (全套:平裝) 

NT$1150 普遍級  

(共同科目)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測

驗題庫版套書. 2023/邱鉦倫, 劉似蓉, 

學寧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37-409-6 (全套 :平裝 ) NT$1285

普遍級  

(共同科目-工職)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題庫版套書. 2023/邱鉦倫, 劉

似蓉, 杜雅棋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14-0 (全套:平裝) 

NT$1475 普遍級  

(共同科目-商職)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題庫版套書. 2023/邱鉦倫, 劉

似蓉, 學寧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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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10-2 ( 全 套 : 平 裝 ) 

NT$1350 普遍級  

(事務類)中油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

高朋, 尚榜, 劉似蓉, 陳智音, 歐欣亞, 

張恆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37-426-3 (全套 :平裝 ) NT$2250

普遍級  

(事務類)中油招考題庫版. 2022/高朋, 

尚榜, 德芬, 歐欣亞, 陳金城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19-

5 (全套:平裝) NT$1750 普遍級  

(家政群幼保類)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課文版套書 . 2023/謝坤鐘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

408-9 (全套:平裝) NT$810 普遍級  

(消防設備師士)火災學(含概要). 2023

版/夏鵬翔編著 .-- 第十六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0 .-- 4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376-1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消防類)中油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

高朋, 尚榜, 劉似蓉, 夏鵬翔, 張大帥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37-422-5 (全套:平裝) NT$2355 普遍

級  

(航空加油類/油罐汽⾞駕駛員])中油

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劉

似蓉, 林柏超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23-2 (全套:平裝) 

NT$1655 普遍級  

(航空加油類/油罐汽車駕駛員)中油

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德

芬, 何曜辰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34-8 ( 全 套 : 平 裝 ) 

NT$1490 普遍級  

(商業與管理群)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課文版套書. 2023/王志成, 李

軍毅, 梁若涵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05-8 (全套:平裝) 

NT$1560 普遍級  

(商業與管理群)升科大四技統一入

學測驗題庫版套書. 2023/王志成, 甄

帥, 林柏超, 陳智音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 ISBN 978-626-337-413-3 (全套:平裝) 

NT$1490 普遍級  

(探採鑽井類)中油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劉似蓉, 陸冠奇, 林

柏超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37-421-8 (全套 :平裝 ) NT$2100

普遍級  

(探採鑽井類)中油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德芬, 陸冠奇, 何曜

辰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37-433-1 (全套:平裝) NT$1940 普遍

級  

(會計師)公司法/董謙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10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57-4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煉製類/安環類)中油招考課文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劉似蓉, 曾禹童, 

陳名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37-428-7 (全套 :平裝 ) NT$2215

普遍級  

(電氣類/電機類)中油招考課文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劉似蓉, 陸冠奇, 

鄭祥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37-425-6 (全套 :平裝 ) NT$2140

普遍級  

(電氣類/電機類)中油招考題庫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德芬, 陸冠奇, 鄭

祥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37-432-4 (全套 :平裝 ) NT$1845

普遍級  

(儀電類)中油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

高朋, 尚榜, 劉似蓉, 陸冠奇, 陳震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

427-0 (全套:平裝) NT$2100 普遍級  

(儀電類)中油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

高朋, 尚榜, 德芬, 陸冠奇, 甄家灝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

436-2 (全套:平裝) NT$1845 普遍級  

(機械群)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測驗

課文版套書. 2023/黃蓉, 盧彥富, 劉得

民, 蔡忻芸, 韓森, 千均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 冊 .-- ISBN 978-626-337-404-1 (全套:

平裝) NT$2250 普遍級  

(機械群)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測驗

題庫版套書. 2023/黃蓉, 湯耀期, 李瓊

惠, 李國豪, 盧彥富, 何曜辰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12-

6 (全套:平裝) NT$1480 普遍級  

(機械類)中油招考課文版套書. 2022/

高朋, 尚榜, 劉似蓉、, 林柏超, 祝裕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37-424-9 (全套:平裝) NT$2250 普遍

級  

(機械類)中油招考題庫版套書. 2022/

高朋, 尚榜, 德芬, 何曜辰, 林柏超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

435-5 (全套:平裝) NT$1900 普遍級  

(餐旅群)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測驗

課文版套書. 2023/高芬, 畢瑩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07-

2 (全套:平裝) NT$1225 普遍級  

(鐵路特考)鐵路運輸學大意. 2023: 歷

屆題庫完全攻略/彭國智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10 .-- 3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6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鐵路特考運輸學)鐵路運輸學大意. 

2023/彭國智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76-9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80/20 法則: 刑事訴訟法/伊谷, 李星

編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10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52-9 (上冊: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0/20 法則: 刑法分則/柳震編 .-- 八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71-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book 

6/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92-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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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to live(workbook A). book 

6/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93-6 (平裝) 

普遍級  

Come to live(workbook B). book 

6/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94-3 (平裝) 

普遍級  

ESL language arts. 10/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Frank Leniha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79-16-1 (精裝) 普遍級  

EZ100 高中必修生物講義(108 課綱、

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 )/許仁編

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9 .-

- 1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

151-4 (平裝) NT$180 普遍級  

Fun box CLIL(workbook). book 2/author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69-9 (平裝) 普遍

級  

Fun box CLIL(workbook). book 4/author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70-5 (平裝) 普遍

級  

Fun box CLIL(workbook). book 

B/author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68-2 (平裝) 

普遍級  

Fun box CLIL. book 2/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 

111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66-8 (平裝) 普遍級  

Fun box CLIL. book 4/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 

111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67-5 (平裝) 普遍級  

Fun box CLIL. book B/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 

111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65-1 (平裝) 普遍級  

Fun box CLIL: discovery land. book 1/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0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73-6 (平裝) 普遍

級  

Fun box CLIL: discovery land. book 2/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0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74-3 (平裝) 普遍

級  

Fun box CLIL: discovery land. book 3/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0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75-0 (平裝) 普遍

級  

Fun box CLIL: discovery land. book 4/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0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76-7 (平裝) 普遍

級  

Fun box CLIL: discovery land. book 

A/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市 : 凱撒琳, 11110 .-- 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06-271-2 (平裝) 

普遍級  

Fun box CLIL: discovery land. book 

B/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市 : 凱撒琳, 11110 .-- 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06-272-9 (平裝) 

普遍級  

Hello,华语!(练习本)/朱文宇, 李丽美, 

曹如意, 刘毓婷编撰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26-715-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6-716-9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IELTS 雅思閱讀 情境學習法: 漸進理

解 10 大 情 境 、 圖 表 題 / 賴 世 雄 , 

Andrew Betsis, Lawrence Mamas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5-05-9 

(PDF) 普遍級  

IELTS 雅思聽力 情境學習法: 全面掌

握 10 大情境/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5-04-2 (PDF)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15, 電的應用/張芮慈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10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

76-3 (平裝) NT$110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16, 電流與磁效應/張芮

慈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1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78-7 (平裝) NT$90 普遍級  

Language arts. 6A/authors 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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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06-256-

9 (平裝) 普遍級  

Language arts. 6B/authors 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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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06-257-

6 (平裝) 普遍級  

Log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made 

easy for Chinese EFL learners. 1/常紹如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12 .-- 

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147-

998-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Log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made 

easy for Chinese EFL learners. 2/常紹如, 

吳曜任, 林于婷, 施勇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12 .-- 6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147-999-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PBGN 聯盟電動機車概論/邱裕仁, 周

國達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1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43-5 (平裝) 普遍級  

Taking off(assignment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111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90-5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Taking off(practice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111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91-2 (平裝) 普遍

級  

Taking off(student's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41-689-9 (第 2 冊:平

裝) 普遍級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11/writer 

Duane E. Jones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市 : 何嘉仁, 11111 .-- 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179-11-6 (平裝) 

普遍級  

Tree house(textbook). 11/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Sunieda de Beer, Keith Beckett .-- second 



112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11 .-- 

1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13-0 (平裝) 普遍級  

Tree house(workbook). 11/writers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 

11111 .-- 1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79-12-3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重點複習(教師

用書). 4 下/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201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38-1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重點複習. 4 下/

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739-

8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4 下/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57-2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社會重點複習.4 下/康軒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5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58-9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4 下/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61-9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 4 下/康軒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62-6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2

下 /王之穎 , 胡曉菁執行編輯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60-

2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2

下 /王之穎 , 胡曉菁執行編輯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59-

6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2

下/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65-7 (平

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4

下/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67-1 (平

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練習簿. 2 下/康軒國

語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66-4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練習簿. 4 下/康軒國

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68-8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2 下/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28-2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4 下/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29-9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 2 下/康軒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27-5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 4 下/康軒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30-5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4

下/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53-4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數學練習簿. 4 下/康軒數

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54-1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土木高考一本通/黃偉恩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83-7 (PDF) NT$350

普遍級  

土地利用法規/許文昌編著 .-- 20 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97-2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土地法規/陳翰基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大鴻海文化, 11110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07-3-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四技二專甄選

金榜必勝手冊/呂宗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54-1 (EPUB) 普遍

級  

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 決戰必勝本= 

GSAT grammar review test/張維總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文創,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204-02-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3: 英文

(108-111 年試題)/Jacob Wu, 楊華, 葛

瑞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32-7 (PDF) 普遍級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3: 英文

(108~111 年試題)/Jacob Wu, 楊華, 葛

瑞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1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33-4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3: 微積

分(108~111 年試題)/歐大亮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437-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小太陽讀本/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

輯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小學堂文化, 

11111 .-- 48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42-3-8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小月亮讀本/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

輯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小學堂文化, 

11111 .-- 48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42-4-5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小星星讀本/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

輯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小學堂文化, 

11111 .-- 48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42-5-2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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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圖學 . 基礎篇 /康仕仲 , 張玉連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52-2 (PDF) NT$650 普遍級  

工程圖學 . 基礎篇 /康仕仲 , 張玉連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53-9 (EPUB) NT$650 普遍級  

不動產估價理論/許文昌編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98-

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不動產估價實務/許文昌編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01-

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不動產投資分析/許文昌編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00-

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不動產經濟學/許文昌編著 .-- 14 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02-3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中年級作文有深度/杜燕芬, 黃秋萍, 

劉芷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

文教, 111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92-7-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中油招考專用. 2022: 工安環保暨加

油站設置法規 速成重點 經典試題/

湯士弘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111 .-- 2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73-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中油雇員招考工安環保法規及加油

站設置相關法規/艾晟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4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中級會計學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研究

中心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10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86-6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中級會計學題庫完全制霸 /鄭泓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10 .-- 9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91-0 (平裝) NT$780 普遍級  

中華民國憲法: 測驗題庫/郭羿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10 .-- 5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479-6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公民(鐵路)/趙雍編著 .-- 二十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0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22-

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公共管理讀本. 112 版/文羿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5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90-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國文(作文與測驗)/李

杰編 .-- 十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110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38-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經濟學(含概要)/平心

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

039-6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林

源富編著 .-- 十七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11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30-8 (平裝) 普遍級  

少年事件處理法/旭律師編著; 科律

師增訂 .-- 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14-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文化行政類(本國文學概論)歷屆試

題精闢新解/吳姍姍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78-5 (PDF) 

普遍級  

日檢文法及單字大全爆銷熱賣套書: 

精裝本精修最新版新制日檢!絕對合

格 N1,N2,N3,N4,N5 必背文法大全+精

裝本精修重音版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N2,N3,N4,N5 必背單字大全/吉松

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小池直子, 

林太郎, 千田晴夫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山田社, 11111 .-- 冊 .-- ISBN 

978-986-246-730-5 (全套:精裝附光碟

片) NT$1128 普遍級  

日檢圖解比較文法及必背閱讀高分

合格暢銷套書: 精修關鍵句版新制對

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 N1+新制

日檢!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 N1/吉

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大山和

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111 .-- 

冊 .-- ISBN 978-986-246-729-9 (全套:

平裝附光碟片) NT$669 普遍級  

日檢聽力及單字高分合格暢銷套書: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聽力

N1+增訂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

單字 N1/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

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201 .-- 冊 .-- 

ISBN 978-986-246-734-3 (全套:平裝附

光碟片) NT$749 普遍級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謝

承達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11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28-7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過

94 狂/楊弘意, 林益瑋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11 .-- 2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64-431-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主題式法學緒論 讀本題庫二合一/陳

晟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10 .-- 7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95-6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司法特考. 112 版: 諮商輔導(含矯正

輔導)/彭博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63-5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司特: 國文二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66-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台電、中油、台水招考會計學概要/

王龍應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43-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台灣菸酒訪銷推廣歷屆試題四合一

精解全集/鼎文名師群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51-8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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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79-2 (PDF)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林翔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74-

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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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司法特考)/林翔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73-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民法.民訴第一試選擇題詳解/高點王

牌師資群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110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85-9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民法物權與不動產法規 /許文昌編

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7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99-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主題式申論題

庫全解. 112 版/陳曄, 周昉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5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77-2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犯罪學(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王

強, 宇寧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7-380-8 (PDF) 普遍級  

生活練習簿(教師用書). 2 下/康軒生

活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35-0 (平裝) 普遍

級  

生活練習簿. 2 下/康軒生活編輯小組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34-3 (平裝) 普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大提琴中級題

庫 教 材 (10~7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intermediate 

violincello grade 10~7/ .-- 高雄市 : 白

金漢國際文化, 11110 .-- 9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738-7-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大提琴初級題

庫 教 材 (15~11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elementary 

violincello grade 15~11/ .-- 高雄市 : 白

金漢國際文化, 11110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738-6-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大提琴高級與

專 業 級 題 庫 教 材 (6~1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advanced & proficiency violincello grade 

6~1/ .-- 高雄市 : 白金漢國際文化 ,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738-8-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小提琴中級題

庫 教 材 (10~7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intermediate violin 

grade 10~7/ .-- 高雄市 : 白金漢國際文

化, 11110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38-1-0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小提琴初級題

庫 教 材 (15~11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elementary violin 

grade 15~11/ .-- 高雄市 : 白金漢國際

文化,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38-0-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小提琴高級與

專 業 級 題 庫 教 材 (6~1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advanced & proficiency violin grade 

6~1/ .-- 高雄市 : 白金漢國際文化 ,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738-2-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中提琴中級題

庫 教 材 (10~7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intermediate viola 

grade 10~7/ .-- 高雄市 : 白金漢國際文

化, 11110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38-4-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中提琴初級題

庫 教 材 (15~11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elementary viola 

grade 15~11/ .-- 高雄市 : 白金漢國際

文化,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38-3-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中提琴高級與

專 業 級 題 庫 教 材 (6~1 級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advanced & proficiency viola grade 

6~1/ .-- 高雄市 : 白金漢國際文化 , 

111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738-5-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白金漢高等音樂檢定弦樂版檢定大

綱 = Buckingham supreme music 

assessment syllabus(strings)/ .-- 高雄市 : 

白金漢國際文化, 11110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38-9-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立法程序與技術/邱顯丞(葛律師)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12-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台電考

試用/王毅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57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85-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郵局考

試用/王毅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57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86-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鐵路特

考用/王毅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57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87-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企管通用詞庫一把罩 /畢斯尼斯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37-2 

(PDF) NT$380 普遍級  

全民英語檢定通: 2021 素養題型(題

本+解答). 初級/王祈堯總編輯 .-- 修

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10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21-7 (平裝) 普遍級  

刑法.刑訴第一試選擇題詳解/高點王

牌師資群編著 .-- 5 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110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82-8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刑法基礎篇解題書/旭律師, 科律師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15-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刑法總則/陳奕廷編著 .-- 十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88-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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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人事制度/李豪編著 .-- 2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8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92-5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多益零基礎指引: 解題技巧+模擬試

題(聽力&閱讀)/王祈堯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5-22-4 

(PDF) 普遍級  

好試桔. 自然(適康版). 4(國中二下)/

段清文, 李其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

教, 111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5-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好試桔. 自然(適翰版). 4(國中二下)/

段清文, 李其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

教, 111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6-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南版). 4(國中二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7-7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南版). 6(國中三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30-7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康版). 4(國中二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8-4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康版). 6(國中三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31-4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翰版). 4(國中二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29-1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好試桔. 數學(適翰版). 6(國中三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

文教, 111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132-1 (平裝) NT$190 普

遍級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宋定翔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10 .-- 5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454-3 (上冊:平裝) 

NT$55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江鈞編 .-- 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60-4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概要/趙芸編 .-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10 .-- 4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453-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憲法訴訟法/霖徊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10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89-5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自然科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4 下/楊

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40-4 (平裝) 

NT$95 普遍級  

自然科學練習簿. 4 下/楊宗榮, 張淵

菘, 林英杰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41-1 (平裝) NT$95

普遍級  

行政法(含概要)/簡亞淇編 .-- 十六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53-2 (PDF) 

NT$680 普遍級  

行政法(概要)小法典/廖震審訂 .-- 八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 4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23-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行政學(含概要)/太閣編 .-- 十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40-2 (PDF) NT$640

普遍級  

行政學(概要)申論題完全制霸/高凱

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93-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何嘉仁全民英檢系列. 初級: 字彙應

試 必 備 = GEPT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Elliot Essey, Keith Beckett, 

黃小芳, 卜秀芳, 陳昭玲, 田悅帨, 項

光裕, 葉瑀潔, 楊威庭, 彭銘儀作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11 .-- 3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9-15-

4 (平裝) 普遍級  

何嘉仁全民英檢系列. 初級: 聽力應

試技巧= GEPT building listening skills/

項光裕, 卜秀芳, Keith Beckett, 楊蕙如

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79-14-7 (平裝) 普遍級  

低年級作文好簡單/杜燕芬, 黃秋萍, 

劉芷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

文教, 111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92-6-7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A 版). 第四冊/

李偉綾, 楊智民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778-2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課堂講義習作(C 版). 

第二冊/林榆真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791-1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A

版). 第四冊/胡鈞淇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790-4 (平

裝) 普遍級  

技 術型 高中 英文 職場多益 TOEIC 

UP!(A 版). 第六冊/楊慧君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

789-8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第四冊/

卜勻濰, 王亭權, 王涵郁, 林梧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11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85-0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B 版英文 VIP

自 學 攻 略 . 2= 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李致瑩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10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850-7 (平裝) 普遍

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C 版). 第

二冊/王雪乃, 康恩寧, 黃瓊瑩, 賴懿貞, 

謝政倫, Ian Fletcher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1112 .-- 136 面; 2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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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57-19-3339-9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非選

手冊. 4= Sentence patterns & writing/陳

晉村, 李致瑩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20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872-9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

(A). 4/李語涵, 林麗英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201 .-- 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74-3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

(甲). 4/蘇華崇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867-5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 Light 數學 C4 教學

講義/蘇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騰文化, 11111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245-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英文(B 版). 

4/陳文隆, 林玉萍, 陳文和, 蘇莉雯, 戴

君 樺 , 黃 百 隆 , André Louw, Nick 

Kembel, Elena Yu 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龍騰文化, 11111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244-0 (平裝) 

NT$323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乙版). 四/烏

龍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 

111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0-36-1 (平裝) NT$75 普遍級  

抉對選擇: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解

題書)/郭羿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0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78-9 (平裝) NT$460 普遍級  

私醫英文解題制霸/李正凡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292-

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法律系轉學考: 民法總則歷屆試題

全解/柳宿一, 舒曼編 .-- 二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110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70-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法律系轉學考: 刑法總則歷屆試題全

解/雅各編著; 傑米修訂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80-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法律系轉學考: 憲法歷屆試題全解/

于歆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0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55-0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法學知識與英文快易通/鼎文名師群

編  .-- 十 四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46-4 (PDF) NT$720 普遍級  

物理(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2023: 重點

整理+精選考題/艾理, 林錦村作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71-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物理治療師精選題庫: 解剖生理學/

許志偉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1109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913-9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知識圖解綜覽監獄行刑法 1200 測

驗題庫. 112 版/何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50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62-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社區 Ready Go!(教師手冊)/林玉菁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10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75-0 (平裝) NT$100 普遍級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陳思緯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5-65-1 (PDF) 

NT$650 普遍級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重點整理+

模擬試題/蘇育群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81-5 (PDF) 

普遍級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測驗(金融科技

力):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于宜

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110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51-2 (平裝) 普遍級  

保安處分執行法/旭律師編著; 科律

師增訂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13-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

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83-60-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

義式評量. 4 下/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63-5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余惠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66-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6-8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7-5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52-9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53-6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

下/吳珍珠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

品出版社, 11201 .-- 15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83-57-4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建築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07/九華土

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九樺, 11110 .-- 2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108-6-3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政治學申論題庫: 20 組經典題型/劉

沛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11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93-2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架構式刑法(概要)申論題庫攻略. 112

版/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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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11110 .-- 6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76-5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架構式刑法概要測驗+申論答題一點

通. 112 版/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110 .-- 7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475-8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 財金

所). 2023(109~111 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翔, 張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34-1 (PDF)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1, 企研

所). 2023(109~111 年試題)/牧翰, 楊莉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22-8 (PDF)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3, 經濟

所). 2023(109~111 年試題)/王達昌, 牧

翰, 楊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23-5 (PDF)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統計學. 1, 

企研所、工管所(109~111 年試題)/李

昱, 林碩, 張翔, 張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5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427-3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統計學. 1, 

企研所、工管所(109~111 年試題)/李

昱, 林碩, 張翔, 張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428-0 (PDF)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統計學. 2, 

財金所(109~111 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翔, 張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45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27-426-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經濟學. 1, 

企研所(109~111 年試題)/牧翰, 楊莉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6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25-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23: 經濟學. 3, 

經濟所(109~111 年試題)/王達昌, 牧

翰, 楊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0 .-- 5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424-2 ( 平 裝 ) 

NT$640 普遍級  

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模王百分百. 

NO1/NSET 統測線上模擬考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42-0 (平裝) 普遍級  

科 大 四 技 化 工 群 模 王 百 分 百 . 

NO1/NSET 統測線上模擬考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53-6 (平裝) 普遍級  

科大四技外語群(英語類、日語類)

模王百分百. NO1/NSET 統測線上模

擬考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11 .-- 2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23-552-9 (平裝) 普遍

級  

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生活應用

類)模王百分百. NO1/NSET 統測線上

模擬考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5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模王百分百 . 

NO1/NSET 統測線上模擬考團隊編

著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46-8 (平裝) 普遍級  

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模王百分百. 

NO1/NSET 統測線上模擬考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5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科 大 四 技 設 計 群 模 王 百 分 百 . 

NO1/NSET 統測線上模擬考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54-3 (平裝) 普遍級  

科 大 四 技 農 業 群 模 王 百 分 百 . 

NO1/NSET 統測線上模擬考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56-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科 大 四 技 機 械 群 模 王 百 分 百 . 

NO1/NSET 統測線上模擬考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40-6 (平裝) 普遍級  

英文(鐵路)/亦莎編著 .-- 二十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0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21-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英 語 閱 讀 素 養 GoGoGo( 適 南 版 ). 

2/Bella Wu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3-639-7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英 語 閱 讀 素 養 GoGoGo( 適 康 版 ). 

2/Sheila Hu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3-638-0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英語閱讀素 養 GOGOGO(適翰版 ). 

2/Hugh Chen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3-640-3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

(衍生性金融商品概論與實務): 試試

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鍾任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0 .-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49-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風險管理制

度與實務):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

析/李至平編著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45-1 (平裝) 普遍級  

食品化學(含食品加工)/易牙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52-5 (PDF) 

NT$280 普遍級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中高級

應 考 指 南 各 族 通 用 版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臺北市 : 

原語會, 111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8-14-2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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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82-2 (PDF) 

普遍級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蕭新裕, 吳美

惠, 李宛芸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1 .-- 313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53-4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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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鬥!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共人力資源

管理!/良文育成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1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40-0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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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83-9 (PDF) 普遍級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廖震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29-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租稅各論/施敏編著 .-- 24 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7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294-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素養神隊友: 生活中的素養.理化/詹

志偉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11 .-- 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41-0 (平裝) NT$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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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21-1 (PDF) NT$42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數學素養題本-精進

數學/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29-7 (PDF) NT$34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

數學. 三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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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7-430-3 (PDF) NT$320 普遍

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

數學. 三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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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431-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

數學. 五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35-8 (PDF)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

數學. 五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1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438-9 ( 平 裝 ) 

NT$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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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19-8 (PDF)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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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20-4 (PDF) 普遍級  

財政學主題式申論題庫精準解題 . 

112 版/鄭漢, 鄭翰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54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59-

8 (平裝) NT$630 普遍級  

財產法. I, 契約法/李淑明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11-

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財稅法爭點解讀/森律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03-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 .選修化學.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陳建勳, 陳文

博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78-1 (平裝) 普遍級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 .選修物理. II, 

力學二與熱學/黃君平修訂 .-- 初版 .-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20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75-0 (平裝) 

普遍級  

高中無敵講義. 選修數學乙. 下/葉子

榕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65-1 (平裝) 普遍級  

高中數學乙 iFun 學課堂講義. 下冊/

于思寧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48-0 (平裝) 普遍級  

高中數學全真模擬試題. 1~4 冊/高秋

生, 林興慶, 陳泰吉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10 .-- 3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48-15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高年級作文有內涵/杜燕芬, 黃秋萍, 

劉芷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

文教, 111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92-8-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高普招考財政學(含概要)/平心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45-

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高普特考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112

版/古正信, 鄭至焜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7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83-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點圖解式法典: 公司法/邱律師編

著 .-- 1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10-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高點圖解式法典: 行政法/朱律師編

著 .-- 1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6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05-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高點圖解式法典: 證券交易法/邱律

師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09-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健康與護理重點考題精闢 /朱群蒂 , 

朱英編著 .-- 四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11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612-5-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商事法第一試選擇題詳解/高點王牌

師資群編著 .-- 4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283-5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商業會計法/王昊軒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17-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商業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王志成

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84-6 (PDF) 普遍級  

商業概論考前衝刺. 大數據題庫篇/

葉伊修編著 .-- 4 版 .-- 新北市 : 東岱

圖書, 11111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42-3-2 (平裝) NT$172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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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生活課堂練習(教師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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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860-6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4

下/自然科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56-9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 4 下/自然科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1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55-2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教師

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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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51-4 (平裝) 普遍級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教師用). 4 下/社

會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57-6 (平裝) 

普遍級  

國小英語 Hello!Kids 電子書(學生版). 

10/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83-4 (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國小英語 Wonder World 電子書(學生

版). 2/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678-0 (光碟片) NT$300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2 下/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79-8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3 下/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63-7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教師檢定通關寶典套書. 2023/舒

淮, 舒暢, 艾育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03-4 (全套:精裝) 

NT$1680 普遍級  

國小教師檢定數學科套書. 2023/舒淮, 

杜雅棋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37-402-7 (全套 :平裝 ) NT$1605

普遍級  

國小數學全攻略. 4 下/許世宏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3-103-3 (平

裝) NT$120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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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868-2 (平裝) 

普遍級  

國中英語隨課練. 4(2 下)/俞振舟編

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12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47-3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國中數學隨課練. 4(2 下)/數學科編輯

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48-0 (平裝) NT$110 普

遍級  

國文 (作文 )國考必勝祕笈 /尹宸編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11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08-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國文(作文與測驗)/李杰編 .-- 十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54-9 (PDF) 

NT$580 普遍級  

國文(警察)/晁瑋編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0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18-8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國文(鐵路)/晁瑋編著 .-- 二十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0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20-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國文二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0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65-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國文測驗題綜覽/謝金美編著 .-- 第八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61-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國 民 小 學 英 語 Dino on the 

go!(workbook). 9/方淑鳳, 張于玲, 許

能羨, 楊勝惠, 劉菊如, 賴玉倩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880-4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活動紀錄簿. 第四冊(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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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82-8 (平裝) NT$96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B. 2

下(第四冊)/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如, 梁

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

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02-

2 (平裝) NT$84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C. 1

下(第二冊)/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如, 梁

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

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 .-- 再

版二刷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01-5 (平裝) NT$68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課本 . 第四冊 (2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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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81-1 (平裝) NT$236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習作. 第

二冊(1 下)/莊蕙鴻, 王詩文, 高薏亭, 

陳婉玲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673-5 (平裝) NT$38 普遍

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習作. 第

六冊(3 下)/馮嘉玉, 林星志, 郭芃彣, 

楊淑苓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677-3 (平裝) NT$27 普遍

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習作. 第

四冊(2 下)/邱寵萱, 劉芸函, 馮嘉玉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12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676-6 (平裝) NT$43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體育)習作. 第

二冊(1 下)/王鶴森, 陳厚諭, 李亦芳, 

黃正杰, 黃智勇, 陳逸民, 謝芳怡, 邱

得全, 蕭玉琴, 李欣靜, 楊裕隆編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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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74-2 (平裝) NT$26 普遍級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 2/阮玉如, 翁瑞鴻, 許湘羚, 馮勝雄,

謝宜均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

企業, 11201 .-- 1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75-88-9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備課用書. 2/阮玉如, 翁瑞鴻, 許湘

羚, 馮勝雄, 謝宜均編撰 .-- 初版 .-- 臺

南市 : 真平企業, 11201 .-- 2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6075-89-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國民營考試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112

版/古正信, 鄭至焜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7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84-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國民營電子學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 

112 版/鄭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11 .-- 6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91-8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國考三.四等: 5000 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 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0 .-

- 85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58-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國營事業(會計學概要)/王龍應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55-6 (PDF) 

NT$56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汽車學概論 /南懷仁

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

058-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基本電學(電工原理)/

程林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110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50-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電力系統/張耀輝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59-

4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電機機械(電工機械)/

陳昭男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5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60-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基本電學. 2023: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 陳 澤 作  .-- 新 北 市  : 宏 典 文 化 , 

1111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72-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

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83-61-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

義式評量. 4 下/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64-2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余惠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67-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8-2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9-9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54-3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55-0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

下/吳珍珠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

品出版社, 11201 .-- 15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83-58-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康版 i 學習. 公民(教師用). 2/ .-- 初

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397-

0 (平裝) NT$155 普遍級  

康版 i 學習. 公民. 2/ .-- 初版 .-- 臺南

市 : 鼎甲文教, 11112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9-398-7 (平裝) 

NT$155 普遍級  

從算術到代數之路: 讓 x 噴出,大放光

明/蔡聰明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07-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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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85-3 (PDF) 普遍級  

教甄考試. 112 版: 諮商輔導(含矯正

輔導)/彭博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464-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理財工

具、理財規劃實務): 試試通歷屆試

題分類解析/鍾任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0 .-- 2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48-2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郭如意編著 .-- 26 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81-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

考架構、解題技巧)/何昀峯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16-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產科護理學/丁玥編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306-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票據法一本通/鍾律師(玲力)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04-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法

規)/程譯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65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72-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這是一本各國人事制度解題書/James, 

良文育成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

享數位文化, 11111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342-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普通化學試題解鎖/梁傑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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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 ISBN 978-626-334-295-8 (上冊:

平裝) NT$520 .-- ISBN 978-626-334-

296-5 (下冊:平裝) NT$520 普遍級  

普通生物學. 3, 演化與生命多樣性/

黃彪著 .-- 第三版 .-- 臺南市 : 高元進

階智庫, 11110 .-- 5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81-6-5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

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2/孔志明, 吳

龍安, 張寶明, 蔡惠名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10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75-87-2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文法句型 A++. 第四

冊/李永成, 梁亦屏, 楊曜璘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98-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 A++. 第四

冊/李永成, 洪珮菱, 楊曜璘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7-800-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篇章寫作 1+1. 第四

冊/張琇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12 .-- 1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92-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數學 A 學習講義. 第四冊

/林國華, 高天德, 董維新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

799-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公民與社會. 第

二冊/漢娜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12 .-- 1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97-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第二冊/

林安英, 彰文, 顏造芳, 孔令竹, 許恩

亞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12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1-6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探究活動手冊. 

V/林威志, 陳映辛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796-6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V/化宇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87-4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學習講義. V/陳

文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795-9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手冊. 

IV/楊尚達, 賴廷倫, 陳思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

794-2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習作. IV/三民

生物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788-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學習講義. IV/

李貞苡, 吳子耆, 孫允中, 石采艷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07-793-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探究活動手冊. 

V/陳智勝, 黃信雄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4-7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習作. V/陳智勝, 

黃信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3-0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學習講義. V/韋

裕霖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2-3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 II, 物質構造

與反應速率/吳秋月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64-4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 IV/

于宏燦, 廖培鈞, 楊尚達, 賴廷倫, 陳

思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56-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 V/高文芳, 

張明哲, 陳智勝, 黃信雄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7555-4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全民

國防教育. 下冊/潘世輝, 鄭榕虎, 林培

均編著; 曹志翔主編 .-- 再版 .-- 新北

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1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751-0-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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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86-0 (PDF) 

普遍級  

稅務法規/施敏編著 .-- 21 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8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284-2 (平裝) 

NT$720 普遍級  

稅務法規精修 (含稅務相關法規概

要)/呂紹堃編授 .-- 初版 .-- 嘉義市 : 

東海國際電腦資訊, 111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93-1-4 (上

冊:平裝) NT$600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质数分

类与猜想/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64-

4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顶点布

局的亮点/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61-

3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图形侦

探/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0 .-- 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7-63-7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分装平

分不一样/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9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57-

6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巧思巧

解/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9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7-53-8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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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立体装

嵌/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9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7-55-2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建构模

型找规律/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60-

6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宴客的

心思/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56-9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挪移的

旋律/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59-0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神奇的

魔幻骰子/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0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65-

1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就是一

個巧/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62-0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揭开骰

子的面纱/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09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54-

5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游乐园

的难题/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

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0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58-3 (平

裝) 普遍級  

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教師用). 4/

吳錫鴻, 步綻青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11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61-3 (平裝) 普遍

級  

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 . 4/吳錫鴻 , 

步綻青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62-0 (平裝) 普遍級  

進會考: 數學(翰版). 國中一下/立秋

編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奇 鼎 ,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77-0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雅思寫作聖經: 模擬試題(英式發音)/

韋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63-2-5 (PDF) 普遍級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套書. 2023/徐弘

縉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37-400-3 (全套:平裝) NT$1330 普遍

級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歷年考題大觀/

徐弘縉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7-387-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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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99-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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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88-4 (PDF) 普遍級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套書. 2023/徐

弘縉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37-401-0 (全套 :平裝 ) NT$1255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C 決戰統測 45

回/施賢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10 .-- 28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23-543-7 (平裝) 普遍

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餐飲服務技

術決戰統測 30 回/吳碧仙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0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3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學習, 1111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1-

476-0 (第 15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自然科

學學習自修. 4 下/陳淑苾, 羅以靖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201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42-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自然科

學學習評量. 4 下/彭文萱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37-

4 (平裝) NT$21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社會學

習自修. 4 下/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1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755-

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社會學

習評量. 4 下/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56-

5 (平裝) NT$21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國語學

習自修. 4 下/鄒敦怜, 林麗麗, 王美玲, 

游慧玲, 劉毓婷, 賴瑩蒨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746-

6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國語學

習評量. 4 下/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20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63-3 (平裝)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麻

辣講義. 4 下/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33-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學

習自修. 4 下/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31-2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學

習評量. 4 下/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32-9 (平裝) NT$21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百試達. 4(2

下)/楊介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09-1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 

4(2 下)/陳亞卉, 黃莉雯, 方雩, 方毓秀

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12-1 (平裝) NT$1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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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學習講義 . 

4(2 下)/柯怡禎, 吳青毅編著 .-- 再版 .-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06-0 (平

裝) NT$195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地理百試達. 4(2 下)/陳啟

仁, 陳真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1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07-7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 4(2 下)/

陳冠臻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12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10-7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新挑戰國中地理學習講義. 4(2 下)/楊

婕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04-6 (平裝) NT$195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百試達. 4(2 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20-6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麻辣講義. 4(2

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19-0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 . 

4(2 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21-

3 (平裝) NT$27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自修. 4(2

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17-6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講義. 4(2

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18-3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社會學習自修. 4(2 下)/郭

毅, 陳怡靜, 明梅, 陳頴瑩, 木宣, 韓均

君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03-9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百試達. 4(2 下)/吳宜

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699-5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4(2 下)/俞

振舟, 吳宜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695-7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4(2 下)/

李德彰,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97-

1 (平裝) NT$27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自修. 4(2 下)/陳

傳興, 林宛瑩, 王秋萍, 朱淑芬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

698-8 (平裝附光碟片)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講義. 4(2 下)/林

意苹, 吳宜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0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696-4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四冊

(2 下)= Listening test/彭若寧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00-

8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國文百試達. 4(2 下)/高子

翱, 陳榮德, 歐子晴, 盧盈君, 唐健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680-3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國文新命題焦點. 4(2 下)/

黃大松, 吳美珠, 郭鈞貽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82-

7 (平裝) NT$27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自修. 4(2 下)/陳

盈宏, 高子翱, 王韻澄, 鍾瑗, 華子歆

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3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679-7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講義. 4(2 下)/莊

安安, 吳美珠, 顏婉玲, 高子翱, 華子

歆, 王韻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3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681-0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百試達. 4(2 下)/數學

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1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690-2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麻辣講義. 4(2 下)/蕭

偉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692-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 4(2 下)/

馮梵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93-3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自修. 4(2 下)/楊

國政, 溫慧心, 郭穎麗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689-6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講義. 4(2 下)/林

信宏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12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691-9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新挑戰國中歷史百試達. 4(2 下)/康妮

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08-4 (平裝) NT$15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 4(2 下)/

江芸萱, 蔣昕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711-4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歷史學習講義. 4(2 下)/江

芸萱, 徐煜翔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11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705-3 ( 平 裝 ) 

NT$195 普遍級  

新挑戰國民小學生活學習評量. 2 下/

丁思與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201 .-- 1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26-736-7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新挑戰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自修. 2 下/

鄒敦怜, 張慈麟, 王美玲, 劉毓婷, 林

麗麗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201 .-- 2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745-9 (平裝) NT$49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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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挑戰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評量. 2 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64-0 (平裝) 

普遍級  

新挑戰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自修. 2 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20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44-2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評量. 2 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邊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43-5 (平裝) 

NT$210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教師用). 

4/方嘉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58-3 (平裝)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 4/方嘉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59-0 (平裝)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4/陳

怡靜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53-8 (平裝)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4/陳怡靜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854-5 (平裝) 普遍級  

會考作文滿級分/張耀仁, 林玫伶作 .-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1111 .-

- 冊 .-- ISBN 978-957-751-917-7 (全套:

平裝) NT$640 普遍級  

會計速可達/黃仁乙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啟芳,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616-1-9 ( 上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626-96616-2-6 (下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會計學(歷年試題+模擬考)/陳智音編

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89-1 (PDF) 普遍級  

會計學完全攻略/梁若涵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90-7 

(PDF) 普遍級  

業務類: 運輸營業. 企業管理大意 X

鐵路運輸學大意-大進擊/王毅, 林敏

玄編著 .-- 6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11 .-- 44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96-3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照護日本語 会話で学ぼう!/戶田菊

子, 陳月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豪

風, 11110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21-7-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經濟學完全攻略/王志成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91-4 

(PDF) 普遍級  

經濟學歷屆試題詳解 . I/高勝銘編

著 .-- 2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89-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經濟學歷屆試題詳解 . II/高勝銘編

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90-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資訊系統概論: 理論與實務/方文昌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02-5 

(PDF) 普遍級  

*資源教室寶貝熊版國語文教材. 一

年級/翁書敏總編輯 .-- 花蓮縣 : 花縣

府,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429-

78-2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電腦常識(中油招考專用). 2022: 速成

重點 經典試題/周宇作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74-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電機常識中油招考專用. 2022: 重點

整理 精選考題/陳學作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75-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圖解社會工作研究法/陳思緯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39-4 (PDF) 

NT$490 普遍級  

圖解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陳思緯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95-0 

(PDF) NT$480 普遍級  

臺灣菸酒招考台灣菸酒訪銷推廣歷

屆試題四合一精解全集/鼎文名師群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

04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臺灣菸酒招考食品化學 (含食品加

工)/易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44-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專業能力

測驗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法

規):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鍾任

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110 .-- 5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47-5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審計學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研究中心

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281-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2 下/康軒數

學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26-8 (平裝) 普遍

級  

數學練習簿. 2 下/康軒數學編輯小組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25-1 (平裝) 普遍級  

練吧!那些年考過的題目: 刑事訴訟

法概要/莫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11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341-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課程與教學/羅正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3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82-6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 1 年級/陳建志

編著 .-- 第 3 版 .-- 臺南市 : 光田,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09-9 (平裝) NT$185 普遍級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 2 年級/陳建志

編著 .-- 第 3 版 .-- 臺南市 : 光田,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10-5 (平裝) NT$185 普遍級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 3 年級/陳建志

編著 .-- 第 3 版 .-- 臺南市 : 光田,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11-2 (平裝) NT$185 普遍級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 4 年級/陳建志

編著 .-- 第 3 版 .-- 臺南市 : 光田, 



125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12-9 (平裝) NT$185 普遍級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 5 年級/陳建志

編著 .-- 第 3 版 .-- 臺南市 : 光田,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13-6 (平裝) NT$185 普遍級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 6 年級/陳建志

編著 .-- 第 3 版 .-- 臺南市 : 光田,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14-3 (平裝) NT$185 普遍級  

學測地理嘿皮書(精通版)/薛芳, 周揚

慧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201 .-- 冊 .-- ISBN 978-986-448-152-

1 (上冊:平裝) NT$520 .-- ISBN 978-

986-448-153-8 (下冊:平裝) NT$450 普

遍級  

導遊、領隊人員考試導遊領隊實務. 

一/王羿婷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0 .-- 6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47-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導遊領隊英文/郭靖編 .-- 八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1 .-- 53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50-057-0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導遊領隊專業科目題庫 /葉島國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0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19-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導遊領隊觀光資源概要/郭子儀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56-

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憲法/趙雍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三

民輔考資訊, 11111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94-27-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憲法.行政法第一試選擇題詳解/高點

王牌師資群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0 .-- 4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4-287-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高普

考版)/劉沛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59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494-9 (平裝) 

NT$6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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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392-1 (PDF) 

普遍級  

機械力學完全攻略/黃蓉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93-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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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94-5 (PDF) 普遍級  

機械製造(歷年試題+模擬考)/盧彥富

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395-2 (PDF)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

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83-59-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

義式評量. 4 下/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62-8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余惠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65-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4-4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5-1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下/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50-5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下/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51-2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

下/吳珍珠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

品出版社, 11201 .-- 15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83-56-7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選修化學習作.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

率 /洪煌生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86-6 (平裝) 普遍級  

選修化學習作.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

二 /洪煌生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1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87-3 (平裝) 普遍級  

選修化學學習講義. II, 物質構造與反

應速率/夏書桓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79-8 (平裝) 普遍級  

選修化學學習講義. IV, 化學反應與

平衡二/彭愷恩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80-4 (平裝) 普遍級  

選修物理習作. II, 力學二與熱學/鍾

怡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83-

5 (平裝) 普遍級  

選修物理習作. IV, 電磁現象一/蘇秉

修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184-

2 (平裝) 普遍級  

選修物理習作.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現象/蘇秉修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85-9 (平裝) 普遍級  

選修物理學習講義. II, 力學二與熱學

/郭勁, 陳昱統, 吳明德, 湯烈漢編著; 

許翠珍, 劉榮吉編修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76-7 (平裝) 普遍級  

選修物理學習講義. V, 電磁現象二與

量子現象/湯烈漢編著 .-- 臺南市 : 南

一, 11111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78-1 (平裝) 普遍級  

選修物學習講義. IV, 電磁現象一/湯

烈漢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

177-4 (平裝) 普遍級  

題型破解: 民事訴訟法 Plus/吉米編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1111 .-- 6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80-8 (平裝) NT$8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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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破解票據法/吾猛龍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10 .-- 3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86-

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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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96-9 (PDF) 普遍級  

關鍵同學彙. 地理(適康版). 2/楊芸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12 .-- 

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233-

634-2 (平裝) NT$160 普遍級  

關鍵同學彙. 地理(適翰版). 2/柯湘芸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金 安 , 

11112 .-- 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36-6 (平裝) NT$160 普遍級  

關鍵同學彙. 歷史(適康版). 2/言覺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12 .-- 

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233-

635-9 (平裝) NT$160 普遍級  

關鍵同學彙. 歷史(適翰版). 2/妍喜樂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金 安 , 

11112 .-- 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37-3 (平裝) NT$160 普遍級  

警特: 國文二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67-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警特: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韋伯編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69-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警專物理: 滿分這樣讀/曾禹童編著 .-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397-6 (PDF) 普遍級  

警察法規小法典/黃品喆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 4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24-9 (平裝) NT$490 普遍級  

警察法規概要/黃品喆編著 .-- 六版 .-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

25-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贏戰分科測驗歷屆試題. 公民與社會. 

106-111/廖翠雰, 劉怡婷, 全國模考命

題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66-8 (平裝) 普遍級  

贏 戰 分 科 測驗 歷 屆試 題 . 數 學 甲 . 

106~111/各校名師聯合編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71-2 (平裝) 

普遍級  

贏 戰 分 科 測 驗 歷 屆 試 題 . 歷 史 . 

106~111/北中南各校名師解題; 全國

模考命題團隊模考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73-6 (平裝) 普遍

級  

贏戰考前 30 天. 自然/蔡醇龍, 陳揚, 

林千裕編著; 謝山清修訂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69-9 (平裝) 

普遍級  

贏戰考前 30 天. 自然(教師用)/蔡醇龍, 

陳揚, 林千裕編著; 謝山清修訂 .-- 再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870-5 (平

裝) 普遍級  

贏戰考前 30 天. 國文/吳兆斌, 周雅心, 

鍾褑, 黃詩婷, 盧存億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76-7 (平裝) 

普遍級  

贏戰考前 30 天. 國文(教師用)/吳兆斌, 

周雅心, 鍾褑, 黃詩婷, 盧存億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877-

4 (平裝) 普遍級  

攜帶本日本語文法句型及 10000 單

字辭典百發百中套書: 攜帶本精修關

鍵字版日本語文法.句型辭典 N1、

N2、N3、N4、N5 文法辭典+攜帶本

精修版日本語 10000 字辭典 N1、N2、

N3、N4、N5 單字辭典/吉松由美, 田

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小池直

子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201 .-- 冊 .-- ISBN 978-986-246-735-

0 ( 全 套 : 平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909 普遍級  

護理行政/游麗娥編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307-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護理師先鋒: 內外科護理學/晨棠著 .-

- 三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10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12-2-

0 (平裝) NT$570 普遍級  

護理師先鋒: 病理學/趙俊彥著 .-- 十

二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11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12-4-

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護理師先鋒: 基本護理學/晨棠著 .-- 

三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10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12-3-

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護理師先鋒: 精神科護理學/李昊庭

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11 .-- 

25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12-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鐵路佐級鐵路工程與養護作業大意: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昊峪編著 .-- 第

十三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1 .-

- 7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70-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鐵路法(大意)/劉奇編著 .-- 第十五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488-8 (平裝) NT$620 普遍級  

鐵路法概要(大意)/程全編著 .-- 十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26-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鐵路運輸學概要/大意/程全作 .-- 七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30-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韋伯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0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68-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含台灣史地、

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人員)/陳

書翊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398-3 (PDF) 普遍級  

兒童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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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37-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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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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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40-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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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38-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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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若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39-0 (PDF) 普遍級  

(寶貝晚安故事繪本)睡前一百個親

親/麥克.凡賀東(Mack van Gageldonk)

圖.文; 蕭郁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52-9 (PDF) 普遍級  

(寶貝晚安故事繪本)睡前一百個親

親/麥克.凡賀東(Mack van Gageldonk)

圖.文; 蕭郁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53-6 (EPUB) 普遍級  

(寶貝晚安故事繪本)睡前一百個親

親= 100 kusjes voor het slapengaan/麥

克.凡賀東(Mack van Gageldonk)圖.文; 

蕭郁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2 .-- 66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626-349-059-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寶貝晚安故事繪本)餵你吃一口/麥

克.凡賀東(Mack van Gageldonk)圖.文; 

蕭郁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54-3 (PDF) 普遍級  

(寶貝晚安故事繪本)餵你吃一口/麥

克.凡賀東(Mack van Gageldonk)圖.文; 

蕭郁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55-0 (EPUB) 普遍級  

(寶貝晚安故事繪本 )餵你吃一口= 

Eenhapjevoorjou/ 麥 克 . 凡 賀 東 (Mack 

van Gageldonk)圖.文; 蕭郁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66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626-349-

060-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宝宝好习惯故事: 我爱干净/龚勋编

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2 .-

- 48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61-87-0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宝宝好习惯故事: 我不挑食/龚勋编

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2 .-

- 48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61-88-7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宝宝好习惯故事: 我有礼貌/龚勋编

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2 .-

- 48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61-86-3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宝宝好习惯故事: 我自己来/龚勋编

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12 .-

- 48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61-89-4 (平裝) NT$120 普遍級  

A bad man/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ID 

Art Studio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16 面; 20X21 公分 .-

- ISBN 978-957-506-264-4 (平裝) 普遍

級  

Birds/text by Ruth A. Musgrave .-- 新北

市 : 凱婕, 11111 .-- 24 面; 17X17 公

分 .-- ISBN 978-626-95871-6-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Busy bees/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Jin-

Ang Kuo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16 面; 20X21 公分 .-

- ISBN 978-957-506-262-0 (平裝) 普遍

級  

DD Man 系列繪本. 二: Feeling/丹尼媽

咪, 丹尼圖.文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鴻祈廣告事業, 11110 .-- 7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8846-1-7 (精裝) 

NT$399 普遍級  

DiDi 萬聖節= DiDi Halloween/姚詠中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廣智文化 , 

11111 .-- 1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99200-1-8 (精裝) NT$190 普

遍級  

DiDi 聖誕節= DiDi Christmas/姚詠中

作; 侑希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廣智

文化, 11111 .-- 1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99200-3-2 ( 精 裝 ) 

NT$190 普遍級  

DiDi 過生日= DiDi happy birthday/姚

詠中作; 侑希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廣智文化, 11111 .-- 18 面; 15X15 公

分 .-- ISBN 978-986-99200-2-5 (精裝) 

NT$190 普遍級  

DiDi 過新年= DiDi Chinese New Year/

姚詠中作; 侑希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廣智文化, 11111 .-- 18 面; 15X15 公

分 .-- ISBN 978-986-99200-4-9 (精裝) 

NT$190 普遍級  

Friendship/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Mido Li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16 面; 20X21 公分 .-

- ISBN 978-957-506-263-7 (平裝) 普遍

級  

Go for English: beautiful city= 全國兒

童美語: 美麗的城市/全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1201 .-- 55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299-3-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25 普遍級  

Go for English: into nature= 全國兒童

美語: 走向大自然/全國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1112 .-- 55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299-2-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25 普遍級  

I like. book 12/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11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685-1-9 (平裝) 普遍級  

I like. book 8/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11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685-0-2 (平裝) 普遍級  

Jane Foster's dress up(talkingpen 

version)/Jane Foster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1112 .-- 1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74-623-3 (精裝) NT$390 普

遍級  

Jane Foster's let's play(talkingpen 

version)/Jane Foster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1112 .-- 1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74-622-6 (精裝) NT$390 普

遍級  

Livekids story series. level 3= 小學生必

讀英語故事繪本. 3/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second edition .-- 臺北

市 : 希伯崙公司 , 11111 .-- 10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686-

8 (平裝) NT$499 普遍級  

maljialjian a qaciljay 神奇的黑石/gesi 

giling 文; tjaiwan giling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吹風工作室, 11111 .-- 3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01-0-

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MAZAKAZAKAU 頭目的神奇寶貝/

洪巧珍, 黃溫庭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

東縣古華國小, 11110 .-- 32 面;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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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117-82-8 (精裝) 

普遍級  

Mini Tour: 前進微小機場 /王劍作 ; 

Yiffy 繪; 廖佳儀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 11111 .-- 14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69-5 (精裝) 

NT$399 普遍級  

Mini Tour: 前進微小醫院/鄭玉涵作; 

陳林繪; 廖佳儀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 11111 .-- 14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70-1 (精裝) 

NT$399 普遍級  

Mobile grocery truck/written by Lin Yu 

fen; illustrated by Tsao I chu .-- 雲林縣 :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111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02-1-4 (精

裝) NT$400 普遍級  

My family/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Adou Huang .-- second edition .-- 臺北

市 : 凱撒琳, 11111 .-- 16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57-506-258-3 (平裝) 

普遍級  

Ocean/text by Ruth A. Musgrave .-- 新

北市 : 凱婕, 11111 .-- 24 面; 17X17 公

分 .-- ISBN 978-626-95871-5-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Reading house. level 1: the enormous 

turnip/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Marco 

Marcoccia; illustrated by Mattia Cerato .-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敦 煌 , 

11111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606-998-7 (精裝) NT$180 .-- ISBN 

978-957-606-999-4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80 普遍級  

Reading house. level 2: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illustrated by 

Beatrice Costamagna .-- second edition .-

- 臺北市 : 敦煌, 11111 .-- 4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7231-00-5 (精裝) 

NT$180 .-- ISBN 978-626-7231-01-2 (精

裝附光碟片) NT$380 普遍級  

Slow Jeff/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Yu-

Hua We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16 面; 20X21 公分 .-

- ISBN 978-957-506-260-6 (平裝) 普遍

級  

Sniffy girl/written by Melody Chang; 

illustrated by Doorplus .-- 臺北市 : 希伯

崙公司, 11110 .-- 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1-695-0 (平裝) 普遍

級  

Space/text by Ruth A. Musgrave .-- 新北

市 : 凱婕, 11111 .-- 24 面; 17X17 公

分 .-- ISBN 978-626-95871-4-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Steam reader: Aladdin and the magic 

lamp/top apps of the week/hot dogs/a 

healthy weight/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10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4-001-9 (平裝) NT$335 普

遍級  

Steam reader: games are great/ brown 

poop/Helen Keller/cyberbullying/ .-- 高

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4-002-6 (平裝) 

NT$335 普遍級  

Steam reader: my best friend/in the 

garden/free corn dogs/Sally's journal/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9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4-000-2 (平

裝) NT$335 普遍級  

The adventures of little Mozart and 

Nannerl/by Matthew Koumis; 

illustrations by Ioustini 

Giannakopoulou .-- 臺北市 : 河流音樂

圖書, 11111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472-1-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The hungry elephant/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Adou Huang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11 .-- 1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506-

259-0 (平裝) 普遍級  

Things that go/text by Ruth A. 

Musgrave .-- 新北市 : 凱婕, 11111 .-- 

2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626-

95871-3-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Where is Lulu?/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ID Art Studio .-- second edition .-- 臺北

市 : 凱撒琳, 11111 .-- 16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57-506-261-3 (平裝) 

普遍級  

Wild animal sounds/text by Ruth A. 

Musgrave .-- 新北市 : 凱婕, 11111 .-- 

2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626-

95871-2-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ㄏㄡㄏㄡ猴平相處吧 /陳紀菁圖 .

文 .-- 南投縣 : 投縣環保局, 11110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1-

20-0 (平裝) 普遍級  

一定要穿褲子嗎?/Jacob Grant 作; 謝

靜雯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8-01-2 

(EPUB) 普遍級  

一定要穿褲子嗎?/Jacob Grant 作; 謝

靜雯翻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8-02-9 

(PDF) 普遍級  

大力士亞里/許慧貞文; 陳珮瑋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1110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291-259-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大巨人普普的冒險/周姚萍文; 王書

曼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921-1 (PDF) 普遍級  

大巨人普普的冒險/周姚萍文; 王書

曼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922-8 (EPUB) 普遍級  

大自然好朋友/林敏雲文; 邱千容圖 .-

- 臺北市 : 學而文化, 11110 .-- 24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1245-8-

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小小領袖國王系列合輯/陶綺彤故事; 

Faye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

化, 11111 .-- 冊 .-- ISBN 978-986-5556-

48-8 (全套:精裝) NT$1280 普遍級  

小手按按有聲書: 交響樂/風車編輯

群作; Julia Seal 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

書, 11112 .-- 12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223-766-3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小手按按有聲書: 歡樂舞曲/風車編

輯群作; Julia Seal 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12 .-- 12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223-765-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小耳朵: 夢想十三號/小石強納森,湯

婷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

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66-9-2 (PDF) 普遍級  

小西嬉遊記/邱玉香文; 徐韻芮, 張芯

慈, 徐運葳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西勢

國小, 11110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75-0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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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巫婆/奧飛.普思樂(Otfried Preußler)

文; 溫妮.格巴特(Winnie Gebhardt)圖; 

鄭如晴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7-95-2 (EPUB) 普遍級  

小金魚逃走了/五味太郎文.圖; 信誼

基金出版社編輯部譯 .-- 四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1112 .-- 28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161-708-4 (精裝) 

NT$220 普遍級  

小紅與小綠: 採蔘人傳奇/海德薇著 .-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49-5-8 (EPUB) 

NT$210 普遍級  

小 矮 人 ( 復刻 全 集 )/威爾 .海根 (Wil 

Huygen) 作 ; 瑞安 .普 特伍 里葉 (Rien 

Poortvliet)繪; 潘人木, 林良, 馬景賢, 

曹俊彥編譯; 韓書妍譯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66-5 (EPUB) 普遍級  

小熊維尼= Winnie-the-Pooh/艾倫 .亞

歷山大.米恩(A. A. Milne)著; 張艾茜

譯; 王冠蓉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約 19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08-7 (線上有聲書

(MP3)) NT$360 普遍級  

小熊維尼與老灰驢的家= The house at 

Pooh corner/艾倫.亞歷山大.米恩(A. A. 

Milne)著; 張艾茜譯; 王冠蓉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約 1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09-4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小學生的科技奧祕大發現/強.理查茲

(Jon Richards) 作 ; 艾 德 . 辛 金 斯 (Ed 

Simkins)繪;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79-6 (EPUB) 普遍

級  

小學生的科技奧祕大發現/強.理查茲

(Jon Richards) 作 ; 艾 德 . 辛 金 斯 (Ed 

Simkins)繪;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80-2 (PDF) 普遍級  

小 學 生 的 科 技 奧 祕 大 發 現 = 

Infographic: how it works: today's 

technology/強.理查茲(Jon Richards)作; 

艾德.辛金斯(Ed Simkins)繪; 聞翊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1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9-070-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小學生的機械運作大發現/強.理查茲

(Jon Richards) 作 ; 艾 德 . 辛 金 斯 (Ed 

Simkins)繪;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81-9 (PDF) 普遍級  

小學生的機械運作大發現/強.理查茲

(Jon Richards) 作 ; 艾 德 . 辛 金 斯 (Ed 

Simkins)繪;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82-6 (EPUB) 普遍

級  

小 學 生 的 機 械 運 作 大 發 現 = 

Infographic: how it works: machines and 

motors/強.理查茲(Jon Richards)作; 艾

德.辛金斯(Ed Simkins)繪; 聞翊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9-

069-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小學生高效學習原子習慣(兒童實踐

有聲版)/趙胤丞作; 許傑輝, 趙胤丞

講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1 .-- 約 3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64-9 (線上有聲書(MP3)) 

NT$1980 普遍級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1, 傳染病,緊急封

鎖急診室!/高嬉貞作; 趙勝衍繪; 林佩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7-91-4 (EPUB) 普遍級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2, 遺傳病,度過危

險關頭!/高嬉貞作; 趙勝衍繪; 林佩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7-92-1 (EPUB) 普遍級  

不害怕,我可以試試看!: 勇敢嘗試/童

夢館編輯部編; 林麗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30-03-9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不偷懶小學. 1, 不摸魚老師/林哲璋

文; BO2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34-1 (PDF) 普遍級  

不偷懶小學. 1, 不摸魚老師/林哲璋

文; BO2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35-8 (EPUB) 普遍級  

不偷懶小學. 2, 不可能奇蹟/林哲璋

文; BO2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36-5 (EPUB) 普遍級  

不偷懶小學. 2, 不可能奇蹟/林哲璋

文; BO2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37-2 (PDF) 普遍級  

不偷懶小學. 3, 不好找寶藏/林哲璋

文; BO2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26-6 (PDF) 普遍級  

不偷懶小學. 3, 不好找寶藏/林哲璋

文; BO2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38-9 (EPUB) 普遍級  

不偷懶小學. 4, 忍不住大師/林哲璋

文; BO2 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927-3 (EPUB) 普遍

級  

不偷懶小學. 4, 忍不住大師/林哲璋

文; BO2 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928-0 (PDF) 普遍級  

不理媽媽的雞蛋/張秋生文; 張鎮榮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 

11110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291-261-4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互動繪本系列/妮可拉.歐白恩, 尼克.

布榮利文; 妮可拉.歐白恩圖; 海狗房

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26-752-

7 (全套:精裝) NT$640 普遍級  

日常用品 /小牛津編輯團隊企劃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

化, 11112 .-- 20 面; 10X10 公分 .-- 

ISBN 978-626-95886-6-4 ( 精 裝 ) 

NT$100 普遍級  

月經的故事.生命的故事/大石真那文; 

深井梓圖; 米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12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0-459-9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世界古文明之旅/宋彥陞作; 蔡豫寧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43-0 (PDF) 普遍級  

世界古文明之旅/宋彥陞作; 蔡豫寧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44-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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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頓自我成長繪本套書 /曾荷麗

(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作; 許雅雯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038-59-

8 (全套:精裝) NT$999 普遍級  

半個老大/王文華作; 王秋香繪 .-- 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60-1 

(EPUB) 普遍級  

古早味饗/林秀英, 洪麗雯故事編寫; 

蕭彩娥, 潘森原, 楊瑞, 邱優莉繪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新埤鄉樂齡學習中

心, 11110 .-- 33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17-87-3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 浪 花 樂 團 /Sam 

Taplin 作; Federica Iossa 插圖;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11 .-- 1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0-71-8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叩叩叩!你在家嗎?/林世仁文; 趙國宗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40-2 (PDF) NT$350 普遍級  

叩叩叩!你在家嗎?/林世仁文; 趙國宗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41-9 (EPUB) NT$350 普遍級  

失去影子的人/阿德貝爾特.封.夏米

索, 威廉.豪夫原作; 張葳, 陳美靜圖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93-8 

(EPUB) 普遍級  

奶奶的花園 /彤恩 .凱西文 ; 黃筱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52-2 (PDF) 普遍級  

奶奶的花園 /彤恩 .凱西文 ; 黃筱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53-9 (EPUB) 普遍級  

布川愛子繪本系列: 穿衣服的動物萌

萌童話: 春裝+秋裝/石井睦美文; 布

川愛子繪; 米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96210-4-0 (全套:精裝) NT$680 普

遍級  

打開我的窗/奧維塔.朱尼爾文字; 娃

妮娜.斯塔爾蔻芙繪圖; 李家蘭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44-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生日快樂/林彥良,阿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69-0 (PDF) NT$336

普遍級  

田樂趣/蔡瑞雲, 蔡瑋柔, 郭秀分, 蘇柏

淵, 鄭允柔, 羅尹萱, 翁筑瑄文.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港東國小, 11111 .-- 

1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17-81-1 (精裝) NT$250 普遍級  

交通工具 /小牛津製作團隊企劃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

化, 11112 .-- 20 面; 10X10 公分 .-- 

ISBN 978-626-95886-4-0 ( 精 裝 ) 

NT$100 普遍級  

企鵝阿湯的樂團/王人平, 吳咸蘭, 施

慧宜, 許瑋捷, 陳慧淇, 賴韻天, 施伊

廷作; Ohno Studio 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心理, 11111 .-- 48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2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再仔細看一看/shimizu 文.圖; 蘇懿禎

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小 熊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04-5 (PDF) 普遍級  

再仔細看一看/shimizu 文.圖; 蘇懿禎

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小 熊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05-2 (EPUB) 普遍級  

吃水果囉!/木下惠文; 阿部真由美圖; 

麥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204 .-- 40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440-460-5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吃蔬菜囉!/木下惠文; 阿部真由美圖; 

麥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204 .-- 40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440-461-2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多元學習生活繪本/許慧貞, 張晉霖, 

張秋生, 翅葫蘆文; 陳珮瑋, 張郎, 張

鎮榮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986-291-263-

8 (全套:精裝) NT$1120 普遍級  

好吃的水果/小牛津編輯團隊企劃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

化, 11112 .-- 20 面; 10X10 公分 .-- 

ISBN 978-626-95886-7-1 ( 精 裝 ) 

NT$100 普遍級  

好吃的食物/小牛津編輯團隊企劃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

化, 11112 .-- 20 面; 10X10 公分 .-- 

ISBN 978-626-95886-8-8 ( 精 裝 ) 

NT$100 普遍級  

如何安慰傷心的朋友/卡爾.紐森(Karl 

Newson)文 ; 克拉拉 .安甘努吉(Clara 

Anganuzzi)圖; 陳思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穎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9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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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12-4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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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13-1 (PDF) NT$320 普遍級  

如果發現喵德拉/捏嘴巴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鄭穎珊, 11110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42-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安心國小. 3, 戀愛傳染病/岑澎維文; 

張庭瑀圖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46-4 (EPUB) NT$320 普遍級  

安心國小. 3, 戀愛傳染病/岑澎維文; 

張庭瑀圖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47-1 (PDF) NT$320 普遍級  

安心國小. 4, 抱怨靠邊站/岑澎維文; 

張庭瑀圖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48-8 (EPUB) NT$320 普遍級  

安心國小. 4, 抱怨靠邊站/岑澎維文; 

張庭瑀圖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49-5 (PDF) NT$320 普遍級  

安心國小情緒遊樂園: 23 個心理遊戲

讓孩子玩出好 EQ/楊俐容, 李依親, 黃

宜珊作; 張庭瑀繪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50-1 (EPUB) NT$320 普

遍級  

安心國小情緒遊樂園: 23 個心理遊戲

讓孩子玩出好 EQ/楊俐容, 李依親,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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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珊作; 張庭瑀繪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51-8 (PDF) NT$320 普遍

級  

有故事的郵票: 東南亞傳說與美食/

丁安妮, 王麗蘭, 匡春芝, 阮氏梅英, 

葉碧珠, 周惠玲說故事; rabbit44 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64-9 

(EPUB) 普遍級  

你不只是白紙/邱易萍作; 楊麗玲繪 .-

- 初版三刷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1 .-- 24 面; 52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24-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你當然可以心情不好 /唐妮亞 .約根

(Dunja Jogan)文.圖; 張家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87-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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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1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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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1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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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4-18-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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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4-19-7 (EPUB) 普遍

級  

*妖怪托顧所 7&8 套書: 妖怪奉行所

大 騷動 /女 妖的 報復 /廣嶋玲子作 ;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步步,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7174-15-9 (全套:平裝) NT$640 普

遍級  

妖怪森林/劉思源作; 林亮言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 

11112 .-- 約 11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30-8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普遍級  

我不想被罵!/金歲實作;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41-3 

(PDF) 普遍級  

我不想被罵!/金歲實作;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42-0 

(EPUB) 普遍級  

我 的 新 鄰 居 / 凱 思 雅 . 丹 尼 斯 維 奇

(Kasya Denisevich)文.圖; 潘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29-7 

(PDF) 普遍級  

我 的 新 鄰 居 / 凱 思 雅 . 丹 尼 斯 維 奇

(Kasya Denisevich)文.圖; 潘欣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30-3 (EPUB) NT$320 普遍級  

我的鼻屎爺爺/申淳哉文; 林謹瓊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76-8 

(PDF) 普遍級  

我的鼻屎爺爺/申淳哉文; 林謹瓊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77-5 

(EPUB) 普遍級  

我的壓歲錢/陶綺彤文; ㄚ暖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2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47-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是榮利. 3, 榮利的棒呆鬼故事/傑

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31-0 (EPUB) NT$380 普遍級  

我是榮利. 3, 榮利的棒呆鬼故事/傑

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39-6 (PDF) NT$380 普遍級  

我 會 坐 馬 桶 / 卡 洛 琳 . 珍 . 雀 爾 屈

(Caroline Jayne Church)作; 方美鈴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1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525-893-1 (精裝) 普遍級  

我會練習耐心等 /珍妮佛.勞(Jennifer 

Law)作; 布萊恩.馬丁(Brian Martin)繪; 

張家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27-3-8 (PDF) 普遍級  

我像妳這麼小的時候/卡特琳娜.高斯

曼-漢瑟爾文.圖; 林敏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39-1 (PDF) 普遍級  

我種了高麗菜/陳麗雅文.圖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66-2 

(EPUB) NT$380 普遍級  

我種了高麗菜/陳麗雅文.圖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67-9 

(PDF) NT$380 普遍級  

找一找 芒狗狗在哪裡?/楊舒婷, 劉怡

聖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 李巧雲繪

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54-6-5 (PDF) 

普遍級  

找一找,芒狗狗在哪裡?. 2: 環島之旅/

楊舒婷, 劉怡聖文; 郭郭, zuzu 圖 .-- 臺

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1-1-4 (EPUB) 普遍

級  

找一找,芒狗狗在哪裡?. 2: 環島之旅/

楊舒婷, 劉怡聖文; 郭郭, zuzu 圖 .-- 臺

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1-2-1 (PDF) 普遍級  

每蜀日都是好日子: 日日都是好時光

/黃惠鈴文; 徐建國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 11111 .-- 40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294-331-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沒關係,我們可以一起玩!: 與人分享/

童夢館編輯部編; 沛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30-02-

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肚子裡的火車站: 養成良好飲食習慣

/Anna Russelmann 著; Anna Russelmann, 

Stefan Schulz 繪; 童夢館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 

1111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25-97-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芒狗狗 你走丟了嗎?. 大賣場篇/楊舒

婷, 劉怡聖文 ; 蔡廷竺, 林筱青繪圖 .-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5854-7-2 (PDF) 普遍

級  

芒狗狗 你們讓我好生氣!/劉怡聖文; 

廖德岳, 巧 yun, zuzu 圖 .-- 臺北市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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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41-3-8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你們讓我好生氣!/劉怡聖文; 

廖德岳, 巧 yun, zuzu 圖 .-- 臺北市 : 南

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41-4-5 (EPUB)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是刷牙小冠軍/林芸萱, 劉

怡聖, 楊舒婷故事文字; ZUZU, 林姿

吟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0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746-6-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是刷牙小冠軍/林芸萱, 劉

怡聖, 楊舒婷文; ZUZU, 林姿吟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6-7-1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是刷牙小冠軍/林芸萱, 劉

怡聖, 楊舒婷文; ZUZU, 林姿吟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6-8-8 (EPUB) 普遍

級  

芒狗狗 我想回家了.../劉怡聖文; 廖

德岳, 巧 yun, zuzu 圖 .-- 臺北市 : 南風

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41-5-2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想回家了.../劉怡聖文; 廖

德岳, 巧 yun, zuzu 圖 .-- 臺北市 : 南風

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41-6-9 (EPUB)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想摸一下!/楊舒婷, 劉怡聖

文; 蔡廷竺, 林筱青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6-0-2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想幫忙做家事!/林芸萱, 劉

怡聖, 楊舒婷故事文字; ZUZU, 巧 yun

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0 .-- 32

面 ; 21X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741-9-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想幫忙做家事!/林芸萱, 劉

怡聖, 楊舒婷文; ZUZU, 巧 yun 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6-1-9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想幫忙做家事!/林芸萱, 劉

怡聖, 楊舒婷文; ZUZU, 巧 yun 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6-2-6 (EPUB) 普遍

級  

芒狗狗 我會過馬路!/劉怡聖文; zuzu, 

林姿吟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1-7-6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會過馬路!/劉怡聖文; zuzu, 

林姿吟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1-8-3 

(EPUB) 普遍級  

芒狗狗 找到了!好吃的蔬菜/林芸萱, 

劉怡聖, 楊舒婷故事文字; ZUZU, 巧 

yun 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46-3-3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找到了!好吃的蔬菜/林芸萱, 

劉怡聖, 楊舒婷文; ZUZU, 巧 yun 圖 .-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0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46-4-

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芒狗狗 找到了!好吃的蔬菜/林芸萱, 

劉怡聖, 楊舒婷文; ZUZU, 巧 yun 圖 .-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746-5-7 (EPUB) 普

遍級  

芒狗狗 咕嚕!豆漿加米漿的大發現!/

楊舒婷, 劉怡聖, 廖翊君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54-8-9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哇啊!愛玉的神奇變身秘密!/

楊舒婷, 劉怡聖, 廖翊君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54-9-6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撲通!木瓜的果汁跳水派對!/

楊舒婷, 劉怡聖, 廖翊君文字; 林筱青, 

蔡廷竺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41-0-7 (PDF) 普遍級  

走囉,一起去看表演(現代戲劇)/鳳君

文; 雨澄繪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30-9-9 (EPUB) 普遍級  

走囉,一起去看表演(現代戲劇)/鳳君

文; 雨澄繪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04-0-6 (PDF) 普遍級  

那些散落的星星 /維多莉亞 .傑米森

(Victoria Jamieson), 歐 馬 . 穆 罕 默 德

(Omar Mohamed)文; 黃意然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54-0 (PDF) 

普遍級  

*來吧!熱氣球之旅/謝明芳文; 陳瓊

圖 .-- 臺東縣 : 臺東縣環保局, 11110 .-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

89-9 (精裝) 普遍級  

奇想聊齋. 3, 仙靈探魔境/劉思源作; 

李憶婷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5-361-8 (EPUB) 普遍級  

帕可愛音樂有聲繪本套書. 6/瑪嘉莉.

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7038-54-3 (全套:

精裝) NT$849 普遍級  

怪奇漢方桃印. 1, 給你一帖退魔封蟲

散!/廣嶋玲子文; 田中相圖; 王蘊潔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66-3 (EPUB) 普遍級  

怪奇漢方桃印. 2, 要不要來一份相親

相愛香?/廣嶋玲子文; 田中相圖; 王

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65-6 (EPUB) 普遍級  

注意!情緒怪獸來襲: 引領孩子認識

＆接納情緒的療癒繪本/蘿蘭.史塔克

莉文; 艾倫.蘇瑞圖; 林芳萍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4-08-3 (PDF) 

普遍級  

注意!情緒怪獸來襲: 引領孩子認識

＆接納情緒的療癒繪本/蘿蘭.史塔克

莉文; 艾倫.蘇瑞圖; 林芳萍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4-0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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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62-5 (EPUB) 

NT$300 普遍級  

玩出最強大腦: 加減法迷宮大冒險

/Catherine Casey 著; Gabriele Tafuni 繪; 

Fun House 師資團隊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98-8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玩出最強大腦: 乘除法迷宮大挑戰

/William Potter 著; Angelika Scudamore

繪; Fun House 師資團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99-

5 (平裝) NT$2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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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結核看不見的殺手/何世豪, 鍾易

呈, 黃柏源, 呂宜臻, 陳昱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歐巴尼基金會, 11111 .-

- 56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142-1-2 (平裝) 普遍級  

虎爺虎爺 請上座!/王彩芝,陳祈圳文.

圖 .-- 屏東縣 : 屏縣鹽洲國小, 11110 .-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17-71-2 (精裝) NT$250 普遍級  

阿祖,再見/林柏廷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53-2 (EPUB) 

NT$330 普遍級  

阿祖,再見/林柏廷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54-9 (PDF) 

NT$330 普遍級  

雨後彩虹,戰腎人生: 翻轉黑白洗腎

人生的故事/張克享繪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雄市佛光腎臟關懷協會 , 

11110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694-0-0 (精裝) 普遍級  

亮亮的成長= Something about Vicky/

許永和, 林秀玲圖; 林秋雲文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985-05-9 ( 全 套 : 精 裝 ) 

NT$9000 普遍級  

亮亮的成長= Something about Vicky/

許永和, 林秀玲圖; 林秋雲文 .-- 臺南

市 : 企鵝圖書, 11110 .-- 冊 .-- ISBN 

978-986-5820-46-6 ( 全 套 : 精 裝 ) 

NT$9000 普遍級  

挑戰 82 個數字遊戲: 激發觀察專注

力、邏輯思考力、推理分析力/Lisa 

Regan 著; Ed Myer, Graham Rich 繪; 蔡

函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30-00-8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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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46-5 

(EPUB) 普遍級  

春日慶典的意外事件/王宇清文; 邱

惟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

意,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0-24-7 (PDF) 普遍級  

春日慶典的意外事件/王宇清文; 邱

惟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

意,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0-25-4 (EPUB) 普遍級  

洞/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原著; 

趙永芬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7-96-9 (EPUB) 普遍級  

玲瓏車/鄧榮坤著 .-- 臺北市 : 秀威少

年,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49-6-5 (EPUB) NT$154 普遍級  

紅豆阿嬤/劉思源文; 徐芳如圖 .-- 初

版 .-- 高雄市 : 愛智, 11111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57-608-594-

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紅樹林真好玩/陳麗雅文.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55-6 

(EPUB) NT$380 普遍級  

紅樹林真好玩/陳麗雅文.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56-3 (PDF) 

NT$380 普遍級  

茄冬樹/李宛澍圖.文 .-- 臺北市 : 李宛

澍, 11110 .--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03-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風起鷹揚/王劭齊, 宋羽堂, 宋家豪, 賴

宥潔, 吳嘉恩, 盧均諺, 潘立宸, 潘宥

任, 周子純文.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

滿州國小, 11110 .-- 40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7-74-3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原典小學堂/岑澎維作; 林鴻堯, 吳孟

芸 , 團圓繪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 

11111 .-- 冊 .-- ISBN 978-957-751-914-

6 (全套:平裝) NT$1000 普遍級  

*家只在烏溪/黃彥儒, 顧玉蓉, 黃彥

博, 林文隆圖.文 .-- 南投縣 : 投縣環

保局, 11110 .-- 2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1-19-4 (平裝) 普遍

級  

島嘟的廚房/巴勒達斯.魯曼尼文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04-3-7 (PDF) 

普遍級  

島嘟的廚房/巴勒達斯.魯曼尼文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04-4-4 (EPUB) 

普遍級  

恐龍咕咕的一天/王人平, 吳咸蘭, 施

慧宜, 許瑋捷, 陳慧淇, 賴韻天, 施伊

廷作; Ohno Studio 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心理, 11111 .-- 24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23-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海洋 Gín-á Tńg 大人歌/林裕凱作; 鄒

享想繪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

館,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701-9 ( 精 裝 附 隨 身 碟 ) 

NT$980 普遍級  

烏鴉幸福商店套書(團圓版)/加古里

子文.圖; 米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7174-22-7 (全套:精裝) NT$1600 普遍

級  

狼人生存遊戲. 5, 膽戰心驚!冰點下

的狼人遊戲/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

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00-7 (PDF)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 5, 膽戰心驚!冰點下

的狼人遊戲/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

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01-4 (EPUB)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系列(1-5 集)/甘雪冰文; 

韓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02-1 (PDF)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系列(1-5 集)/甘雪冰文; 

韓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03-8 (EPUB) 普遍級  

狼人生存遊戲系列(1-5 集)/甘雪冰文; 

himesuz 圖; 韓宛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7224-07-6 (全套 :平裝 ) NT$1750

普遍級  

病毒不是故意的?!: 認識傳染病大小

事/林大利文; 玉子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57-0 (EPUB) 

NT$380 普遍級  

病毒不是故意的?!: 認識傳染病大小

事/林大利文; 玉子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58-7 (PDF) 

NT$380 普遍級  

破解 86 個數學謎題: 激盪觀察專注

力、邏輯思考力、推理分析力/Lisa 

Regan 著; Samantha Meredith, Ed M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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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ham Rich 繪; 蔡函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30-01-

5 (平裝) NT$2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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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59-4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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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60-0 (PDF) 

NT$320 普遍級  

臭鼬和獾的故事. 2, 遺失的蜘蛛眼瑪

瑙 、 琥 珀 牆 裡 的 蛋 / 艾 米 . 汀 柏 蕾

(Amy Timberlake)著; 雍.卡拉森繪; 趙

永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0-94-6 (EPUB) 普遍級  

起跑線!/黃脩紋著; 劉彤渲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508-1 (PDF) 

普遍級  

動物樂園 /小牛津編輯團隊企劃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

化, 11112 .-- 20 面; 10X10 公分 .-- 

ISBN 978-626-95886-9-5 ( 精 裝 ) 

NT$100 普遍級  

瓶子裡的聲音/張晉霖文; 張郎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1110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291-260-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逛菜市場 /馬里恩 .科克萊科(Marion 

Cocklico)著; 賴美伶譯 .-- 新北市 : 上

人文化, 11111 .-- 24 面; 19X19 公分 .-

- ISBN 978-986-212-410-9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鹿港少女/嶺月作; 盧天怡朗讀 .-- 新

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9 .-- 約 5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26-1 

(線上有聲書(MP3)) NT$720 普遍級  

麻雀風了: 蘇善童詩集/蘇善著 .-- 臺

北市 : 秀威少年,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49-7-2 (EPUB) 

NT$210 普遍級  

最特別的禮物: 14 種動物寶寶和媽媽

的對話,喜歡自己與生俱來的特色!/

鄭博真文; 九韭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51-6 (PDF) 普遍級  

最愛的叔叔/翅葫蘆文; 張鎮榮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1110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291-262-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童心同行. III/林秋芬, 章小娟, 黃宜珍, 

郭榕故事 ; 侯仁智文字 ; 袁佑芃繪

圖 .-- 花蓮縣 : 花縣兒家協會, 11112 .-

- 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89782-4-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童話莊子/哲也文; 徐萃, 姬炤華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98-3 

(PDF) 普遍級  

童話莊子/哲也文; 徐萃, 姬炤華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7-99-0 

(EPUB) 普遍級  

給孩子的科技圖解百科 /強 .理查茲

(Jon Richards) 作 ; 艾 德 . 辛 金 斯 (Ed 

Simkins);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9-086-4 (全套:平裝) NT$640 普

遍級  

超級神奇的身體: 甩來甩去的鼻涕/

段張取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12 .-- 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602-2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超級神奇的身體: 控制不住的眼淚/

段張取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12 .-- 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603-9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超級神奇的身體: 搖搖晃晃的牙齒/

段張取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12 .-- 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604-6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亂糟糟的弟弟/柴田啓子作; 林謹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63-5 (PDF) NT$320 普遍級  

亂糟糟的弟弟/柴田啓子作; 林謹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64-2 (EPUB) NT$320 普遍級  

亂糟糟的弟弟= ぱなしくん/柴田啓

子作;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40 面; 23X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67-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媽 咪 , 我 睡 不著 /斯圖爾 特 .特洛德

(Stuart Trotter)文.圖; 黃婷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27-0-7 (PDF) 

普遍級  

愛現小學趣味發明史. 1, 從沖水到洗

澡的發明/潘美慧作; 葛勁含繪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70-6 (EPUB) 

NT$245 普遍級  

搶救牙齒大街: 我會認真刷牙/Anna 

Russelmann 著.繪; 童夢館編輯部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25-96-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搶救地球大作戰. 1, 紙的祕密/保羅.

曼西尼, 盧卡.里昂文; 費德麗卡.法比

安圖;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3 .-- 24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85-8 (精裝) 

NT$600 普遍級  

搶救地球大作戰. 2, 水的祕密/保羅.

曼西尼, 盧卡.里昂文; 費德麗卡.法比

安圖;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3 .-- 24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326-686-5 (精裝) 

NT$600 普遍級  

搶救地球大作戰. 3, 塑膠的祕密/保

羅.曼西尼, 盧卡.里昂文; 費德麗卡.

法比安圖;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3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326-687-2 (精裝) 

NT$600 普遍級  

搶救地球大作戰. 4, 回收的祕密/保

羅.曼西尼, 盧卡.里昂文; 費德麗卡.

法比安圖;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3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326-688-9 (精裝) 

NT$600 普遍級  

搶救地球大作戰系列/保羅.曼西尼, 

盧卡.里昂文; 費德麗卡.法比安圖; 聞

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26-714-

5 (全套:精裝) NT$2400 普遍級  

搶救老師大作戰/鄭丞鈞著; 吳嘉鴻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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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00-5 

(PDF) 普遍級  

新同學小斑 /吉迪恩 .薩姆森(Gideon 

Samson)文; 喬倫.約書亞(Joren Joshua)

圖; 林敏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964-8 (PDF) NT$350

普遍級  

新同學小斑 /吉迪恩 .薩姆森(Gideon 

Samson)文; 喬倫.約書亞(Joren Joshua)

圖; 林敏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965-5 (EPUB) 

NT$350 普遍級  

暖暖的火鍋湯/王美慧作; 林玥彤繪 .-

- 二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1 .-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556-51-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溫暖的紅色手套/井本蓉子作; 柯慧

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65-9 (PDF) NT$320 普遍級  

溫暖的紅色手套/井本蓉子作; 柯慧

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66-6 (EPUB) NT$320 普遍級  

溫暖的紅色手套= てぶくろ/井本蓉

子作; 柯慧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32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68-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當我們同在一起/何安仁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11 .-- 36

面; 18X26 公分 .-- ISBN 978-986-161-

709-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葛瑞的囧日記. 17, 搖滾大亂鬥/傑夫.

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68-6 (EPUB) NT$380 普遍級  

葛瑞的囧日記. 17, 搖滾大亂鬥/傑夫.

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969-3 (PDF) NT$380 普遍級  

跟動物明星打招呼. 2, 生態啟蒙硬頁

翻 翻 繪 本 套 書 / 珊 曼 . 鮑 頓 (Sam 

Boughton)作; 謝維玲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038-61-1 (全套:精裝) 

NT$739 普遍級  

跟著老虎深海潛水員去探險/雪倫.任

塔文.圖;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10-9 (EPUB) 普遍級  

過節囉!: 傳統節日情境立體書/呦呦

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11 .-- 冊 .-- ISBN 978-986-203-959-

5 (全套:精裝) 普遍級  

鳩思孤呀巴哪 tjusekuyapana/林家頡

文; 黃鈺婷, 高銓佑, 呂佾恩, 尤尚佑, 

胡巧樂, 高萱芮圖 .-- 屏東縣 : 屏縣春

日國小, 11110 .-- 40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79-8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嫦娥奔月/葉衣婷文; 葉桂芬圖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葉衣婷,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630-0 (PDF) 

普遍級  

種一畝良田善心/蔡綺芳, 楊淑惠, 廖

奕瑄, 王霈庭, 吳依柔, 董芯瑜, 王季

涵, 王悠文; 董芯瑜, 王季涵, 王悠圖 .-

- 屏東縣 : 屏縣車城國小,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76-

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管家琪經典人物故事套書(1-4 冊)/管

家琪著; 徐建國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550-5-2 (全套:平裝) 

NT$1060 普遍級  

與阿公的南門散步/王秀茹, 王鏡玲, 

白振東, 何金鳳, 周宜蓁, 周秀雲, 施

火木, 陳美月, 梁李罔市, 曹曉顆, 張

貽菻, 張芝妤, 黃添明, 曾施妍秋, 溫

火烈, 葉育君, 鄭景芳, 鄭登元, 賴德

福圖.文 .-- 初版 .-- 彰化縣 : 藝樂肆貳

行, 11112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26-4-5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寫給孩子的文字學: 揮別錯別字+再

別錯別字/陳正治著; 任華斌繪 .-- 一

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1111 .-- 

冊 .-- ISBN 978-957-751-915-3 (全套:

平裝) NT$600 普遍級  

穀舞/鄞玉婷, 陳詒, 張芮語, 曾薇竹文.

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大明國小 , 

11110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80-4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稻米.精靈/涂卉, 劉惟善圖.文 .-- 臺中

市 : 中市龍井區農會, 11111 .-- 2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5009-4-

4 (精裝) NT$480 普遍級  

蔬菜長大囉!/木下惠文; 阿部真由美

圖; 麥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

國際, 11204 .-- 2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440-462-9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閱讀寫作小學堂: 高詩佳的 13 堂創

意讀寫素養課/高詩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89-2 (EPUB) 普遍

級  

樹 精 靈 之 歌 . 2/ 梅 麗 莎 . 哈 里 森

(Melissa Harrison)著; 謝維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5-8-7 (PDF) 

普遍級  

樹 精 靈 之 歌 . 2/ 梅 麗 莎 . 哈 里 森

(Melissa Harrison)著; 謝維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95-9-4 

(EPUB) 普遍級  

親子情緒互動遊戲系列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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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萊德 .班拿賈拉

(Fred Benaglia)圖; 王晶盈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28-03-6 ( 全 套 : 平 裝 ) 

NT$1650 普遍級  

營養的蔬菜/小牛津編輯團隊企劃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

化, 11112 .-- 20 面; 10X10 公分 .-- 

ISBN 978-626-95886-5-7 ( 精 裝 ) 

NT$100 普遍級  

環保小尖兵合輯/陶綺彤, 酷酷嫂故

事; 橘子, ㄚ暖, 妤喵喵, 管育伶繪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1 .-

- 冊 .-- ISBN 978-986-5556-49-5 (全套:

精裝) NT$1280 普遍級  

聰明數理腦角色圖鑑套書/若林文高, 

星田直彥, 筆保弘德監修; いとうみ

つる繪; 林美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9-083-3 (全套:平裝) NT$960 普

遍級  

藍 莓 歐 姆 蛋 捲 / 夏 綠 蒂 . 勒 梅 爾

(Charlotte Lemaire)文.圖;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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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1-49-0 (EPUB) 普遍級  

轉妹家/李佳蓉文; 徐翊恩, 李新雅, 賴

彥綦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麟洛國小, 

11112 .-- 30 面; 22X29 公分 .-- ISBN 

978-626-7117-86-6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繪本探索書: 獅王,無敵粉來了!/曹華

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 

11111 .-- 2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43-19-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繪本探索書: 螞蟻皇后的麵包店/曹

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1111 .-- 2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43-32-2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關於成長的事/林敏雲文; 鄭琇文圖 .-

- 臺北市 : 學而文化, 11110 .-- 24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1245-9-

1 (精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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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97-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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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98-4 (EPUB) 普遍

級  

寶貝晚安故事繪本套書/麥克.凡賀東

(Mack van Gageldonk)圖 .文 ; 蕭郁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9-077-

2 (全套:精裝) NT$640 普遍級  

寶貝驚喜立體童話繪本/Yoyo Books

編著; 許婉婷, 呂念庭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風車圖書, 11110 .-- 冊 .-- ISBN 

978-986-223-771-7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寶貝驚喜立體童話繪本: 三隻小豬

/Yoyo Books 編著; 許婉婷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10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767-

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寶 貝 驚 喜 立 體 童 話 繪 本 : 小 紅 帽

/Yoyo Books 編著; 許婉婷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10 .-- 1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769-

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寶貝驚喜立體童話繪本: 白雪公主

/Yoyo Books 編著; 呂念庭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10 .-- 1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768-

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寶貝驚喜立體童話繪本: 森林王子

/Yoyo Books 編著; 許婉婷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10 .-- 1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770-

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寶寶晚安/卡米爾.洛伊塞萊(Camille 

Loisele)著; 賴美伶譯 .-- 新北市 : 上人

文化, 11111 .-- 2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12-411-6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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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23-5 (PDF)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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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44-0 (EPUB) 

NT$350 普遍級  

歡迎來我家合輯/林憲正文; Hoiieng 

Lai, BirBir 巧, 紅小將, 米各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986-5556-50-1 (全套:

精裝) NT$1280 普遍級  

聽 媽 媽 的 話 / 賽 謬 爾 蘭 利 . 斯 溫

(Samuel Langley-Swain)文; 海倫.巴奈

(Helen Panayi)圖; 王奕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穎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27-4-5 (PDF) 普遍級  

聽說讀寫,有策略!(低年級:讀本、學

習筆記)/陳欣希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衛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11-6 (EPUB) 普遍

級  

聽說讀寫,有策略!(知識性文本: 低年

級)/陳欣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衛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12-3 (EPUB) 普遍級  

鷹來旺來/黃素英, 陳江玫文; 黃素英, 

陳江玫, 汪紫芊, 洪心卉, 高稜哲, 鈀

拉阿閬得樂上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

泰山國小, 11110 .-- 40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7-77-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我的上司是 G 罩杯: 令

人受不了的深夜加班福利/高田ロノ

ジ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18-3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我的深夜工作居然被

死對頭給發現了。/松下祐己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782-7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菁英分子多田先生脫

下衣服後不僅激情無比,還很色。/千

一, 蜂なな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83-4 

(EPUB) NT$20 限制級  

(限)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6/masha

漫畫;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01-8 (EPUB) 限制級  

1/2 王子(珍藏版)/御我原作; 蔡鴻忠

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602-8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347-603-5 (第

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00 普遍

級  

2073 年的電子玩具/日安焦慮(丁柏晏)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93-3-4 (PDF) 普遍級  

30 公斤的愛,胖弟為我搖身變天菜!/

七ツ園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84-1 (EPUB) 

NT$40 限制級  

3651 天,逐漸填補的戀愛/Tsuchii Aok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54-7 (EPUB) 

普遍級  

3 月的獅子. 16/羽海野千花作; 木易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650-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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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的獅子. 16/羽海野千花作; 木易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651-8 (PDF) 普遍級  

8 人的戰士/池玲文作; 和靜清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13-

1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Ask.Affection 詢問.情感(全一冊)/与

ーマキナ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56-1 (EPUB) 限制

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石塚真一作; 

柯冠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13-0 (第 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4/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58-7 (EPUB)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4/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659-4 (PDF) 普遍級  

BLUE LOCK 藍色監獄/金城宗幸原

作; ノ村優介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7-495-6 (第 8 冊:平裝) NT$100 .-

- ISBN 978-626-347-496-3 (第 9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626-347-497-

0 (第 10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citrus+: 柑橘味香氣 PLUS. 4/サブロ

ウタ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35-9 (EPUB) NT$69 普遍級  

D.Gray-man 驅魔少年/星野桂作; 張芳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66-

6 (第 2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83-

3 (第 2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 19/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36-6 

(EPUB) NT$55 普遍級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 10/

真島浩原作; 上田敦夫漫畫;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37-3 (EPUB) 

NT$55 普遍級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TYPE-

MOON 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九

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48-6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 9/タスク

オーナ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04-9 (EPUB) 普遍

級  

GRANDBLUE 碧藍之海. 18/井上堅二, 

吉岡公威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38-0 (EPUB) NT$55 普遍級  

inferno: 不被允許的愛/松本友作; 蔡

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42-4 (第 5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JOJO 的奇妙冒險. 第四部/荒木飛呂

彦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632-

5 (第 1 冊:平裝盒裝版) NT$320 .-- 

ISBN 978-626-347-633-2 (第 2 冊:平裝

盒裝版) NT$320 .-- ISBN 978-626-347-

634-9 (第 3 冊:平裝盒裝版) NT$320 .-

- ISBN 978-626-347-635-6 (第 4 冊:平

裝盒裝版) NT$320 .-- ISBN 978-626-

347-636-3 ( 第 5 冊 : 平 裝 盒 裝 版 ) 

NT$320 普遍級  

Lottery: 幸運中獎/いらぎなのり作;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65-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Lottery: 幸運中獎/いらぎなのり作;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74-5 (EPUB) NT$90 限制級  

Lottery: 幸運中獎/いらぎなのり作;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75-2 (EPUB) NT$90 限制級  

Luck: 幸運(全一冊)/暮田マキネ作; 

林香吟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58-5 

(EPUB) 限制級  

ONE PIECE 航海王/尾田栄一郎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62-

8 (第 104 冊:平裝) NT$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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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36-3 (EPUB) 

普遍級  

ROMEO 羅密歐/わたなべあじあ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488-8 (第 4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Sacrifice #4/Laurent Valles Jr, UJ Chen

陳雍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陳雍杰, 

11112 .-- 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01-7 (平裝) NT$275 普遍級  

SLEEPING DEAD 沉睡的死亡/朝田

ねむい作; AKIRA 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38-810-9 (上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338-811-6 (下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SOTUS 一年生/BitterSweet 原作; 慧漫

畫; 夏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12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059-2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SOTUS 一年生. 1/慧漫畫; 夏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31-5 

(EPUB) 普遍級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遠藤達哉

作 ; 陳 姿 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464-

2 (第 10 冊:平裝) NT$110 .-- ISBN 978-

626-347-523-6 (第 10 冊:平裝首刷限

定版) NT$160 普遍級  

Studio Cabana 思密錄音室/馬あぐり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2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061-5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Studio Cabana 思密錄音室. 1/馬あぐ

り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32-2 (EPUB) 普遍級  

Switch Fancy Boy: 心儀的女服務生是

個男孩子/日野雄飛作; 夏飴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76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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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160-8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Switch Fancy Boy: 心儀的女服務生是

個男孩子/日野雄飛作; 夏飴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76-9 (EPUB) 

NT$90 限制級  

Switch Fancy Boy: 心儀的女服務生是

個男孩子/日野雄飛作; 夏飴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77-6 (EPUB) 

NT$90 限制級  

「 抱 歉 醫 生 , 妳 的 胸 部 讓 我 勃 起

了...」: 十年後的再度重逢,巨乳牙醫

師為我進行情色診療!?/雪國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780-3 (EPUB) NT$40 限制級  

「請...請告訴我大人才懂的 H!」: 無

法抗拒女學生的青春肉體 ...推拿師

的悖德情色馬殺雞/白石ガッタ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81-0 (EPUB) NT$40 限制

級  

Ω 哥哥想被粗暴對待/かむ作; 平川

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12-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一本正經的魅魔.柊小姐/ちると作;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20-2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七八五十六/工藤哲孝原作; 笹古み

とも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22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95-7 (第 4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九尾狐的新嫁娘/占地作; 趙秋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09-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 1/

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62-4 (EPUB) 

普遍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 1/

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63-1 (PDF) 

普遍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 2/

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64-8 (EPUB) 

普遍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 2/

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27-7 (PDF) 

普遍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7/西修作;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39-7 (EPUB) 

NT$55 普遍級  

十等分的新娘. 3/ゆきの; 蘇聖翔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60-8 (EPUB) 限制

級  

三隻眼(典藏版)/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8-781-2 (第 17

冊 :平裝 ) NT$300 .-- ISBN 978-626-

338-782-9 (第 18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338-783-6 (第 19 冊:平

裝) NT$300 .-- ISBN 978-626-338-784-

3 (第 20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626-338-785-0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626-338-786-7 (第

2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

338-787-4 (第 23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338-788-1 (第 24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三隻眼(典藏版). BOX3/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8-789-

8 (全套:平裝) NT$2600 普遍級  

凡事都會聽從我的辣妹青梅竹馬/な

こ汁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98-9 

(PDF) NT$176 限制級  

凡事都會聽從我的辣妹青梅竹馬/な

こ汁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399-6 

(EPUB) NT$176 限制級  

久世教授的淫魅用餐時光: 鮮血之吻

誘發快感狂潮/宴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85-8 

(EPUB) NT$40 限制級  

千花與要學長的戀愛學分: 呆萌大學

生之開學第一天就和奪走處女的他

變成砲友!?/姫希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786-5 

(EPUB) NT$40 限制級  

大發脾氣的情歌/鈴丸みんた作; 貝

貝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823-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大奧/吉永史原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93-5 (第 18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大福女孩和王子殿下/千葉梢作; 曲

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1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44-8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大福女孩和王子殿下. 1/千葉梢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94-3 (PDF) NT$70 普遍級  

大福女孩和王子殿下. 1/千葉梢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95-0 (EPUB) NT$70 普遍級  

女兒的朋友/萩原あさ美作; 風間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98-7 (第

6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三嶋与夢原作; 潮里潤作; 梁勝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612-4 (第 8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8/ヒロユキ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40-3 

(EPUB) NT$55 普遍級  

女神降臨/Yaongyi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52-072-1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073-8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女體化之後女友的雙胞胎哥哥對我

xxx!?/牛タ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87-2 

(EPUB) NT$40 限制級  



139 

 

小乖的人類觀察日誌 /藍佩嘉原著; 

Pam Pam Liu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11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63-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小兒子. 3, 阿甯咕與地下的反抗軍!/

駱以軍原著; 漢寶包編劇; LONLON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 

11111 .-- 1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64-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小林前輩想以女生身分來做 (全一

冊)/うり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25-4 

(EPUB) 限制級  

小林家的龍女僕 /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0-610-

0 (第 1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340-611-7 (第 12 冊:平裝限定版)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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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37-0 (EPUB) 普遍

級  

小咪今天也不想努力: 沒事我就廢,

有事就先睡!/esk 原作; 謝怡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791-1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小惡魔誘惑蛋糕 /はいしま潮路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17-2 (平裝) NT$150 限制級  

不工作細胞. 4/杉本萌漫畫; 清水茜

監修;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41-0 (EPUB) NT$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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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5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576-6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不擅吸血的吸血鬼/二式恭介作; 帽

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58-5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不擅吸血的吸血鬼. 1/二式恭介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07-0 (EPUB) 普遍級  

中年大叔轉生反派千金. 2/上山道郎

作 ; 小 天 野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61-5 (EPUB) 普遍級  

今天開始,妳就是我的新娘: 只有性

伴侶能看到的甜美高潮臉/七緒リヲ

ン作; 陳欣惠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73-5 (EPUB) 普遍級  

今日我要與你結合!!/たかみや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00-9 (PDF) NT$200

限制級  

今日我要與你結合!!/たかみや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01-6 (EPUB) 

NT$200 限制級  

今夜與殺了人的你一起遠走高飛/牛

☆丼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88-9 (EPUB) 

NT$40 限制級  

今晚,社長命令我被人佔有。/遠山繪

麻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143-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限制級  

今晚,社長命令我被人佔有。. 1/遠山

繪麻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78-3 (EPUB) NT$70 限制級  

今晚,社長命令我被人佔有。. 1/遠山

繪麻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79-0 (PDF) NT$70 限制級  

勿說是推理. 11/田村由美作; 黎維津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62-2 (EPUB) 

普遍級  

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 2/清水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04-1 

(EPUB) 普遍級  

反派千金的不法情事 /葉月双原作; 

ぽあろ漫畫; 陳盈岑譯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67-7 (EPUB) 普遍級  

天才麵包理髮師 . 5, 烘焙鎮的祕密

/Monster Studio 文.圖; 徐月珠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80-5 (EPUB) 普遍

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8/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42-7 (EPUB) NT$180 普遍級  

天堂家物語/齋藤賢作; 柚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冊 .-- 

ISBN 978-626-00-7140-0 (第 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00-7141-7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天堂家物語. 3/齋藤賢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96-7 (EPUB) 

NT$70 普遍級  

天堂家物語. 3/齋藤賢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97-4 (PDF) 

NT$70 普遍級  

天堂家物語. 4/齋藤賢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98-1 (PDF) 

NT$70 普遍級  

天堂家物語. 4/齋藤賢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99-8 (EPUB) 

NT$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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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9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

801-7 (第 12 冊:平裝) NT$120 普遍級  

夫妻甜蜜物語: Step Up Love Story. 83/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63-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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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52-065-

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

066-0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52-084-4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夫婦以上,戀人未滿. 4/金丸祐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08-7 (EPUB) 普遍級  

夫婦以上,戀人未滿. 5/金丸祐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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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09-4 (EPUB) 普遍級  

夫婦以上,戀人未滿. 6/金丸祐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10-0 (EPUB) 普遍級  

少 女 如 綻 放 的 百 合 墜 入 愛 河

/MARUTA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89-6 (EPUB) 

NT$120 限制級  

少年的深淵. 5/峰浪りょう作; MO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64-6 (EPUB) 

普遍級  

少年郎戀上仇家/占地作; 趙秋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44-1 (EPUB) 

NT$69 限制級  

日日夜夜/わた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33-7 (平裝) NT$200 限

制級  

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

有我知道。/紺矢ユキオ作; 吊木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52-054-

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

055-4 (第 5 冊:平裝) 限制級  

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

有我知道。. 4/紺矢ユキオ作; 吊木

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00-1 (EPUB) 限制級  

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

有我知道。. 5/紺矢ユキオ作; 吊木

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99-8 (EPUB) 限制級  

火武耀揚. 1/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6-6-6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2/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6-7-3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3/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6-8-0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4/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6-9-7 (EPUB) 普遍級  

火辣莉莉絲/玉之けだま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402-3 (PDF) 

NT$160 限制級  

火辣莉莉絲/玉之けだま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03-0 (EPUB) NT$160 限

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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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799-7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他的性癖歪到不行。: 聖母系菁英宛

如惡魔的扭曲溺愛/想偲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90-2 (EPUB) NT$40 限制級  

代筆作家 (全一冊 )/ひつじま羊作 ;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65-3 

(EPUB) 限制級  

令我瘋狂的甜蜜靜寂 /木沢さわき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91-9 (EPUB) 

NT$40 限制級  

半熟戀人. 14/ミユキ蜜蜂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51-9 (EPUB) 

NT$55 普遍級  

只想交歡的年紀. 番外篇. 2, 竹內學

姐與社團室/桂あいり作; Sapan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31-8-8 (平裝) NT$320 限

制級  

只想交歡的年紀. 番外篇. 2, 竹內學

姐與社團室/桂あいり作; Sapan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1-9-5 (EPUB) 普遍級  

外遇受害者互助會: 我會替你報復外

遇的他。/kageo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50-9 (EPUB) 限制級  

失控的淫亂健身教練/アルジェント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92-6 (EPUB) 

NT$40 限制級  

失樂園 /サムライ忍者 GREENTEA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91-0 (平

裝) NT$270 限制級  

失戀剩女,突然爆了小鮮肉桃花運!?: 

與體育系男孩們的鹹濕刺激絕讚同

居/亜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93-3 (EPUB) 

NT$40 限制級  

平行天堂. 9/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52-6 (EPUB) 

NT$55 限制級  

幼女戰記/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

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52-049-3 (第 23 冊:平

裝) 普遍級  

幼女戰記. 23/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

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97-4 (EPUB) 普遍

級  

瓦爾哈拉.巨龍館/求嵐原作; 夕仁漫

畫 ; 游 非 凡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62-2 (第 1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用心熬煮幸福/夢唄よつば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26-1 (EPUB) 限制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戀人篇/すめし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93-4 (平裝) 

NT$260 限制級  

企鵝公路/森見登美彦原作; 屋乃啓

人漫畫; Yoshiki 譯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68-4 (EPUB) 普遍級  

再見繪梨/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208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347-606-6 ( 平 裝 ) 

NT$105 .-- ISBN 978-626-347-607-3 (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20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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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成為我的甜心/蓮冥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94-0 (EPUB) NT$40 限制級  

再會了共犯者/あがた愛作;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338-817-8 (上冊:

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338-

818-5 (下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向日葵女友/中乃空作; 江東翻譯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11112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26-2-

4 (平裝) NT$420 限制級  

名偵探柯南. 101/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67-7 (EPUB) 

普遍級  

名 偵 探 耕 子 憂 鬱 中 . 1/ 鈴 木

JULIETTA 作; 廖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553-3 (EPUB) NT$55 普遍級  

地 。 : 關 於 地 球 的 運 動 / 魚 豊 作 ;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794-2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在世界盡頭的荒野享受假期/赤河左

岸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54-0 (EPUB) NT$69 限制級  

在你身旁隨心所欲/赤星ジェイク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56-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在你身旁隨心所欲/赤星ジェイク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80-6 (EPUB) NT$90 限制級  

在你身旁隨心所欲/赤星ジェイク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81-3 (PDF) NT$90 限制級  

在番外篇相會/いちかわ壹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27-8 (EPUB) 限制級  

如巧克力甜蜜柔滑的是他給我的美

味獎賞/雛愛ゆえり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95-7 (EPUB) NT$40 限制級  

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就會變成妖精!?: 

和 XL 尺寸的宮本武藏契約做愛

/PIKOPIKO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20-6 

(EPUB) NT$40 限制級  

如果不被你發現其實我想要更多(全

一冊)/ひつじま羊作; 亞美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68-4 (EPUB) 限制級  

宇宙兄弟. 1/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54-9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1/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55-6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0/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9-2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0/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0-8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1/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1-5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1/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2-2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2/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3-9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2/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4-6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13/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5-3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13/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6-0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14/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7-7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14/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8-4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5/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89-1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5/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90-7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6/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91-4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6/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92-1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7/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93-8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7/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94-5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8/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42-3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9/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98-3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9/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99-0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2/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52-5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2/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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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53-2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20/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00-3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20/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01-0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21/小山宙哉著 ;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02-7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21/小山宙哉著 ; 王敏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03-4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22/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04-1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22/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05-8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3/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65-5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3/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66-2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4/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67-9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4/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68-6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5/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69-3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5/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0-9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6/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1-6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6/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2-3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7/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3-0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7/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4-7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8/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5-4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8/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6-1 

(PDF) 普遍級  

宇宙兄弟. 9/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7-8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9/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78-5 

(PDF) 普遍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8/柚樹ちひろ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75-4 (EPUB) 

普遍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8/柚樹ちひろ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76-1 (PDF) 

普遍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真木蛍五作; 

蔡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482-6 (第 1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成為名留歷史的壞女人吧 愈是想成

為反派千金,王子的溺愛愈是熱烈!/

大木戶いずみ原作; 保志あかり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52-

062-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52-063-9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成為名留歷史的壞女人吧 愈是想成

為反派千金,王子的溺愛愈是熱烈!. 

1/保志あかり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33-9 (EPUB) 

普遍級  

成為名留歷史的壞女人吧 愈是想成

為反派千金,王子的溺愛愈是熱烈!. 

2/保志あかり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34-6 (EPUB) 

普遍級  

此花綺譚. 8/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69-1 (EPUB) 普遍

級  

死役所/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800-0 (第

10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老子怎麼可能是零號!調教肛.和乳頭

害我不斷高潮連連 /ミツハシトモ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96-4 (EPUB) 

NT$40 限制級  

老虎與藍領大叔. 下/時逆拾壱作; 青

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71-4 (EPUB) 

限制級  

老虎與藍領大叔. 上/時逆拾壱作; 青

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70-7 (EPUB) 

限制級  

老師不是便器。/ホン.トク作;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55-7 (EPUB) 

NT$69 限制級  

肌肉魔法使 MASHLE/甲本一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91-

8 (第 3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臣服於妖豔之月的曉之鳥/おもい央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797-1 (EPUB) 

NT$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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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壘!?/春楡いち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798-8 (EPUB) NT$40 限制級  

你只適合純情戀愛/Luria 作; 布丁媽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09-7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呆萌炮友. 社會人篇(特裝版)/重い実

作 ; 陳 家 恩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56-4 (EPUB) NT$88 限制級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

胃/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作;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60-8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妖怪旅館營業中. 8, 用料理收服鬼神

的胃/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35-3 (EPUB) 

普遍級  

妖怪連絡簿 . 27/綠川幸作 ; 尤靜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57-1 (EPUB) 

NT$55 普遍級  

妖怪調合者/許瑞峰[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347-460-4 (第 3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461-1 (第 3 冊:平裝

首刷附錄版) NT$140 普遍級  

妖物/賀来友治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7-512-0 (第 1 冊:平裝) NT$100 .-

- ISBN 978-626-347-513-7 (第 2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妖魔與僕人的契約條件/椹野道流原

作; SIO 漫畫; 陳盈岑譯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69-1 (EPUB) 普遍級  

完美拋棄 2 次貞操的方法/ずんだ餅

粉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84-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完美達令培育計畫現正開始中: 官能

小說家會有時變身肉食紳士/雪乃つ

きみ, 柊御琴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799-5 

(EPUB) NT$40 限制級  

希望這是最後一場戀愛/末広マチ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58-8 

(EPUB) NT$69 限制級  

我的丈夫其實是女生/津島つしま原

作; 蔡孟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714-0 (EPUB) 普遍級  

我的丈夫其實是女生/津島つしま原

作; 蔡孟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715-7 (PDF) 普遍級  

我的兒時玩伴原來是異於常人/伊藤

にゅうし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00-8 (EPUB) 

NT$40 限制級  

我的店長過於甜美(全一冊)/柳ゆと

作 ; 游 若 琪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72-1 (EPUB) 限制級  

我的房屋成了魔宮休息所這檔事/東

国不動原作; たこやよし作畫; 李昆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577-3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我的英雄學院/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65-9 (第

36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我的推是壞人大小姐。/いのり。作; 

青乃下漫畫;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40-608-7 (第 2 冊:平裝) NT$140 .-

- ISBN 978-626-340-609-4 (第 2 冊:平

裝特別版) NT$200 普遍級  

我的理想異世界生活. 總集篇/イチ

リ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90-

3 (第 1 冊:平裝) NT$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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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04-7 

(PDF) NT$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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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05-4 

(EPUB) NT$464 限制級  

我的詛咒吸血姬/金井千咲貴作; 杜

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21-

9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我的摯友擁有性轉 TS 體質. 總集篇/

雨天あめか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37-5 (第 1 冊:平裝) NT$450

限制級  

我的警察先生/にやま作; AKIRA 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822-

2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們之間更加深入的連結方法。: 超

人氣網紅的體內高潮開發課程/水埜

あじ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801-5 (EPUB) 

NT$40 限制級  

我們的祕密(全一冊)/山本小鉄子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94-3 (EPUB) 限制級  

我們是工作上的番!/木上マリカ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61-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家的天才寶貝(愛藏版). 2/羅川真

里茂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59-5 (EPUB) NT$170 普遍級  

我家的天才寶貝(愛藏版). 3/羅川真

里茂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60-1 (EPUB) NT$170 普遍級  

我推的孩子/赤坂アカ原作; 橫槍メ

ンゴ漫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1 .-- 22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614-8 (第 8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種乃なかみ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31-7-1 (第 4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 4/種乃なかみ

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

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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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96784-0-2 (EPUB) 

普遍級  

我逗弄著夢魔美食家 /星名あんじ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38-2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我握住裙襬的手至今都還在發抖 . 

01/佐野タカシ作; 小天野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74-5 (EPUB) 限制級  

把自己賣給你,今後我就是你的妻子/

孝野とり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02-2 

(EPUB) NT$40 限制級  

投手丘之花. 8/角谷建耀知┴星櫻高

中漫研社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53-0 

(EPUB) 普遍級  

李崇萍作品集: CHIC= Nicky Lee art 

collection/李崇萍[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71-4 (精裝) NT$460 普遍級  

沉落.焦糖(全一冊)/世作; 風花, 都雪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75-2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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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0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16-2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狂鳴我的命定之番;β. 3/楔ケリ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72-1 (PDF) NT$140 限制級  

狂鳴我的命定之番;β. 3/楔ケリ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73-8 (EPUB) NT$140 普遍級  

那份戀愛將侵蝕他/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597-1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那城/黃照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112 .-- 6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206-45-4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好呢?/木山は

る作; 夏飴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158-5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好呢?/木山は

る作; 夏飴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200-1 (EPUB) NT$90 限制級  

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好呢?/木山は

る作; 夏飴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201-8 (PDF) NT$90 限制級  

來自遠方(愛藏版). 5/冰川京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61-8 

(EPUB) NT$180 普遍級  

來自遠方(愛藏版). 6/冰川京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62-5 

(EPUB) NT$180 普遍級  

來自遠方(愛藏版). 7/冰川京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63-2 

(EPUB) NT$180 普遍級  

兔子迷戀小狗狗/にゑ作; 琦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2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667-7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し

めさば原作; 足立いまる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2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53-0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7/

しめさ ば原 作 ; 足立いま る漫畫 ;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14-8 (EPUB) 普遍級  

和上司打砲之後竟互換身體是怎麼

回事!?/明治みちる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21-3 (EPUB) NT$40 限制級  

和妹妹一起看 AV. 1, 睡前愛愛番外

篇/三上ミ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30-6 (平裝) NT$240 限制級  

命 運 之 人 , 強 勢 登 場 。 /NIWATOR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95-0 

(EPUB) 限制級  

夜半吸血如有打擾,敬請見諒。. 01/

あみだむく作; 潘琳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76-9 (EPUB) 限制級  

夜晚與兩人(全一冊)/ジョゼ作; MO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77-6 (EPUB) 

限制級  

孤高之人/坂本真一作; 平川遊佐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821-

5 (第 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孤高獸人和單蠢不良/ひじき作; 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68-7 (EPUB) 

NT$69 限制級  

官能小說家最喜歡的 /安滋かづ作; 

流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1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589-6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尚未成熟的獸人孩子們/都みめこ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12-6 (EPUB) 限制級  

尚未成熟的獸人孩子們/都みめこ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13-3 (PDF) 限制級  

幸運女神求職中/青木 U 平原作; よ

しづきくみち漫畫;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70-0 (EPUB) NT$55 普遍

級  

彼岸島 48 天後.../松本光司作; 林武

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578-0 (第 19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彼岸島 48 天後.... 十八/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92-6 (EPUB) NT$91 限制級  

怪怪守護神. 22/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72-4 (EPUB) 

NT$55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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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守護神. 23/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73-1 (EPUB) 

NT$55 限制級  

怪怪守護神. 24/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74-8 (EPUB) 

NT$55 限制級  

怪怪守護神. 25/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75-5 (EPUB) 

NT$55 限制級  

怪怪守護神. 26/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76-2 (EPUB) 

NT$55 限制級  

怪物事變. 16/藍本松作; 伶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78-3 (EPUB) 普遍級  

怕生女友. 3/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24-0 (EPUB) 

NT$55 普遍級  

明明我喜歡巨乳,卻轉生到 BL 的世

界/尚月地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86-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東大特訓班. 2/三田紀房作; 章澤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594-0 (第 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503-8 (第 23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626-347-504-

5 (第 2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 15/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78-6 (EPUB) 

NT$55 普遍級  

炎炎消防隊. 33/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80-9 (EPUB) 

NT$55 普遍級  

*狎客行之九真陰經(十八週年紀念

版)/麥人杰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大

辣, 11111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66-8-7 (精裝) NT$800 限

制級  

狎客行之九真陰經: 十八週年紀念版

/麥人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66-7-0 (EPUB) 限制級  

狐狸女孩 Q. 1/雨隠ギド作; 李其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81-6 (EPUB) 

NT$69 普遍級  

空母伊吹/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815-4 (第

10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臥底威龍/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596-

4 (第 60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 11/天樹征丸

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82-3 (EPUB) NT$55 普遍

級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30th/天樹征丸

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485-7 (第 2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金 甲 玫 瑰 . 4, 拉 瑪 扔 傳 說 = Rose 

Armor/鐵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鐵

柱, 11110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46-1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金牌得主. 1/TSURUMAIKADA 作; 江

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83-0 

(EPUB) NT$55 普遍級  

青年島耕作. 1/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16-4 (EPUB) 限制級  

青年島耕作. 1/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17-1 (PDF) 限制級  

青年島耕作. 2/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18-8 (EPUB) 限制級  

青年島耕作. 2/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22-5 (PDF) 限制級  

青年島耕作. 3/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23-2 (EPUB) 限制級  

青年島耕作. 3/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24-9 (PDF) 限制級  

青年島耕作. 4/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25-6 (EPUB) 限制級  

青年島耕作. 4/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26-3 (PDF) 限制級  

青春之箱/三浦糀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347-478-9 (第 7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青春再會!/茶渋たむ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74-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 . 14/昇一作 ;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79-0 

(EPUB) 普遍級  

勇者育成計畫/Haru 作; Yoshiki 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70-7 (EPUB) 

普遍級  

姪女的性愛消遣/チーム☆ラッキー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03-9 (EPUB) 

NT$40 限制級  

拼貼愛的記號/あまさわ蟹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28-5 (EPUB) 限制級  

指縫中的太陽/柯宥希(顆粒)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目宿媒體, 1111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22-6-

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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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茜色的旋轉木馬 /今井ゆうみ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41-2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春風的異邦人/紀伊カンナ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90-

1 (第 5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星期一症候群的亡靈/瀧本羊子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29-2 (EPUB) 限制

級  

查無犯罪事實/鄭心媚編劇; 森森漫

畫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動 力 , 

1111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62-3 (上冊:平裝) NT$260 普

遍級  

流浪貓與大野狼. 1/ミユキ蜜蜂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91-5 

(EPUB) NT$55 普遍級  

洗衣機上的濕身乳搖 sex: 被強力震

動搞到高潮!/ことぶきまいむ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51-6 (EPUB) 限制

級  

派對咖 XX/わらし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35-1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派對咖孔明/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480-2 (第 1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派對咖孔明. 9/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

亮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90-8 (EPUB) NT$55 普遍級  

為了你。. 1/シュクリーン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06-1 (PDF) NT$176 限制

級  

為了你。. 1/シュクリーン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07-8 (EPUB) NT$176 限

制級  

為你痴狂/め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394-1 (平裝) NT$320 限制級  

為墜落人間的聖騎士獻上拿手好菜 

我愛上了祖先的未婚夫/ゆちば原作; 

KK 漫畫; Kamome 譯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83-7 (EPUB) 普遍級  

狩獵 /萱草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08-5 (PDF) NT$144 限制級  

狩獵 /萱草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09-2 (EPUB) NT$144 限制級  

相隔 8 年再次愛上你(全一冊)/淺井

西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80-6 (EPUB) 限制級  

相談役島耕作. 1/弘兼憲史作; 耘希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28-7 (EPUB) 限制級  

相談役島耕作. 1/弘兼憲史作; 耘希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30-0 (PDF) 限制級  

穿越到異世界之後卻迷上了自己的

情敵!?/淀川ゆお漫畫;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

601-5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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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24-7 (第

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約定之夜/神楽優人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10-8 (PDF) NT$144 限制級  

約定之夜/神楽優人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11-5 (EPUB) NT$144 限制級  

美色無邊虛張聲勢貪瞋癡的幹譙西

遊記/赤色マッシュ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04-6 (EPUB) NT$40 限制級  

美妝搭檔情人. 1/楢島さち作; 猴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92-2 (EPUB) 

NT$69 限制級  

要是演變成戀愛就不好了/樹林みな

み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30-8 (EPUB) 

限制級  

計劃性反射條件制造者(全一冊)/つ

し子作; ch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82-0 (EPUB) 限制級  

面具伯爵與黑水晶新娘的焦急羅曼

史/氷堂れ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05-3 

(EPUB) NT$40 限制級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 vol.4/天野ど

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12-2 (PDF) 

NT$208 限制級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 vol.4/天野ど

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13-9 

(EPUB) NT$208 限制級  

借用異世界神之威召喚出神子大人/

大庭アキ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40-5 (第 1 冊:平裝) NT$230

限制級  

哥哥就是溺愛我/杉原マチコ作; 曾

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65-

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家中便是縱慾部屋/天仁屋よしわき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39-9 (平

裝) NT$230 限制級  

家犬的災難/垣崎丹真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155-

4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家犬的災難/垣崎丹真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82-0 (EPUB) 

NT$90 限制級  

家犬的災難/垣崎丹真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83-7 (PDF) 

NT$90 限制級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CLAMP 作; 陳

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468-0 (第 13

冊 :平裝 ) NT$100 .-- ISBN 97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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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673-8 (第 13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50 普遍級  

時光流逝,向橋前行/日高ショーコ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492-5 (第 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格萊普尼爾. 5/武田寸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93-9 (EPUB) 

NT$55 普遍級  

殉國的 Alpha: Omega.凡爾賽/嶋木明

子作; 矢部そうすけ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11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00-7145-5 (第 1 冊:平

裝) NT$100 限制級  

殉國的 Alpha: Omega.凡爾賽. 1/嶋木

明子作; 矢部そう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84-4 (EPUB) 

NT$70 限制級  

殉國的 Alpha: Omega.凡爾賽. 1/嶋木

明子作; 矢部そう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85-1 (PDF) NT$70

限制級  

烈焰先鋒 救國的橘衣消防員/曾田正

人, 冨山玖呂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347-499-4 (第 3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500-7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琉璃色的光暈/稔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631-5 (EPUB) 限制級  

琉璃與騎士/依歡[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

678-3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679-0 (第 1 冊:平裝首刷

附錄版) NT$140 普遍級  

破曉之歌/ユノイチカ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0-606-3 (第 3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626-340-607-0 (第

3 冊:平裝特別版) NT$200 限制級  

祕而不宣的疼愛法. 01/卯蟹うか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84-4 

(EPUB) 普遍級  

祕藏情事/弐号アキラ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06-0 (EPUB) NT$40 限制級  

神啊,還有沒有別的轉生人生能夠選

擇啊!!/あとのすけ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07-7 (EPUB) NT$40 限制級  

純愛墮落者/三坂ニウム作; 熊次郎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32-4 (EPUB) 限制級  

純愛墮落者/三坂ニウム作; 熊次郎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34-8 (PDF) 限制級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4/山田羊作; 哈

泥蛙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35-5 (EPUB) 普遍級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4/山田羊作; 哈

泥蛙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36-2 (PDF) 普遍級  

討厭鬼與太陽/悠作; JuRy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166-0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討厭鬼與太陽/悠作; JuRy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02-5 (EPUB) 

NT$90 普遍級  

討厭鬼與太陽/悠作; JuRy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03-2 (PDF) 

NT$90 普遍級  

迷宮飯/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0-596-7 (第 12 冊:平

裝) NT$140 .-- ISBN 978-626-340-597-

4 (第 12 冊:平裝限定版) NT$259 .-- 

ISBN 978-626-340-598-1 (第 12 冊:平

裝典藏版) NT$140 普遍級  

高良同學與天城同學/はなげのまい

作;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064-6 (第 2 冊:平裝)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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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39-4 (EPUB) 普遍級  

高良同學與天城同學. 2/はなげのま

い作;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36-0 (EPUB) 普遍級  

偽 裝 的 真 實 之 吻 / 末 広 マ チ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95-3 (EPUB) NT$69 限制級  

偽裝與欺騙/akabeko 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96-0 (EPUB) 

NT$69 限制級  

做不到的兩人/里村作; 紅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587-

2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做個鬼臉吧/久世岳作; 花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00-7151-6 (第

1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做個鬼臉吧. 1/久世岳作; 花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04-9 (PDF) 

NT$100 普遍級  

做個鬼臉吧. 1/久世岳作; 花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05-6 (EPUB) 

NT$100 普遍級  

偵探事務所的飼主大人/noji 作; 呂郁

青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91-2 (EPUB) 

普遍級  

寄居小弟的未來結局/木山はる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32-2 (EPUB) 限制

級  

專職出軌: 日漸沉淪的主夫與主婦/

甘詰留太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623-0 (第 4 冊: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常盤來也!!. 9/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99-1 (EPUB) 

NT$55 普遍級  

帶子 Ω 與暴君黑道/永乃あづみ作; 

都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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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340-592-9 

(EPUB) 普遍級  

從女高中生時代重新打造退休藍圖/

林達永原作; 李惠成漫畫; 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22-3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接下來是非公開談話 /早寢電灯作; 

賴思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37-9 (EPUB) 限制級  

接下來是非公開談話 /早寢電灯作; 

賴思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38-6 (PDF) 限制級  

排球少年社團活動!!/宮島京平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93-

2 (第 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啟示錄四騎士. 5/鈴木央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94-6 (EPUB) 

NT$55 普遍級  

啟航吧!編舟計畫. 下/三浦紫苑原作; 

雲田晴子漫畫;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598-4 (EPUB) NT$55 普遍級  

啟航吧!編舟計畫. 上/三浦紫苑原作; 

雲田晴子漫畫;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597-7 (EPUB) NT$55 普遍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795-9 (第

1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3/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39-3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 13/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41-6 

(PDF) 普遍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1/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44-7 (EPUB) 普遍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1/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43-0 (PDF) 普遍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2/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45-4 (EPUB) 普遍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2/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50-8 (PDF) 普遍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3/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46-1 (EPUB) 限制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3/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51-5 (PDF) 限制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4/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47-8 (EPUB) 普遍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4/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49-2 (PDF) 普遍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5/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48-5 (EPUB) 普遍級  

殺戮重生犬屋敷. 5/奧浩哉作; 賴思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52-2 (PDF) 普遍級  

淡然而深摯/きはら記子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41-4 (EPUB) 限制級  

淫溺的令嬢. 6, 沉溺於肉慾的野獸/

クロ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432-0 (平裝) NT$230 限制級  

深夜食堂/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1110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61-42-8 (第 25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深夜食堂 . 25/安倍夜郎作 ; 丁世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

播,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1-44-2 (EPUB) 普遍級  

現在除了 SEX 以外什麼都不想/藤峰

式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53-9 (EPUB) 限制級  

現在除了 SEX 以外什麼都不想/藤峰

式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54-6 (PDF) 限制級  

甜辣繼姊妹左右夾攻 /霧崎秀征作;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057-8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甜辣繼姊妹左右夾攻. 1/霧崎秀征作;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17-9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來的企業進軍!?: 前社畜轉職

到異世界 !打造勇者難以征服的迷

宮!. 1/七士七海原作; 鵜山はじめ漫

畫 ; 方 郁 仁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625-7 (EPUB) NT$55 普遍級  

異世界的處置依社畜而定/八月八原

作; 采和輝漫畫;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7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15-5 (第 2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異世界精靈發情之魔眼. 2, 魔鏡篇/

あやかわりく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29-0 (平裝) NT$250 限制級  

異世界戀愛饗食. 3/嵐星人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00-4 (EPUB) NT$69 限制

級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masha 漫畫; 

天原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13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52-3 (第 6 冊:

平裝) 限制級  

粗點心戰爭. 9/琴山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01-1 (EPUB) 

NT$55 普遍級  

組 長 女 兒 和 保 姆 . 4/ つ き や 作 ; 

CHIKA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8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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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力系魔王大人的優雅日常 (全一

冊)/楢崎ねねこ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633-9 (EPUB) 限制級  

被我的魅魔三姊妹榨得一乾二淨. 1, 

次女菈米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12 .-- 8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428-3 ( 平 裝 ) 

NT$300 限制級  

被拋棄的 Ω 迎接第二春/いさか十五

郎作; 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05-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被狡猾的男人撿回家/うすいしっぽ

作; 魚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冊 .-- ISBN 978-626-00-7163-

9 (上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

626-00-7164-6 (下冊:平裝) NT$150 限

制級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7/山田恵庸作; 

吊木光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79-7 (EPUB) NT$91 限制級  

這個吻無法被寫成報導/西本ろう作; 

SAKANA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8-792-8 (平裝) NT$200 限制級  

通往全新的你/三都慎司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511-3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

的本子/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31-3 (第 6 冊:平裝) NT$200

限制級  

通靈童子 尋找馬爾科. 1/武井宏之原

作; JET 草村漫畫; 陳楷錞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11-0 (EPUB) NT$55 普遍

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20/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12-7 

(EPUB) NT$120 普遍級  

通靈童子 FLOWERS. 1/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13-4 

(EPUB) NT$55 普遍級  

透 過 接 觸 感 應 她 的 身 體 。 /mitsuki 

tayur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55-4 

(EPUB) 限制級  

陷眠者= Sleeping brain/KUCHiXO 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相之丘, 11201 .--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792-0-1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52-

050-9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52-051-6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10/五十嵐正邦

作;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18-6 (EPUB) 普遍級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11/五十嵐正邦

作;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19-3 (EPUB) 普遍級  

最後,我的青春愛情喜劇以童貞收尾。

/宮越良月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2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34-4 (平裝) NT$200 限制級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タンバ原作 ; 天海雪乃漫畫 ; umon

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71-4 

(EPUB) 普遍級  

博兒的東瀛紀行/佐々大河作; 劉子

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47-9 (第 9 冊:平裝) 限制級  

博兒的東瀛紀行. 9/佐々大河作; 劉

子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02-5 (EPUB) 限制級  

喜歡我就討好我/里つばめ作; 平川

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24-6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堤亞穆帝國物語: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漫畫版). 4/

杜乃ミズ作; 張凱鈞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85-1 (EPUB) 普遍級  

寒來暑往,幸福如雲接踵而來/ソライ

モネ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34-6 

(EPUB) 限制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新裝版)/水上悟

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冊 .-- ISBN 978-626-00-

7148-6 (第 3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00-7149-3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惡德淫醫. 貳/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92-7 ( 平 裝 ) 

NT$240 限制級  

描繪戀愛的繽紛色彩/紺ーしょた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14-1 

(EPUB) NT$69 限制級  

援助交配. 總集篇. 2/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14-6 (PDF) NT$464

限制級  

援助交配. 總集篇. 2/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15-3 (EPUB) 

NT$464 限制級  

棒球大聯盟 2nd/滿田拓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

621-6 (第 24 冊:平裝) NT$99 普遍級  

渲染橙橘的天空/あたる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35-3 (EPUB) 限制級  

渴望又抗拒的深入接觸/櫻井タイキ

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514-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渴望復仇的最強勇者憑藉黑暗之力

展開殲滅無雙. 03/斧名田マニマニ

原作; 坂本あきら漫畫; 李俊銘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86-8 (EPUB) 普遍

級  

無法結婚的櫻庭前輩的愛很不得了!/

晴山晴緒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08-4 (EPUB) 

NT$40 限制級  

無套性愛直播/島津鉄甲作; 熊次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77-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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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套性愛直播/島津鉄甲作; 熊次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78-5 

(PDF) 普遍級  

無意間變成狗,被喜歡的女生撿回家。

/古川五勢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347-501-4 (第 3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626-347-502-1 (第 4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無意間變成狗 ,被喜歡的女生撿回

家。. 1/古川五勢作; 方郁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15-8 (EPUB) NT$55 限制

級  

然後就是深深的一吻。: 野獸的愛撫

絕招是舌頭/響らっ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09-1 (EPUB) NT$40 限制級  

童貞的我轉生之後變好色船長(也就

是傳說中的婊子)徹底放蕩不羈愛自

由/キヅグチ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10-7 

(EPUB) NT$40 限制級  

虛構的和諧音 /アキハルノビタ作; 

布丁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533-5 (平裝) NT$160 限制級  

虛構推理. 16/城平京原作; 片瀬茶柴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616-5 (EPUB) NT$55 普遍級  

註定與你香遇。/sawaco 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11-4 (EPUB) NT$40 限制級  

貼身快感之愛/湯裸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43-4 (EPUB) 

NT$69 限制級  

貴族轉生: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

強力量/三木なずな原作; 華嶋ひす

い漫畫; 倚風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20-9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超坦率的淫魔好可愛 /霰屋こん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57-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超坦率的淫魔好可愛 /霰屋こん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86-8 (EPUB) NT$90 限制級  

超坦率的淫魔好可愛 /霰屋こん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87-5 (PDF) NT$90 限制級  

超異域公主連結 Re:Dive 官方插畫作

品集/電撃ゲーム書籍編集部作;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7-508-

3 (第 1 冊:平裝) NT$1150 普遍級  

超超超超超喜歡你的 100 個女朋友/

中村力斗原作; 野澤ゆき子漫畫; 凜

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94-

9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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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28-3-9 (EPUB) 

普遍級  

集合!RENDEZVOUS. 2, 發光的琉璃

印/Rendezvous Studio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澄波藝術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2228-4-6 (PDF) 

普遍級  

集合!RENDEZVOUS. 2, 發光的琉璃

印/Rendezvous Studio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澄波藝術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2228-5-3 (EPUB) 

普遍級  

集合!RENDEZVOUS. 2, 發光的琉璃

印/Rendezvous Studio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澄波藝術文化, 112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228-6-0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黃金神威/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814-

7 (第 28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7/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57-7 (EPUB)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7/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58-4 (PDF) 普遍級  

黑羊/雅鳳みゃと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17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619-6 (第 1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黑色聖者輕聲淺笑 /サガミワカ作; 

馮鈺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66-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黑岩目高不把我的可愛放在眼裡. 1/

久世蘭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45-8 (EPUB) NT$55 普遍級  

黑鳥行動: 貝加爾湖.東正教.烏鴉/李

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8-15-6 (EPUB) 

普遍級  

黑暗集會. 7/近藤憲一作; yuzuru 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87-5 (EPUB) 普遍

級  

黑貓男友: 請小心發情期的猛獸在床

上發威!!/ヒロメチサ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12-1 (EPUB) NT$40 限制級  

黑貓與魔女的教室/金田陽介作;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676-9 (第 1 冊:

平裝) NT$105 .-- ISBN 978-626-347-

677-6 (第 2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626-347-703-2 (第 1 冊:平裝首刷

附錄版) NT$115 普遍級  

黑錢紳士的危險惡癖 /さとう蜂子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52-3 (EPUB) 

限制級  

傲嬌反派千金莉潔洛特與實況主遠

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惠ノ島す

ず原作; 逆木ルミヲ作; 黛西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19-3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想要狠狠咬住你!/楢崎寧々子作; 七

絃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62-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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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狠狠咬住你!/楢崎寧々子作; 七

絃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06-3 (EPUB) NT$90 限制級  

想要狠狠咬住你!/楢崎寧々子作; 七

絃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07-0 (PDF) NT$90 限制級  

想要踐踏的男人/金子亞子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53-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想做料理的她與愛吃美食的她. 1/ゆ

ざきさかおみ作;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41-7 (EPUB) 

普遍級  

想做料理的她與愛吃美食的她. 2/ゆ

ざきさかおみ作;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42-4 (EPUB) 

普遍級  

想將君主陛下擁入懷中/秋山花緒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64-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想尋求慰藉的黛冬憂子/Noe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16-0 (PDF) NT$144

限制級  

想尋求慰藉的黛冬憂子/Noe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17-7 (EPUB) 

NT$144 限制級  

想讓混獸鳴叫到最深處/南国ばなな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67-7 (EPUB) NT$90 限制級  

想讓混獸鳴叫到最深處/南国ばなな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68-4 (PDF) NT$90 限制級  

愛在征服世界後. 1/野田宏原作; 若

松卓宏漫畫;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46-5 (EPUB) NT$55 普遍級  

愛哭男孩的小秘密/おまゆ作; 夏未

央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47-2 (EPUB) 

NT$69 普遍級  

愛哭鬼房東美紅瑠/きはら記子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36-0 (EPUB) 限制

級  

愛與拼湊/こいでみえこ作; 亞美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159-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愛與拼湊/こいでみえこ作; 亞美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88-2 

(EPUB) NT$90 限制級  

愛與拼湊/こいでみえこ作; 亞美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189-9 (PDF) 

NT$90 限制級  

搖曳露營△. 13/あ f ろ作; 游非凡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48-9 (EPUB) 

NT$69 普遍級  

新進職員/moscareto, ZEC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0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4-540-5 (第

1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極彩之家. 8/びっけ作; 李芝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49-6 (EPUB) 

NT$69 普遍級  

極樂鳥日子/はらだ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6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89-5 (第 4 冊: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腰軟下來的話我就插進去囉: 在漆黑

的密室裡無法抵抗/りっか光 C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13-8 (EPUB) NT$40 限制

級  

運之掌上/マルコ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18-4 (PDF) NT$176 限制級  

運之掌上/マルコ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19-1 (EPUB) NT$176 限制級  

達爾文遊戲. 22/FLIPFLOPs 作; 陳鈞

然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88-2 (EPUB) 

普遍級  

圖靈信使. II, 失蹤的名畫人物/林芳

宇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林芳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39-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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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20-7 (PDF) 

NT$200 限制級  

夢魔美食家正在誇耀著/星名あんじ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21-4 (EPUB) 

NT$200 限制級  

徹夜之歌/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7-505-2 (第 7 冊:平裝) NT$100 .-

- ISBN 978-626-347-506-9 (第 8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626-347-507-

6 (第 9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347-659-2 (第 7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130 普遍級  

截稿日之前,百合的進度特別快/平坂

読原作 ; さきだ咲紀漫畫 ; 杜信彰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63-9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歌舞伎町牛郎吸精之夜.SEX/久留米

く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814-5 (EPUB) 

NT$40 限制級  

瑪莉的音樂盒(古屋兔丸經典復刻二

十年紀念版 )/古屋兔丸著 ; 黃鴻硯

譯 .-- 1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14-4 

(EPUB) 普遍級  

瑪莉的音樂盒(古屋兔丸經典復刻二

十年紀念版)= Marie の奏でる音楽/

古屋兔丸著; 黃鴻硯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臉譜, 11112 .-- 52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15-211-3 ( 平 裝 ) 

NT$599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0/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63-8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0/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1-3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1/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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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64-5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1/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2-0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2/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65-2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2/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3-7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3/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66-9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3/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4-4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4/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67-6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4/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5-1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5/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68-3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5/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6-8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6/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69-0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6/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7-5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7/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0-6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7/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78-2 (PDF)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8/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695-2 (EPUB) 普遍級  

福星小子(完全版). 18/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696-9 (PDF) 普遍級  

稱讚我是乖孩子/櫻井タイキ作; 灰

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18-

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精靈巫女的性愛工作/すえゆう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22-1 (PDF) NT$256

限制級  

精靈巫女的性愛工作/すえゆう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23-8 (EPUB) 

NT$256 限制級  

與你同甘共苦/有馬嵐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37-7 (EPUB) 限制級  

與雪女同行吃蟹. 2/Gino0808 作; 蔡妃

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64-9 (EPUB) 

NT$55 限制級  

與雪女同行吃蟹. 3/Gino0808 作; 蔡妃

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65-6 (EPUB) 

NT$55 限制級  

與童年偶像的肉慾雙人體操!棉花糖

女孩那又如何,禽獸花美男的甜蜜一

對一指導/絢瀬マコト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15-2 (EPUB) NT$40 限制級  

與隔壁鄰居啟動居家辦公性愛: 我自

慰時的叫聲都被聽光光!?/ヒノノメ

ヒナ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816-9 (EPUB) 

NT$40 限制級  

與魅魔姐姐的榨精性活/綾枷ちよこ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24-5 (PDF) 

NT$208 限制級  

與魅魔姐姐的榨精性活/綾枷ちよこ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25-2 (EPUB) 

NT$208 限制級  

與離家少女的甜蜜恩愛同居生活. 1/

シツジ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26-9 

(PDF) NT$216 普遍級  

與離家少女的甜蜜恩愛同居生活. 1/

シツジ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27-6 

(EPUB) NT$216 限制級  

語意錯誤. 1/J.Soori 原作; Angy 漫畫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43-1 

(EPUB) 普遍級  

語意錯誤. 2/J.Soori 原作; Angy 漫畫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44-8 

(EPUB) 普遍級  

輕鬆時光: 超能力男孩們的閒適生活

/S 井ミツル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534-2 (平裝) NT$140 普

遍級  

遙遠的家/八田てき作; 林芝伃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2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825-3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酷蓋爸爸. 2: 劇照書/GagaOOLala 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47-1 

(EPUB) 普遍級  

酷蓋爸爸. 2: 劇照書/GagaOOLala 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48-8 (PDF) 

普遍級  

銀河英雄傳說. 21/田中芳樹原作; 藤

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89-9 (EPUB) 普遍級  

鳳凰之符/ホン.トク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12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96-5 (平裝 ) NT$250 .-- 

ISBN 978-626-331-397-2 (平裝珍藏版) 

NT$300 限制級  

齊木楠雄的災難. 16/麻生周一作; 江

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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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347-566-3 

(EPUB) NT$55 普遍級  

劉備德子只想安靜過生活/仲野惠美

子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冊 .-- ISBN 978-626-00-

7146-2 (第 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00-7147-9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劉備德子只想安靜過生活. 3/仲野惠

美子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08-7 (PDF) NT$70 普遍級  

劉備德子只想安靜過生活. 3/仲野惠

美子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09-4 (EPUB) NT$70 普遍級  

劉備德子只想安靜過生活. 4/仲野惠

美子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10-0 (PDF) NT$70 普遍級  

劉備德子只想安靜過生活. 4/仲野惠

美子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11-7 (EPUB) NT$70 普遍級  

墮天使/歩田川和果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73-4 (平裝) 

NT$150 限制級  

暴君也可以很溺愛/篠貴よう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817-6 (EPUB) NT$40 限制級  

殤否/Gen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45-5 (EPUB) 普遍級  

請託之事 ,難以啟齒 /腰乃作 ; 紅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11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588-9 (第 3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調教開發無知的魅魔 /色谷あすか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89-7 (平

裝) NT$200 限制級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479-6 (第 27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戰國權兵衛. 6/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67-0 (EPUB) 

NT$55 普遍級  

戰隊大失格/春場葱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84-0 (第 7 冊: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戰隊大失格. 2/春場葱作; 江昱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69-4 (EPUB) 

NT$55 普遍級  

撿到一個渣男/巨小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154-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撿到一個渣男/巨小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90-5 (EPUB) 

NT$90 限制級  

撿到一個渣男/巨小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91-2 (PDF) 

NT$90 限制級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

歸 來 / 富 野 由 悠 季 原 作 ; Ark 

Performance 漫畫; 王榮毅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046-2 (第

23 冊:平裝) 普遍級  

機動戰士鋼彈 NT/矢立肇, 富野由悠

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九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056-

1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閻鐵花/常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辣, 11112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66-9-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曖昧且熾熱的回答 /真白しろいろ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395-8 (平

裝) NT$200 限制級  

環繞全身的毒/左藤さなゆき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68-

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8/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20-1 (EPUB)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 18/畑健二郎作; 柯

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21-8 (PDF) 普遍級  

膽大黨/龍幸伸作; 蔡夢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77-2 (第 7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還珠哥哥/玄子十八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34-9 (EPUB) 

限制級  

餵貓的女孩/YAYA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目宿媒體,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22-5-9 (平裝) 

NT$230 普遍級  

點亮夜晚的光/圷見南子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38-4 (EPUB) 限制級  

獵人/冨檻義博作; 蔡夢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1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463-5 (第 37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繡眼花綻放. 2/中村明日美子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71-7 

(EPUB) NT$69 普遍級  

聶涅羅殿下的華麗非日常生活/杏ゆ

か里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515-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藍天下的追風少年/簡嘉誠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202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705-

8 (平裝) NT$240 普遍級  

藍蘭島漂流記/藤代健作; 李嘉箴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86-4 (第 38

冊:平裝) NT$100 限制級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走投無路!. 瀕臨毀滅篇/

山口悟原作; nishi 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18-

6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轉生貴族憑鑑定技能扭轉人生: 繼承

弱小領土後,招募優秀人才打造最強

領土. 1/未来人 A 原作; 井上菜摘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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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 吳 勵 誠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77-9 (EPUB) NT$55 普遍級  

醫院也瘋狂. 12, 台灣防疫落幕篇/雷

亞(林子堯), 兩元(梁德垣)作 .-- 桃園

市 : 林子堯,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677-5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雙人部屋/雪子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1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00-7150-9 (第 7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雛鳥、夜晚、遊樂園/ymz 作; 尤靜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510-6 (平

裝) NT$150 限制級  

騎乘之王/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81-9 (第 9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騎乘之王. 8/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84-7 (EPUB) 

NT$55 普遍級  

壞脾氣騎手征服溫馴戰馬/坂島原作; 

成田のもと漫畫; 吳美嬅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10-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獸與 Ω/青井さび作; 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347-531-1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532-8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羅賽塔: 盛宴餘燼/Eli Lin 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1 .-- 1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9-714-0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邊緣行動/芝村裕吏原著; キムラダ

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38-816-1 (第 10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鏈鋸人/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7-467-3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626-347-695-0 (第

1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30 普遍

級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9/

伏瀨原作 ; 川上泰樹漫畫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79-3 (EPUB) 

NT$55 普遍級  

懸絲傀儡的祈禱/樋木ゆいち作; 都

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93-6 (EPUB) 

普遍級  

觸摸的練習契約/MAE[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347-518-2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30 .-- ISBN 978-626-347-519-9 (第

1 冊:平裝首刷書盒限定版) NT$580

限制級  

觸摸的練習契約/MAE[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04-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櫻桃小丸子/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6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487-1 (第 1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霸道社長愛上我選擇逃跑可以嗎?/

宮崎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819-0 (EPUB) 

NT$40 限制級  

驅魔神手. 1/空詠大智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39-1 (EPUB) 限制級  

驅魔神手. 3/空詠大智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40-7 (EPUB) 限制級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もち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1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52-3 (第 10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魔王難為 . 11/紅淵原作 ; 蔡鴻忠漫

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85-4 (EPUB) 

NT$55 普遍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8/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86-1 

(EPUB) NT$190 普遍級  

歡迎光臨噬圖書總館: 民間童話<<戰

慄的小紅帽>>. 1/阿宗漫畫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飛魚創意,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37-1-3 

(EPUB) NT$120 普遍級  

歡迎光臨噬圖書總館: 民間童話<<戰

慄的小紅帽>>. 2/阿宗漫畫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飛魚創意,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37-2-0 

(EPUB) NT$120 普遍級  

戀愛(少女)的培育法. 2/万丈梓漫畫; 

陳律吟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590-5 

(EPUB) 普遍級  

戀愛軌道/日野ガラス作; 朔小方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

598-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戀愛得分. 1/LEN(A 一 7)作;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88-5 (EPUB) 

NT$55 限制級  

戀 愛 諜 報 機 關 /丹下 道 作 ;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29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617-9 (第 9 冊:平裝) NT$160 限制級  

鑽石王牌 act II. 24/寺嶋裕二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89-2 (EPUB) 

NT$55 普遍級  

鑽石魔女們. 4/今井ユウ作;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87-8 (EPUB) 

NT$55 限制級  

喵喵可蘿姬總集篇/konomi 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12 .-- 15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436-8 (第 2 冊:平

裝) NT$580 限制級  

銃夢火星戰記. 8/木城幸人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50-2 (EPUB) 

NT$55 普遍級  

緋彈的亞莉亞. 36/赤松中學作; 陳梵

帆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697-6 (EPUB) 普遍級  

緋彈的亞莉亞. 36/赤松中學作; 陳梵

帆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19-5 (PDF) 普遍級  

小說及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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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e Dendrogram> -無盡連鎖-. 19, 

幻夢境之王/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7-639-4 (平裝) 

NT$230 普遍級  

2 次初戀、告白再等一下下 /冬悸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13-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 不 存 在 的 戰 區 . Ep.11, Dies 

passionis/安里アサト作; 可倫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03-2 

(EPUB) 普遍級  

AE 事件簿. 5, 暗潮洶湧/喬許.蘭昂作;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

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30-6 (PDF) 普遍級  

Asterigos 失落迷城: 星殞將至/月亮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56-3 

(EPUB) 普遍級  

Asterigos 失落迷城: 星殞將至/月亮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657-0 

(PDF) 普遍級  

AV 經紀人: 從棒棒堂男孩到棒棒堂

叔叔/黃士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辣,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66-6-3 (EPUB) 普遍級  

Bunny 紀錄每一刻/賴嘉綾主筆 .-- 臺

北市 : 書林, 11111 .-- 9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93-10-5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Dream to Dream: 喚醒之際. I/沂默作 .-

- 初版 .-- 高雄市 : 半夜城,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76-5-3 

(EPUB) 普遍級  

Dream to Dream: 喚醒之際 . II/沂默

作  .-- 初 版  .-- 高 雄 市  : 半 夜 城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6-6-0 (EPUB) 普遍級  

Gifted 狼先生不放棄戀愛(全一冊)/寺

崎昴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57-8 (EPUB) 限制級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28/長月

達平作;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559-2 (EPUB) 普遍級  

Sugar Blues. 02/少年季節(Boyseason)

作; 鮭魚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

月書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1-22-0 (EPUB) 普遍級  

Sugar Blues. 03/少年季節(Boyseason)

作; 鮭魚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

月書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1-26-8 (EPUB) 普遍級  

Unnamed Memory 無名記憶. IV, 從白

紙重來/古宮九時作; 陳柏伸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47-654-7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VICE VERSA 反之亦愛. 1/JittiRain 作; 

烤鴨的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28-5 (EPUB) 普遍級  

VICE VERSA 反之亦愛. 2/JittiRain 作; 

烤鴨的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29-2 (EPUB) 普遍級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教育特

務. 12/ネコ光一作; Runoka 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60-0 (EPUB) 

普遍級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教育特

務. 12/ネコ光一作; Runoka 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61-7 (PDF) 

普遍級  

一七四: 超常事件小組/吐維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47-644-8 (第 3 冊:平

裝) NT$200 限制級  

一次不那麼尋常的例行勤務/鳥先生

著 .-- 初版 .-- 彰化縣 : 鳥語文化出版, 

11112 .-- 4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99623-2-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38-0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51-9 (第

27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人生何處無鯤鵬. 1/黑蛋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24-3-8 

(EPUB) NT$238 普遍級  

人生何處無鯤鵬. 2/黑蛋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24-4-5 

(EPUB) NT$238 普遍級  

人性枷鎖. 下/威廉.薩默塞特.毛姆著; 

徐淳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27-7 (PDF) 普遍級  

人性枷鎖. 下/威廉.薩默塞特.毛姆著; 

徐淳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28-4 (EPUB) 普遍級  

人性枷鎖. 上/威廉.薩默塞特.毛姆著; 

徐淳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25-3 (EPUB) 普遍級  

人性枷鎖. 上/威廉.薩默塞特.毛姆著; 

徐淳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26-0 (PDF) 普遍級  

上古守則的魔法騎士/羊太郎作; 劉

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459-

8 (第 4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上帝之手/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33-3 (EPUB) 普遍

級  

大明小學生/隨輕風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50-2 (第 3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72-

4 (第 3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92-2 (第 3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73-1 ( 第 2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18-9 (第

2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齊仙差/海岸邊的船隻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39-7 (第 2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52-

6 (第 2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74-8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魏聖主/七月未時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49-6 ( 第 3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70-0 (第

39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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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不擇手段!. 第五部, 女神的化身. V/

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 臺北市 : 皇

冠,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3-3953-3 (PDF) 普遍級  

山上的醫生館/于劍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5-05-1 (PDF) 

NT$420 普遍級  

山上的醫生館/于劍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5-06-8 (EPUB) 

NT$420 普遍級  

工程師之戀. 下/JittiRain 作; 儂若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532-0 

(PDF) 普遍級  

工程師之戀. 上/JittiRain 作; 儂若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531-3 

(PDF) 普遍級  

不起眼的我在妳房間做的事班上無

人知曉/ヤマモトタケシ作; Cato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98-1 

(EPUB) 限制級  

中醫許陽/唐甲甲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8-147-3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48-0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49-7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50-3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51-

0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152-7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53-4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54-1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55-8 (第 2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56-

5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公子別秀/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6-007-2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公爵與我/茱莉亞.昆恩(Julia Quinn)著; 

朱立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

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24-5-2 (EPUB) 普遍級  

天下第九/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76-2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11-0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12-7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13-4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14-

1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天堂之路. 1/封情老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50-5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堂之路. 2/封情老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51-2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堂之路. 3/封情老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52-9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堂之路. 4/封情老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53-6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堂之路. 5/封情老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54-3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堂之路. 6/封情老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55-0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太莽劍魁/關關公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53-3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54-0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55-7 (第 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56-4 (第 2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57-

1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巴別塔紀元/雷斯傑作 .-- 臺北市 : 新

文潮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53-2-8 (EPUB) 普遍級  

文豪偵探: 那些在亂步之前寫下謎團

的偉大作家: 夏目漱石、泉鏡花、谷

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

偵探小說精選集/夏目漱石, 泉鏡花, 

谷崎潤一郎, 芥川龍之介, 佐藤春夫

作; 王華懋譯; 陳余寬朗讀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0 .-- 約 487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6-06-3 (線上有

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方斯華/邱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41-6 (PDF) 普遍級  

方斯華/邱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42-3 (EPUB) 普遍級  

他來自謊言 最初的 180505/筆恩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7212-

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仙域科技霸主/試劍天涯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93-9 (第 2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94-

6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95-3 ( 第 2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96-0 (第

2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97-7 (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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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78-6 (第 6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79-

3 (第 6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80-9 ( 第 6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81-6 (第

6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82-3 (第 6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冬青樹下的福爾摩斯. 1/散狐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2-41-6 

(EPUB) 普遍級  

半仙闖江湖/客居仙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6-317-2 (第

1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

嗎?. 14/花間燈作; 吳天立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525-0 (EPUB) 普遍級  

奶奶的夏威夷祭祀/鄭世朗著; 胡椒

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31-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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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夏威夷祭祀/鄭世朗著; 胡椒

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32-1 (EPUB) 普遍級  

玄龍傳說/百分之七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37-3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71-7 (第

3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89-2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90-8 (第 3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91-

5 (第 4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田中家全員轉生. 2/猪口作; 蘇聖翔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566-0 (EPUB) 

普遍級  

伊人難為三部曲. 6, 打不過跑就對

了!/銀千羽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耕

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6-753-2 (EPUB) NT$175 普遍級  

伊人難為三部曲. 7, 做賊的喊抓賊/

銀千羽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耕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6-754-9 (EPUB) 普遍級  

伊豆的舞孃: 青春美學的極致書寫,

川端康成奠定文壇地位成名作/川端

康成著; 劉子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32-3 (EPUB) 普遍級  

伊豆的舞孃: 青春美學的極致書寫,

川端康成奠定文壇地位成名作/川端

康成著; 劉子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33-0 (PDF) 普遍級  

任務/姜邑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10-6 (EPUB) 普遍級  

光 之 年 代 / 惠 特 尼 . 夏 勒 (Whitney 

Scharer)作; 葉旻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41-4 (EPUB) 

NT$266 普遍級  

再一個謊言/東野圭吾著; 鍾蕙淳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6-00-1 

(EPUB) 普遍級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

世界照樣無敵: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

運/美紅作; 龔持恩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

516-8 (第 10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517-5 (第 10 冊:平裝首刷

附錄版) NT$210 普遍級  

在惡魔先生床上醒來的那天 /咪兔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669-1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40 限制

級  

在森崎書店的日子 /八木澤里志作; 

張秋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

羅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6-42-1 (EPUB) NT$224 普

遍級  

在暗殺目標前 B 轉 O 了/M.貓子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24-6-9 

(EPUB) 普遍級  

成為小說家賺上億吧 /松岡圭祐著; 

張雅婷譯 .-- 臺北市 : 凌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70-6-3 

(EPUB) 普遍級  

有妳沒有我的世界/倉結步著; 緋華

璃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春 光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98-6-0 (EPUB) 普遍級  

百年/許倍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小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263-9-9 (EPUB) 普遍級  

佐佐木與文鳥小嗶. 3, 在異世界奇幻

裡,異能戰鬥和魔法少女和死亡遊戲

都不是我的對手: 我是這麼想的,但

局勢變得詭異起來了/ぶんころり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46-2 (平裝) NT$210 .-- ISBN 978-626-

347-647-9 (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30

普遍級  

別來無恙(紀念版)/晨羽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7-05-4 (EPUB) 

普遍級  

劫色/緣雪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11-3 (EPUB) 普遍級  

吻我,騙子/Zig 著; 梁辰曦譯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冊 .-- ISBN 

978-626-00-7215-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00-7216-2 (第

2 冊:平裝) NT$350 限制級  

吻刺/執迷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栗子

文創工作室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058-2-8 (EPUB) 普遍

級  

完美夫妻/金柏麗.馬克奎特(Kimberly 

McCreight)著; 簡秀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44-3 (EPUB) 普遍級  

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馬尼尼為(林婉

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小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1313-9-1 (EPUB) NT$450 普遍級  

我在大乾修長生/蕭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32-8 (第 4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48-

9 (第 4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69-4 ( 第 4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19-6 (第

4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20-2 (第 4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21-9 (第 4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22-

6 (第 4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323-3 ( 第 4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24-0 (第

5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我的老攻是隻鬼?/一個精神病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7-645-5 (第 2 冊:

平裝) NT$200 限制級  

我的情夫是總裁/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28-2 (EPUB) 

普遍級  

我的情夫是總裁/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29-9 (PDF) 

普遍級  

我的推是壞人大小姐. 04/いのり原

作 ; 賴 詠 新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73-8 (EPUB) 普遍級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 1/三嶋与

夢 作 ; 偽 善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26-7 (EPUB) 普遍級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 2/三嶋与

夢 作 ; 偽 善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527-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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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張淑香著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59-1 (PDF) 

普遍級  

投桃/風露沁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7213-04-9 (第 1 冊:平裝) NT$430 .-- 

ISBN 978-626-7213-05-6 (第 2 冊:平裝) 

NT$330 普遍級  

李爾王(莎士比亞精選.廣播劇)/黃唯

哲作; 李昀晴, 李香生, 周寧, 孫中台, 

夏治世, 連思宇, 陳彥鈞, 張立昂, 康

殿宏, 曹冀魯, 穆宣名朗讀 .-- 臺北市 : 

遍路文化傳媒, 11111 .-- 約 1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47-6-5 (線上

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汴梁城外/羊二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78-8 (PDF) 普遍級  

狂仙/陳風笑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346-258-8 (第 2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59-5 (第 2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60-

1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61-8 ( 第 2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62-5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男女之間存在純友情嗎?(不 ,不存

在!). Flag 4, 不過,我們是摯友對吧?. 

上/七菜なな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11-7 (EPUB) 普遍

級  

秀賢/會變正方形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64-1 (PDF) 普遍級  

身為 VTuber 的我因為忘記關台而成

了傳說 . 3/七斗七作;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12-4 

(EPUB) 普遍級  

那個已然飽和的夏天。/カンザキイ

オリ作; 韓宛庭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10-2 (EPUB) 普遍級  

那個已然飽和的夏天。/カンザキイ

オリ作; 韓宛庭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11-9 (PDF) 普遍級  

來自失樂園. 第五屆林佛兒獎作品集

/Sadar, 林詩七, 金柏夫, 衍波, 飛樑, 軸

見康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643-3 (EPUB) 普遍級  

來自失樂園. 第五屆林佛兒獎作品集

/Sadar, 林詩七, 金柏夫, 衍波, 飛樑, 軸

見康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644-0 (PDF) 普遍級  

其實是繼妹。: 總覺得剛來的繼弟很

黏我. 1/白井ムク作; 楊采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13-1 

(EPUB) 普遍級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 下次見面時請讓

我品嘗你煮的咖啡/岡崎琢磨著; 林

玟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53-5 (EPUB) NT$320 普遍級  

姊夫最銷魂/菲比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30-5 (EPUB) 普遍

級  

姊夫最銷魂/菲比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31-2 (PDF) 普遍級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10, 等級

至上主義的野獸們/五示正司作; 徐

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655-

4 (平裝) NT$230 .-- ISBN 978-626-347-

656-1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80 普遍

級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6, 名產

店孤兒院分店的王都收復戰/五示正

司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449-9 (EPUB) 普遍級  

怪盜紳士: 亞森.羅蘋(注音版)(中高

年級讀本 )/莫里斯 .盧布朗 (Maurice 

Leblanc)著; 蘇瑩文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好讀,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8-642-1 (EPUB) 普遍級  

所羅門的偽證. I, 事件/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6-01-8 (EPUB) 普遍級  

明明是魔族的我,為什麼變成了拯救

人界的英雄?. vol.1/天罪作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10-2 (EPUB) 普遍級  

林肯公路/亞莫爾.托歐斯著; 李靜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23-0 (EPUB) 普遍級  

波士頓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作; 柯宗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39-9 (EPUB) 普遍級  

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岳小釵(一~

四)/臥龍生作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53-57-

4 (全套:平裝) NT$1280 普遍級  

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金筆點龍記

(一~四)/臥龍生作 .-- 臺北市 : 風雲時

代,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53-

69-7 (全套:平裝) NT$1280 普遍級  

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金劍雕翎

(一~四)/臥龍生作 .-- 臺北市 : 風雲時

代,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53-

56-7 (全套:平裝) NT$1280 普遍級  

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翠袖玉環

(一~四)/臥龍生作 .-- 臺北市 : 風雲時

代,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53-

70-3 (全套:平裝) NT$1280 普遍級  

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雙鳳旗(一~

四)/臥龍生作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53-68-

0 (全套:平裝) NT$1280 普遍級  

表姊的佛牌店/瑪西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35-9 (EPUB) 

NT$252 普遍級  

長江之神: 化生/蛇從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555-3 (EPUB) 

普遍級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9/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15-5 (EPUB) 普遍

級  

非你不愛/易然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12-0 (EPUB) 普遍級  

非限定 Alpha. 2/米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27-8 (EPUB) 限制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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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芳鄰/亞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04-5 (EPUB) 限制級  

俗艳人生/动物园恶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10 .-- 41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13-06-3 (平裝) 

NT$500 限制級  

哈姆雷特(莎士比亞精選.廣播劇)/黃

唯哲作; 李昀晴, 周寧, 孫中台, 夏治

世, 連思宇, 陳彥鈞, 張立昂, 康殿宏, 

曹冀魯, 穆宣名朗讀 .-- 臺北市 : 遍路

文化傳媒, 11111 .-- 約 12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47-7-2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建築師今天戀愛了嗎?/艾小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65-2 

(EPUB) 普遍級  

建築師今天戀愛了嗎?. 下 /艾小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67-6 (EPUB) 普遍級  

建築師今天戀愛了嗎?. 上 /艾小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66-9 (EPUB) 普遍級  

建築師今天戀愛了嗎?. 中 /艾小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68-3 (EPUB) 普遍級  

後來/史蒂芬.金著; 楊沐希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54-0 (PDF) 

普遍級  

*後宮之烏. 2, 雙生之沫/白川紺子作; 

李彥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72-0 (EPUB) 普遍級  

後宮之烏. 3, 水面之下/白川紺子作;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87-4 (EPUB) NT$266 普遍級  

故事的那時此刻(台灣推理作家協會

徵文獎首獎得主作品集)/哲儀, 寵物

先生, 陳浩基, 天地無限, 四維宗, 王

少杰, 柳豫, 宋杰, 王元, 會拍動, 冒業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81-6-0 (EPUB) 普遍級  

星之城. 下/S for Ship at Sea 作; 烤鴨

的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34-4 (PDF) 普遍級  

星之城. 上/S for Ship at Sea 作; 烤鴨

的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33-7 (PDF) 普遍級  

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 34: 大屠殺與小

分裂/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86-1 (EPUB) 普遍

級  

流妃/金盈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15-1 (EPUB) 普遍級  

看不見的戰爭. III: 開疆闢土/梁德煌

著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49-3 

(EPUB) 普遍級  

祈禱之國的莉莉艾兒. 01/白石定規

作 ; 李 殷 廷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581-3 (EPUB) 限制級  

美玲的記憶咖啡館/李奕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711-9 

(EPUB) 普遍級  

英雄王,為了窮盡武道而轉生: 而後

成為世界最強見習騎士♀/ハヤケン

作 ; 林 均 鎂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40-0 (第 4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重生之犢不畏虎/草子信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8-158-9 (第 3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8-159-6 (第

4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

348-160-2 (第 5 冊:平裝) NT$240 普遍

級  

重生少年獵美. 11/三年又三年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56-7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12/三年又三年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57-4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13/三年又三年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58-1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14/三年又三年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59-8 (EPUB) 

NT$310 普遍級  

重生少年獵美. 15/三年又三年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60-4 (EPUB) 

NT$310 普遍級  

倚天屠龍記. 1/金庸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69-4 (EPUB) 普遍級  

倚天屠龍記. 2/金庸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0-0 (EPUB) 普遍級  

倚天屠龍記. 3/金庸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1-7 (EPUB) 普遍級  

倚天屠龍記. 4/金庸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2-4 (EPUB) 普遍級  

原始再來/月下桑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威向,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5-122-8 (第 4 冊:平裝) 

限制級  

家父漢高祖/歷史系之狼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75-5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98-

4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99-1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00-4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01-1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02-8 (第 2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03-

5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304-2 (第 2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家園: 基列系列第二部/瑪莉蓮.羅賓

遜(Marilynne Robinson)著; 姬健梅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29-6 

(EPUB) 普遍級  

家園: 基列系列第二部/瑪莉蓮.羅賓

遜(Marilynne Robinson)著; 姬健梅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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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31-9 

(PDF) 普遍級  

射鵰英雄傳. 1/金庸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3-1 (EPUB) 普遍級  

射鵰英雄傳. 2/金庸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4-8 (EPUB) 普遍級  

射鵰英雄傳. 3/金庸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5-5 (EPUB) 普遍級  

射鵰英雄傳. 4/金庸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6-2 (EPUB) 普遍級  

核動力劍仙/乘風御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63-2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64-9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65-6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66-3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桃源案/戚建邦作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06-5 (EPUB) 普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33-5 ( 第 3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34-2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35-9 (第 3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36-6 (第 40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浮生六記/沈復作 .-- 初版再刷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0 .-- 10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50-041-9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破日狩記/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77-9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16-5 (第

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神術鍊金士. 13/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49-9 (EPUB) NT$125 普

遍級  

神鵰俠侶. 1/金庸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7-9 (EPUB) 普遍級  

神鵰俠侶. 2/金庸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8-6 (EPUB) 普遍級  

神鵰俠侶. 3/金庸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79-3 (EPUB) 普遍級  

神鵰俠侶. 4/金庸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83-0 (EPUB) 普遍級  

紙星星(紀念版). 下/晨羽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7-04-7 (EPUB) 

普遍級  

紙星星(紀念版). 上/晨羽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7-03-0 (EPUB) 

普遍級  

航海王劇場版: 紅髮歌姬/尾田栄一

郎原作; 江坂純, 黒岩勉作; 呂郁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643-1 (平

裝) NT$190 普遍級  

記得我的名字/姜泰宇(敷米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97-5 

(EPUB) 普遍級  

記憶書店: 一個預約復仇的空間/鄭

明燮著; 陳品芳譯 .-- 臺北市 : 寂寞,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38-9-7 (EPUB) 普遍級  

逆妻/蘇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35-832-9 (EPUB) 普遍級  

逆妻/蘇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35-833-6 (PDF) 普遍級  

迷途 05+06(雙書限定版)/年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6188-7-3 (全套:

平裝) NT$850 普遍級  

除了我之外,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

喜劇. 5/羽場楽人作; K.K.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16-2 (EPUB) 

普遍級  

假作真時真亦假/吐維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唯社文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68-6-2 (EPUB) 

普遍級  

偵探冰室.貓/陳浩基等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07-2 (EPUB) 普遍級  

動物戀愛諮詢. 鍾情篇/吐維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唯社文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68-7-9 

(EPUB) NT$180 普遍級  

動物戀愛諮詢. 雛鳥篇/吐維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唯社文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68-8-6 

(EPUB) NT$180 普遍級  

國中理化. 13/小平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48-2 (EPUB) NT$125 普遍級  

國中理化. 14/小平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47-5 (EPUB) NT$125 普遍級  

崑崙天尊/怕辣的紅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614-9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馬尼尼為(林婉文)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小書房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87-0-0 (EPUB) 普遍級  

帷幕之後. 下/Afterday, -west-作; 胡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36-8 (PDF) 普遍級  

帷幕之後. 上/Afterday, -west-作; 胡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35-1 (PDF) 普遍級  

從 Lv2 開始開外掛的前勇者候補過

著悠哉異世界生活 /鬼ノ城ミヤ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50-9 (第 5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31-1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41-0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67-0 (第 5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83-0 (第 5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84-

7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敗北女角太多了!/雨森焚火作; 陳士

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622-6 (第 2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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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10 .-- ISBN 978-626-347-623-3 (第

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60 普遍

級  

棄宇宙/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8-173-2 ( 第 6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174-9 (第

6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175-6 (第 6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176-3 (第 64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177-

0 (第 65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淺草鬼妻日記. 9, 妖怪夫婦在地獄盡

頭等你/友麻碧著; 莫秦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37-7 (EPUB) 

普遍級  

清秀佳人. 6, 安的莊園(經典新裝版)/

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著; 

林靜慧譯 .-- 四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35-3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房間裡的奴隸生活/逆木一郎

作; HAKUI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755-3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房間裡的奴隸生活/逆木一郎

作; HAKUI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756-0 (PDF) 普遍級  

被召喚的賢者前往異世界: 廢棄庫存

道具才是最強/夜州作; 魏思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7-638-7 (第 3 冊:

平裝) NT$200 普遍級  

被放逐的吊車尾少年,從邊境生還成

為 S 級對魔師/御子柴奈々作; 趙鴻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649-3 (第

2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被異形圈養/安德羅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00-7169-1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626-00-7170-7 (下冊:平裝) 

NT$260 限制級  

貪財小王妃/米恩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7-688-1 (EPUB) 

NT$270 普遍級  

貪慾之蛇/紫曜日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70-7 (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NT$240 限制級  

連續按下一億年按鈕的我,回神時已

變成最強: 落第劍士的學院無雙/月

島秀一作; 黃雅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48-6 (第 4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報復/亞克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16-8 (EPUB) 限制級  

尋 琴者 (限 量珍 藏祝 福版 )/郭強生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25-8 (EPUB) 普遍級  

尋 琴者 (限 量珍 藏祝 福版 )/郭強生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26-5 (PDF) 普遍級  

惡念的燃點/天地無限著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00-2 (PDF) 普遍級  

掌上珠華/元寶兒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信昌, 11110 .-- 冊 .-- ISBN 978-

626-7107-64-5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65-2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66-9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

7107-67-6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68-3 ( 全 套 : 平 裝 ) 

NT$1120 普遍級  

斯均絮語. I: 只想愛你/翩翩夏蝶作 .-

- 宜蘭縣 : 北極之光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2-3-6 

(EPUB) NT$500 普遍級  

斯堪地聯邦冒險手記. II, 祝祭之夜/

本生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

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1-31-2 (EPUB) 普遍級  

無上苟道/爆炸小拿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0 .-- 冊 .-- 

ISBN 978-626-348-137-4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38-

1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139-8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40-4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41-1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42-8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43-

5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144-2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45-9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46-6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無 名 的 裘 德 / 湯 瑪 斯 . 哈 代 (Thomas 

Hardy)著; 陳錦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76-3 (EPUB) 普遍級  

發情期的告白/玥嶺作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17-5 (EPUB) 普遍級  

皓玉真仙/小道不講武德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893-8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結契<<飛鴿交友須謹慎>>突發番外

本/黑蛋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

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024-7-6 (EPUB) NT$175 普遍級  

絕世家族/傲無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47-2 ( 第 4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68-7 (第

4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85-4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86-1 (第 4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87-

8 (第 4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288-5 (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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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8-188-6 ( 第 7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89-3 (第

7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90-9 (第 7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91-6 (第 75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絡新婦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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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6-05-6 (EPUB) 普遍級  

絡新婦之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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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6-04-9 (EPUB) 普遍級  

菊子: 客家庄的醫生娘/張明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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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29-1 

(PDF) 普遍級  

菊子: 客家庄的醫生娘/張明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30-7 

(EPUB) 普遍級  

菜鳥鍊金術師開店營業中. 2, 來做生

意吧!/いつきみずほ作;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20-9 

(EPUB) 普遍級  

超能星武/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240-3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15-8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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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8-161-9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62-6 (第

1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163-3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64-0 (第 18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65-

7 (第 19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間諜教室. 6, 「百鬼」席薇亞/竹町

作;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21-6 (EPUB) 普遍級  

隋唐風雲. 伍/驕子作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13-7 (EPUB) 普遍級  

隋唐風雲. 柒/驕子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18-2 (EPUB) 普遍級  

隋唐風雲. 陸/驕子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19-9 (EPUB) 普遍級  

隋唐風雲. 肆/驕子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05-2 (EPUB)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6-230-4 (第 5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黑白無常與惡魔姬君. 1/宴平樂著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82-9 (EPUB) 普遍級  

黑白無常與惡魔姬君. 2/宴平樂著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83-6 (EPUB) 普遍級  

黑白無常與惡魔姬君. 3/宴平樂著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84-3 (EPUB) 普遍級  

黑牢城/米澤穗信作; 黃詩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59-1 (EPUB) 

普遍級  

黑牢城/米澤穗信作; 黃詩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60-7 (PDF) 

普遍級  

愛你是對是錯/馮君作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06-9 (EPUB) 限制級  

愛來得剛好. 下/Littlebbear96 作; 璟玟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38-2 (PDF) 普遍級  

愛來得剛好. 上/Littlebbear96 作; 璟玟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37-5 (PDF) 普遍級  

搜妖記: 中國古代妖怪事件簿/白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22-3 (EPUB) NT$450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6-242-7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243-4 (第

4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244-1 (第 4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45-8 (第 4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246-

5 (第 5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經典新版世界名著. 第二部/羅曼.羅

蘭等作; 傅雷等譯 .-- 臺北市 : 風雲時

代, 11110 .-- 冊 .-- ISBN 978-626-7153-

55-0 (全套:平裝) NT$7090 普遍級  

電影裡的象小姐/王登鈺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小小書房,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87-4-8 (EPUB) 

普遍級  

實境殺人遊戲/佘炎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64-0 (EPUB) 

NT$224 普遍級  

實驗室系列: 學長與學弟/Arales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058-63-3 (全套:

平裝) NT$1160 限制級  

熊熊勇闖異世界. 18/くまなの作; 王

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22-3 (EPUB) 普遍級  

疑男雜症/冷漾人作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607-6 (EPUB) 普遍級  

盡頭之處,有你/摸西摸西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58-65-7 (EPUB) 

NT$210 普遍級  

精靈幻想記. 22, 純白的方程式/北山

結莉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7-457-4 (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458-1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300 普遍級  

誘 捕 基 因  雪 狼 與 他 的 獵 手 / 夢 柔

MiRou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0-7171-4 (平裝) NT$270 限制級  

辣妹因為懲罰遊戲才向我這個邊緣

人告白,但顯然是真心愛上我了/結石

作 ; 林 意 凱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641-

7 (第 1 冊:平裝) NT$220 .-- ISBN 978-

626-347-642-4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70 普遍級  

酷蓋爸爸 : 改編小說 /瀝青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45-7 (EPUB) 

普遍級  

酷蓋爸爸 : 改編小說 /瀝青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646-4 (PDF) 

普遍級  

銀港之死 : Silver/克里斯 .漢默(Chris 

Hammer)著; 黃彥霖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14-2 (PDF) 普遍級  

銀港之死 : Silver/克里斯 .漢默(Chris 

Hammer)著; 黃彥霖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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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14-315-9 (EPUB) 普遍

級  

墜愛.罪愛/辰時未了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要有光,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66-4 (EPUB) 

NT$245 普遍級  

墮落/千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608-3 (EPUB) 普遍級  

廢墟/小小書房.小小寫作俱樂部成員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小書房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87-3-1 (EPUB) 普遍級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7-651-6 (第 7 冊:

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347-

652-3 ( 第 7 冊 :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NT$350 .-- ISBN 978-626-347-653-0 (第

7 冊:平裝豪華首刷限定版) NT$610

普遍級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6/裕夢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28-1 

(EPUB) 普遍級  

影踏亭怪談/大島清昭著; 王華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6-03-2 

(EPUB) 普遍級  

箭翎紋. 伍, 太虛閻羅/宴平樂著 .-- 臺

北 市  : 華 星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76-8 (EPUB) 普遍級  

箭翎紋. 參, 王都處決/宴平樂著 .-- 臺

北 市  : 華 星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77-5 (EPUB) 普遍級  

箭翎紋. 陸, 烽火之殤/宴平樂著 .-- 臺

北 市  : 華 星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78-2 (EPUB) 普遍級  

箭翎紋. 壹, 畫妖紫月/宴平樂著 .-- 臺

北 市  : 華 星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79-9 (EPUB) 普遍級  

箭翎紋. 貳, 亞爾圖譜/宴平樂著 .-- 臺

北 市  : 華 星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80-5 (EPUB) 普遍級  

箭翎紋. 肆, 千里歸來/宴平樂著 .-- 臺

北 市  : 華 星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0-81-2 (EPUB) 普遍級  

*糊塗魔女老師. 2, 危險的修行/廣嶋

玲子作; 楊明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75-1 (EPUB) 普遍級  

蝶花倒生殺/施百俊作 .-- 臺北市 : 嗨

森數位文創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516-1-0 (EPUB) 普遍

級  

諸天人皇/最白的烏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6-305-9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06-

6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307-3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08-0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09-7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10-3 (第 21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調教狂犬需揉捏愛撫/傻白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7214-8 (平

裝) NT$320 限制級  

賠償/姜邑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09-0 (EPUB) 普遍級  

賭注/姜邑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20-5 (EPUB) 限制級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

我將蹂躪一切. 8/篠崎芳作; 王昱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529-8 (EPUB) 

普遍級  

戰神歸來/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348-168-8 ( 第 25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169-5 (第

26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170-1 (第 2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171-8 (第 28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172-

5 (第 29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橋邊燈籠/艾德嘉作; 劉倩帆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燈籠出版,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44-2-9 

(EPUB) NT$200 普遍級  

燈 塔 行 / 維 吉 尼 亞 . 吳 爾 芙 (Virginia 

Woolf)著; 宋德明譯; 劉家燕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約 54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07-0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窺視: 案簿錄.浮生. 卷四/護玄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713-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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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30-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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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32-6 (EPUB) 普遍級  

鋼鐵號角. 1/灰谷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朧月書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1-27-5 (EPUB) 普遍

級  

錦荔枝的滋味/洪淑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01-2 (PDF) 普遍級  

錦荔枝的滋味/洪淑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02-9 (EPUB) 普遍

級  

龍套少女要修仙!. 4/貓邏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8-157-2 (PDF) 

NT$150 普遍級  

孺子帝. 卷七, 不存在的皇帝/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99-6 (PDF) 普遍級  

孺子帝. 卷七, 不存在的皇帝/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0-02-1 (EPUB) 普遍級  

孺子帝. 卷六, 皇權的博奕術/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95-8 (PDF) 普遍級  

孺子帝. 卷六, 皇權的博奕術/冰臨神

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2-96-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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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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216-8 (EPUB) 

NT$336 普遍級  

點燈人(百年未解失蹤懸案真實事件

改編)/艾瑪.史東尼克斯(Emma Stonex)

作; 黃涓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727-0 (EPUB) 普遍級  

點燈人(百年未解失蹤懸案真實事件

改編)/艾瑪.史東尼克斯(Emma Stonex)

作; 黃涓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729-4 (PDF) 普遍級  

獵豹 Alpha 的糖炒栗子/鎏墨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唯社文創,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68-9-3 

(EPUB) NT$230 普遍級  

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竟是

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 4/雲雀湯

作;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23-0 (EPUB) 普遍級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22/愛

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24-7 (EPUB) 普遍

級  

羅密歐與茱麗葉(莎士比亞精選.廣播

劇)/黃唯哲作; 李昀晴, 李香生, 周寧, 

孫中台, 夏治世, 連思宇, 陳彥鈞, 張

立昂, 康殿宏, 曹冀魯, 穆宣名朗讀 .-- 

臺北市 : 遍路文化傳媒, 11111 .-- 約

120 分 面 ;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47-5-8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邊境的老騎士. 5, 巴爾特.羅恩與始祖

王的遺產/支援 BIS 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26-1 

(EPUB) 普遍級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8/

伏瀬作;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25-4 (EPUB) 普遍級  

難得拿到外掛轉生至異世界,就想要

隨心所欲過生活/ムンムン作; 黃于

倫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637-

0 (第 4 冊:平裝) NT$26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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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91-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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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92-8 (EPUB) 普遍

級  

孀怨: 往生咒之一/娜歐米作; 蘇郁翔

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0 .-- 約

2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

99-4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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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77-5 

(EPUB) 普遍級  

續.在森崎書店的日子/八木澤里志作; 

張秋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

羅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6-43-8 (EPUB) NT$224 普

遍級  

霸道總裁的宇宙侵略法/kille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31-7 (EPUB) 

普遍級  

霸道總裁的宇宙侵略法/kille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33-1 (PDF) 

普遍級  

歡迎光臨自助洗衣店: 夢幻泡影之吻

/椿ゆず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05-6 (EPUB) 普遍

級  

歡迎光臨自助洗衣店: 靈魂互換之戀

/椿ゆず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06-3 (EPUB) 普遍

級  

聽說那個人是妖怪耶/鳥先生著 .-- 初

版 .-- 彰化縣 : 鳥語文化出版, 11112 .-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623-1-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饕餮記. 第三部/殷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69-0 (EPUB) 普遍

級  

戀愛狗狗的行為圖鑑/海野幸作; 黛

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1-32-9 (EPUB) 普遍級  

靈媒警探. 3, 地獄營/蕎丹.卡斯蒂略.

普萊斯作; 螭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539-9 (PDF) 普遍級  

臠皇/金盈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14-4 (EPUB) 普遍級  

裏八仙. 卷一/蒼葵作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12-6 (EPUB)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十七部曲, 宇宙天子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35-7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十九部曲, 极宇宙/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37-1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十八部曲, 大统一宇

宙/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36-4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皇道行. 三十六部曲, 生命永续

之道/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

教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39-5 (EPUB) NT$240 普

遍級  

*弥勒皇道行. 四十部曲, 圣能之爱/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38-8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一部曲, 妈祖圣能. 

下/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50-0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二部曲, 圣灵之钥. 

上/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51-7 (EPUB) NT$29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三部曲, 圣灵之钥. 

下/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52-4 (EPUB) NT$29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部曲, 妈祖圣能. 上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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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49-4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七部曲, 末日之火. 

上/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46-3 (EPUB) NT$29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九部曲, 精灵之书/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48-7 (EPUB) NT$29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八部曲, 末日之火. 

下/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47-0 (EPUB) NT$29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五部曲, 精灵王国/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44-9 (EPUB) NT$35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六部曲, 地球末日

之象/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

教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45-6 (EPUB) NT$240 普

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四部曲, 凤凰的国

度/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43-2 (EPUB) NT$240 普遍級  

*天网契机/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34-0 (EPUB) 

普遍級  

絕叫/葉真中顯著; 林佩瑾譯 .-- 臺北

市 : 圓神,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850-7 (EPUB) 普遍級  

在流放地/張紹中作 .-- 臺北市 : 註異

文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634-6-6 (EPUB) 普遍級  

擱淺在森林/秦佐作 .-- 臺北市 : 註異

文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634-7-3 (EPUB) 普遍級  

為夫我橫行天下/千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7-689-8 (EPUB) 

普遍級  

其他 

<<莊子>>選文: 一場哲學與心靈的

對話/傅孝維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90-5 (PDF) NT$480 普遍級  

(简)当代讲道艺术/斯托得(John Stott)

著; 魏启源, 刘良淑, 梁铭慧譯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99-0 (EPUB) 普遍

級  

(简)宣教中的上帝: 颠覆世界的宣教

释经学/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

著; 李望遠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00-9 (EPUB) 普遍級  

(全圖鑑)用單字原理速記國中單字: 

針對小 6 升國 1 搶先修,或想重新打

好國中基礎者,完全提升自己的 Word 

Power!(附 QR 碼線上音檔)/鄭孝准,魯

芽蓮著; 馮艾瑪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

村,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4-250-5 (PDF) 普遍級  

0~3 歲嬰幼兒臺灣手語學習教材. 第

一冊: 基本語彙/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家

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7-66-6 (HTML) 普遍級  

0~3 歲嬰幼兒臺灣手語學習教材. 第

二冊: 居家生活/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家

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7-63-5 (HTML) 普遍級  

0~3 歲嬰幼兒臺灣手語學習教材. 第

三冊: 學習生活/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家

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7-64-2 (HTML) 普遍級  

0~3 歲嬰幼兒臺灣手語學習教材. 第

四冊: 社區生活/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家

署,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7-65-9 (HTML) 普遍級  

108 課綱三年總體檢: 教學困境、現

場亂象、頂大觀點、國際視野全收

錄/洪欣慈, 游昊耘, 許珮絨著 .-- 1

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新聞部,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5-24-5 

(EPUB) 普遍級  

*2022 暑假宥明生活花絮/林豐隆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園, 

111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830-3-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2050 全球政治經濟新局勢: 全球當今

的現況,以及人口、天然資源、貿易、

科技、政治將如何塑造我們下一代

人 的 世 界 / 哈 密 斯 . 麥 克 雷 (Hamish 

McRae)著; 龐元媛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1-2-8 (EPUB) 普遍級  

2050 全球政治經濟新局勢: 全球當今

的現況,以及人口、天然資源、貿易、

科技、政治將如何塑造我們下一代

人 的 世 界 / 哈 密 斯 . 麥 克 雷 (Hamish 

McRae)著; 龐元媛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1-3-5 (PDF) 普遍級  

21 世紀的 21 堂課/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 林俊宏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84-9 (EPUB) 

NT$650 普遍級  

21 世紀的 21 堂課/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 林俊宏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85-6 (PDF) 

NT$650 普遍級  

24 節氣輕蔬食/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營

養科及中醫部團隊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25-9-3 (EPUB) 

NT$450 普遍級  

30: 30 篇關於數字 30 的迷人故事= 30 

intriguing stories about the number 30/邱

維濤(Eric Chiu)總編輯 .-- 臺北市 : 創

時傳媒, 11112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982-4-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365 Tage für Reisende: Weisheiten aus 

chinesischen literarischen und 

buddhistischen Klassikern/Chefredakteur 

Ehrwürdiger Meister Hsing Yun .-- 高雄

市 : 佛光文化, 11110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57-648-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39~63 歲.圖解更年期全書: 婦科權威

&芳療專家親身經驗,從荷爾蒙帶你

輕鬆了解症狀/療法/舒緩/調理/美容/

對馬琉璃子 , 吉川千明作 ; 李友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85-0 

(EPUB) 普遍級  

3D 列 印 綠 能 生 活 科 技 : 使 用

Tinkercad/騏驥坊, 張嘉宏編著 .-- 初



166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3-539-0 

(PDF) 普遍級  

3 小時「相對論」速成班!/齋藤勝裕

作;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23-3 (EPUB) NT$350 普

遍級  

3 小時「相對論」速成班!/齋藤勝裕

作;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24-0 (PDF) NT$35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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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02-8 (EPUB)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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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03-5 (PDF) NT$360

普遍級  

3 個月減 10 公斤!無麩質瘦身餐: 熱

銷 2 萬本,好吃又好做!IG 減重專家的

「低醣高蛋白」超效飲食,100 天、

400 餐全圖解/崔善女著; 葛瑞絲譯 .-- 

新北市 : 瑞麗美人,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117-9-2 (EPUB) 

普遍級  

40 歲開始,子彈存股翻倍賺/鄭廳宜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70-1 (PDF) 普遍級  

40 歲開始,子彈存股翻倍賺/鄭廳宜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71-8 (EPUB) 普遍級  

51 個影響世界經濟的關鍵大事/宮崎

正勝著; 賴詩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53-6 (PDF) 普遍級  

51 個影響世界經濟的關鍵大事/宮崎

正勝著; 賴詩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54-3 (EPUB) 普遍級  

65 後的春天.繞膝風孝悌 慈德頌九如: 

第 3 屆全國好漾爺爺奶奶表揚暨新

代間零距離教育活動名錄 /黃棋楓 , 

柯雅菱, 范欣華, 陳立芃編輯 .-- 臺北

市 : 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 11110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839-

5-7 (平裝) NT$425 普遍級  

8 大教養難題與繪本運用/嚴淑珍, 嚴

淑玲, 張淑瓊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57-1 (EPUB) NT$380 普

遍級  

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爱德华.韦

尔契(Edward T. Welch)作; 顾蓓晔, 李

台莺译 .-- 初版 .-- 新北市 : 真生命輔

導傳道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88-0-9 (EPUB) 普遍級  

AI 進行式: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影響力

報 告 = Taiwan AI Academy impact 

report(2017.3-2022.11)/侯宜秀, 蔡明順, 

王明雯, 杜秀卿, 郭建輝, 陳以婕編

輯 .-- 新北市 :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11111 .-- 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749-0-9 (平裝) 普遍級  

AI 輕鬆讀/田智婷, 侯偉富, 薛秀琳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潘秀玲(臺中

市), 1111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58-4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Amazing Grace/author Josephine Chen 

(Li Yihui); Translator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 .-- 臺北市 : 經典

雜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5-11-2 (PDF) 普遍級  

Amazing Grace/author Josephine Chen 

(Li Yihui); Translator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 .-- 臺北市 : 經典

雜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5-12-9 (EPUB) 普遍級  

*Ant lives matter/by Eric Shih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城 邦 印 書 館 , 

11110 .-- 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3-51-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Barbarian: Katalog von T-shirts/wen gum 

gum .-- 臺北市 : 口香糖溫, 11110 .-- 

3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74-4 (平裝) NT$160 普遍級  

Bhikkhunī ordination: from ancient 

India to contemporary Sri Lanka(英緬雙

語)/Bhikkhu Anālayo .-- 新北市 : 法

鼓文理學院阿含經研究小組, 11111 .-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267-1-7 (平裝) 普遍級  

Book of Abstracts: HYdrogen POwer 

THeoretical & Engineering Solution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XVII/edited 

by Wei-Mon Yan, Chung-Jen Tseng, 

Giuseppe Spazzafumo .-- 桃園市 : 台灣

氫能與燃料電池學會,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40-0-8 (PDF) 

普遍級  

Brian Cuisine 不 萊 嗯 的 烘 焙 廚 房

/Brian Lin 作.攝影 .-- 臺北市 : 朱雀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4-30-6 (EPUB) NT$799 普遍級  

C++ ×APCS 解題思路/劉士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41-1 

(PDF) 普遍級  

coil/editor Yen-Ting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中市 : 陳延庭, 11111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96-

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Connections. book 1/writer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Duane E. Jones, Ian 

Bands, Amy M. Simpson, Becky Mae 

Hayes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何

嘉仁, 1111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08-6 (平裝) 普遍級  

Connections. book 2/writer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Duane E. Jones, Ian 

Bands, Amy M. Simpso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1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09-

3 (平裝) 普遍級  

debbyw∞ & Irene 的改變小行動日曆

2023/debbyw∞, Irene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40-9 (EPUB) 普遍

級  

Excel VBA 最強權威(國際中文版): 

Power Programming 全方位實作範例

聖經/Michael Alexander, Dick Kusleik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049-26-6 (EPUB) NT$462 普遍級  

Final Cut Pro 職人剪片全攻略: 一台

Mac 包辦影音剪輯、素材處理、調

色技巧,打造流暢的高質感影片!/蘋

果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98-0 (PDF) NT$520 普遍級  

Final Cut Pro 職人剪片全攻略: 一台

Mac 包辦影音剪輯、素材處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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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技巧,打造流暢的高質感影片!/蘋

果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299-7 (EPUB) NT$520 普遍級  

Forever you 光年之詩/JittiRain 作; 舒

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1-21-3 (EPUB) 普遍級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Kun-Li Wen, Shih-Kuen 

Changchien .-- 桃園市 : 智控自動化, 

11111 .-- 18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96768-0-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Google 地球與秦漢長城/邢義田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5-4 (PDF) 

普遍級  

GOWIN 投資模式: 資深營業員的另

類存股術/施國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52-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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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035-6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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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5-01-1 (PDF) 

普遍級  

inferno: 不被允許的愛. 5 完/松本友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92-9 (PDF) NT$70 普遍級  

inferno: 不被允許的愛. 5 完/松本友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193-6 (EPUB) NT$70 普遍級  

JLPT 新日檢文法實力養成 .N2 篇

/Hirosh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94-5 (EPUB) NT$420 普遍級  

JLPT 新日檢文法實力養成 .N2 篇

/Hirosh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95-2 (EPUB) NT$420 普遍級  

LINE 聊天機器人+AI+雲端+開源+程

式: 輕鬆入門到完整學習/Wolke Lin

林建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68-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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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70-5 (PDF) 

NT$780 普遍級  

Living this moment in purity/by H.H. 

Living Buddha Lian-sheng, Sheng-Yen 

Lu; translated by Janny Chow .-- 臺北市 : 

一福文化, 11110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221-6-0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New concept for Class III treatment in 21 

days: the successes and long term follow-

ups on fast creation of airway 

improvement and Class III treatment 

using RME and Chin-cup/author Jenny 

Chen Chung .-- 臺北市 : 日毅企業 , 

11201 .-- 3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9033-3-2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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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23-5-9 

(PDF) 普遍級  

OCP: Java SE 11 Developer 認證指南. 

下, API 剖析運用篇/曾瑞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00-0 (PDF) 

NT$820 普遍級  

OCP: Java SE 11 Developer 認證指南. 

下, API 剖析運用篇/曾瑞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01-7 

(EPUB) NT$820 普遍級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Annual Conference and Joint Meetings 

(PNC). 2022/Ling-Jyh Chen, Shu-Jiun 

Chen, Hsi-Yuan Chen 編 著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太平洋鄰里協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317-4-0 (PDF) 普遍級  

Pathways/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 

third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111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79-10-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PCBShop 採購指南. 2023/ .-- 初版 .-- 

桃園市 : 臺灣電路板協會, 11110 .-- 

304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92-6-5 (平裝) 普遍級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Giftedness: Embracing 

Diversity,Blooming Talents/editor 

Ching-Chih Kuo, Hsiao-Ping Yu, Wei-

Ren Chen, Yen-Wei Chen .-- first 

published .-- 臺北市  : 師大特教系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3-03-4 (PDF) 普遍級  

Pure Wisdom/Shih cheng yen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52-5-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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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04-8 (PDF)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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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05-5 (EPUB)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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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29-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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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30-8 (PDF) 

普遍級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ty-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中華民國英語文

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十一屆

/executive editor Yiu-nam Leung(梁耀

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11 .-

- 3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

995-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ty-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中華民國英語文

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十一屆



168 

 

/executive editor Yiu-nam Leung(梁耀

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11 .-

- 31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47-

996-5 (光碟片) NT$500 普遍級  

Self-consistent universe/Murphy .-- 臺中

市 : 印書小舖, 11112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659-71-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Singapore yesterday. volume 1, very 

early years/author Hsu Chung Mao .-- 臺

北市 : 新世語文化, 11112 .-- 106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59-7-

1 (精裝) 普遍級  

Singapore yesterday. volume 2, ocean 

and islands/author Hsu Chung Mao .-- 臺

北市 : 新世語文化, 11112 .-- 17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59-8-

8 (精裝) 普遍級  

Singapore yesterday. volume 3, people 

and life/author Hsu Chung Mao .-- 臺北

市 : 新世語文化 , 11112 .-- 274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59-9-

5 (精裝) 普遍級  

Sports English/Andrew Harold Cutler, 

Aiden Yen, Chin-Pin Chen, Wen-Chuan 

Lin, Lim-Ha Chan, Szu-An Chen, Hsin-

Yun Mei, Johanne Murry, Chi-Chin Lai, 

I-Jane Janet Weng, Elena Yakovleva, 

Peter Tze-Ming Chou, Ji-Chen Wan, 

Chu-Rong Yen, Yi-Ching Jean Chiu, 

Simon Ro .-- 臺 北 市  : 臺 灣 東 華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30-40-

7 (全套:平裝) 普遍級  

Sports English. 1, fitness & 

workout/Andrew Harold Cutler, Aiden 

Yen, Chin-Pin Chen, Wen-Chuan Li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12 .-- 8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35-3 (平裝) 

普遍級  

Sports English. 2, venue & 

equipment/Lim-Ha Chan, Szu-An Chen, 

Hsin-Yun Mei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12 .-- 8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30-36-0 (平裝) 普遍級  

Sports English. 3, health care/Johanne 

Murry, Chi-Chin Lai, I-Jane Janet 

Weng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12 .-- 

8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

37-7 (平裝) 普遍級  

Sports English. 4, organization & 

rules/Elena Yakovleva, Peter Tze-Ming 

Chou, Ji-Chen Wang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1112 .-- 8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38-4 (平裝) 普遍級  

Sports English. 5, sports 

sociology/psychology/Chu-Rong Yen, 

Yi-Ching Jean Chiu, Simon Robins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12 .-- 8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39-1 (平裝) 

普遍級  

SSR 古埃及靈氣,靈魂轉化的起點/李

俊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84-4 (EPUB) NT$380 普遍級  

Take it easy. 1/Jamie Blackler .-- 臺北

市 : 臺灣東華, 11110 .-- 144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130-32-2 (平裝) 

普遍級  

Take it easy. 2/Joseph Schier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10 .-- 168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626-7130-33-9 (平裝) 普遍

級  

Take it easy. 3/Joseph Henley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10 .-- 168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626-7130-34-6 (平裝) 普遍

級  

Tales from Albania/written by Mark D. 

Vickers .-- [二版] .-- 桃園市 : Besa, 

11110 .-- 2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596-3-3 (精裝) NT$540 普遍級  

The spirit of great love. volume two/Shih 

Cheng Yen 作;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 譯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5-02-7 (EPUB) 普遍級  

The story of Tzu Chi. volume 2, 

compassion in action-care for the 

suffering/edited by Wang Huiping .-- 臺

北市 : 慈濟人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28-4-6 (EPUB) 普遍

級  

Those places I love/林君萍 lemonz 圖.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紙筆創意工作

室, 11111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516-1-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TikTok 百萬流量全公開/617 劉易蓁, 

石總監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23-9 (EPUB) 普遍級  

TikTok 百萬流量全公開/617 劉易蓁, 

石總監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24-6 (PDF) 普遍級  

Treasure island: the discursive struggle 

for Taiwan in the midst of the new cold 

war/Alain Brossat, Juan Alberto Ruiz 

Casado .-- first edition .-- 臺中市 : 羅惠

珍, 11110 .-- 28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41-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 bird's eye 

view/Tzu-Hung Hsu 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1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69-6 (平裝) 

NT$780 普遍級  

Viruses: origin,symptoms,epidemiology 

and treatments/Ming-Ta Hsu .-- 臺北市 : 

活石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41-4-2 (KPF) 普遍級  

WFH 也能發展國際職涯: 遠距工作

者的職場攻略/讀者太太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10-9 (PDF) 

普遍級  

WFH 也能發展國際職涯: 遠距工作

者的職場攻略/讀者太太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11-6 (EPUB) 

普遍級  

Where are the people?: people's theater in 

inter-Asian societies/editors Qi Li, Zikri 

Rahman, Joyce C.H. Liu .-- 新竹市 : 陽

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70-50-0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Yes, I do.我願意: 從相遇、相知到相

守的伴侶相處方程式/王壽南作; 蕭

淳介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26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86-8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YUXIN: 張 語 芯 2023 同 名 寫 真 = 

Yuxin Chang 2023 photobook/張語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曖維多媒體廣

告行銷, 111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76-4-0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去了」到底是要去哪裡?好色日本

性愛史: 從浮世繪到性典籍看江戶時

代的情慾文化,走進「性福」的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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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春画ール(春畫女子)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84-3 (EPUB) 

NT$29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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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48-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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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49-2 

(EPUB) 普遍級  

「紙一張」閱讀筆記法: 一張紙、一

枝筆,15 分鐘整理出一本書的重點,讓

你不只是讀,更能派上用場/浅田すぐ

る作;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89-801-7 (EPUB) 普遍級  

「讓出空間」與「敬畏」作為公共

領域價值的基礎: 對於臺灣政治價值

的反思/汪文聖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45-1 (PDF) 普遍級  

「讓出空間」與「敬畏」作為公共

領域價值的基礎: 對於臺灣政治價值

的反思/汪文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52-9 (EPUB) 普遍級  

一本讀透高中英文: 圖解基礎英文文

法/肘井學著; 韓宛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78-7 (EPUB) 普遍級  

一名尋道者的開悟之旅 /嗡斯瓦米

(Om Swami)著; 賴許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9-03-4 (EPUB) 

普遍級  

一百年後你為這個世界留下什麼?= 

What will you leave behind the world in 

100 years?/陳斯隆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永望文化, 11110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189-3-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一肉一菜創造驚人美味!超市食材速

搭指南: 4 種肉類 x19 種蔬菜,「Irene

的美西灶腳」變化出 120 道美味健

康料理/陳秭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79-2 (EPUB) NT$480 普

遍級  

一按二灸三藥四方: 對症祛病的中醫

調理大全/吳中朝, 石晶明, 謝惠民醫

師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669-1-

1 (全套:平裝) NT$1800 普遍級  

一流的人如何打造堅毅力/史蒂夫.麥

格尼斯著; 鐘玉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94-0 (PDF) 

普遍級  

一流的人如何打造堅毅力/史蒂夫.麥

格尼斯(Steve Magness)著; 鍾玉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96-4 (EPUB) 普遍級  

一首詩的完成/楊牧作; 郭時棣朗讀 .-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0 .-- 約 55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97-0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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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38-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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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35-5 

(EPUB) NT$280 普遍級  

七天禁食禱告改變一生: 120 個大能

的夜間禱告,帶領你走出生命中的困

境/但以理.歐帕羅(Daniel C. Okpara)

著 ; 李 久 齡 譯  .-- 臺 北 市  : 以 琳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6-38-6 (PDF) 普遍級  

二馬/老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16-04-0 (EPUB) NT$399 普遍級  

人生不能只求六十分(彩色版)/鄭宇

晴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11-177-0 (PDF) 普遍級  

人生必讀的成功法則/李津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16-0-1 (PDF) 

普遍級  

人生必讀的財富法則/富蘭克林.霍布

斯(Frankli Hobbs)著; 李津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5-9-0 (PDF) 

普遍級  

人脈堪比腦袋,荒廢就會 die: 完美溝

通、圓融處事、妙用人情,學會高投

報的交際術 ,讓全世界都來幫你鋪

路!/蔡賢隆, 布德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43-1 (EPUB) 

普遍級  

人間天國: 陳秀珍詩集/陳秀珍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734-2 

(EPUB) NT$266 普遍級  

人該如何燒錄黑暗/蕭宇翔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02-4-8 (PDF) 

普遍級  

人該如何燒錄黑暗/蕭宇翔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2-5-5 

(EPUB) 普遍級  

人醫之間: 張德明醫師的理性與感性

/張德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13-6 (EPUB) NT$450 普

遍級  

人醫之間: 張德明醫師的理性與感性

/張德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14-3 (PDF) NT$450 普遍

級  

人類大命運: 從智人到神人/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著; 林俊宏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86-3 

(EPUB) NT$650 普遍級  

人類大命運: 從智人到神人/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著; 林俊宏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87-0 

(PDF) NT$650 普遍級  

人類大歷史: 從野獸到扮演上帝/哈

拉瑞 (Yuval Noah Harari)著 ; 林俊宏



170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88-7 (EPUB) NT$650 普遍級  

人類大歷史: 從野獸到扮演上帝/哈

拉瑞 (Yuval Noah Harari)著 ; 林俊宏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889-4 (PDF) NT$650 普遍級  

人類世的文學: 臺灣作家吳明益的生

態批評研究/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

著; 許雅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經典圖文傳播,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43-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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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44-0 (EPUB) 普遍級  

八字集議. 丙上/呂家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3-130-3 (EPUB) 

NT$320 普遍級  

十全十美的耶穌是榜樣,還是禮物?/

顧美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56-945-7 (PDF) 普遍級  

三師共學數位校園植物地圖設計/楊

志強主編  .-- 屏東縣  : 利吉印刷 , 

11111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29678-8-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下廚找回自由人生/艾琳.法蘭奇(Erin 

French)作;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1-46-6 (EPUB) 

NT$380 普遍級  

上野教授教教我!從零開始的女性主

義: 跟著一場幽默暢快的世代對談,

看懂一個亞洲國家的女權意識如何

萌芽、建構,進進退退走到現在/上野

千鶴子, 田房永子著; 蔡傳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36-8 (PDF) 

普遍級  

上善若水: 黎志文 LAI CHI MAN/黎

志 文 [ 作 ] .-- 新 北 市  : 華 梵 大 學 , 

11110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768-50-7 (平裝)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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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73-0 (EPUB) 普遍級  

也等雨停也在雨中行: 有故事相伴的

日常小劇場,海狗房東的繪本生活札

記/海狗房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87-5 (EPUB) 普遍級  

千萬交易員這樣投資加密貨幣: 股票

操盤人轉戰幣圈的財富自由之路/呢

喃貓投資團隊著 .-- 臺北市 : 如何,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6-643-2 (EPUB) 普遍級  

*土木工程與人類文明/洪如江著 .-- 

臺北市 : 土木水利學會, 11108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983-6-

7 (精裝)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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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32-4 (EPUB) 

普遍級  

大人學選擇: 成熟大人的獨立思考術

/張國洋 Joe, 姚詩豪 Bryan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50-8 (PDF) 

普遍級  

大人學選擇: 成熟大人的獨立思考術

/張國洋 Joe, 姚詩豪 Bryan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51-5 

(EPUB) 普遍級  

大甲兒郎飄洋記/朱瑞墉著 .-- 臺北

市 : 朱江淮基金會, 111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8696-5-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大佛在中山患相思/黃薇方, 黃薇真

文字撰稿 .-- 第一版 .-- 彰化縣 : 彰化

市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111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75-0-4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大海的誘惑: 從大洪水到度假勝地,

近代西方海洋意象的探索與形塑/蘭.

柯爾本(Alain Corbin)著; 楊其儒, 謝珮

琪, 蔡孟貞, 周桂音譯 .-- 1 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56-6 (EPUB) 

NT$532 普遍級  

大黑暗來臨/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48-9 (EPUB) 

普遍級  

大腦開發.每天 1 分鐘專注力鍛鍊/池

田義博作; 呂盈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82-9 (PDF) NT$245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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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45-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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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64-8 (EPUB) 普遍

級  

小八將 好神寓言: 好神下凡來預言,

讓人生都變上上籤。 /傅弘誌(Mars 

Fu)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80-6 (EPUB) NT$380 普遍級  

小王子/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吳小鷺

繪; 李玉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

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65-5-4 (EPUB) 普遍級  

小王子/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吳小鷺

繪; 李玉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

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65-6-1 (PDF) 普遍級  

* 小 英 . 海 霸 王 . 正 中 企 業 Taiwan 

Betrayed= Tsai Ing-Wen behind the 

curtain/童文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童文薰, 11110 .--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63-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小資族房地產交易勝經/胡偉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61-1 

(PDF) 普遍級  

小資族房地產交易聖經/胡偉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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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60-4 

(EPUB) 普遍級  

小資變有錢的超強執行法: 夢想實現、

財富翻轉、100 天的行動方案/楊倩

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55-0 (PDF) 普遍級  

小熊媽媽的雋永滋味. 家常小菜篇/

陸秀庭著 .-- 臺北市 : 苟嘉章,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623-2 

(PDF) 普遍級  

小熊媽媽的雋永滋味. 宴客菜篇/陸

秀庭著 .-- 臺北市 : 苟嘉章,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629-4 

(PDF) 普遍級  

小學生設計走讀/張美智, 王麗惠, 王

馨蓮, 鐘兆慧, 黃咨樺, 葉珮甄合著; 

張美智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67-7 (PDF) NT$400 普遍級  

山坳裡的蝴蝶 /蜜莉雪兒 MilyShelle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蜜莉雪兒創作

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474-5-7 (EPUB) NT$400 普遍級  

工作不會主動上門,求職需要高調一

點: 社會是超市,企業是顧客,想要成

為百裡挑一的那個他,你必須先學會

推銷自己/戴譯凡, 林凌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26-4 

(EPUB) 普遍級  

工程圖學. AutoCAD 篇/康仕仲, 張玉

連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57-7 (PDF) NT$700 普遍級  

工程圖學. AutoCAD 篇/康仕仲, 張玉

連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58-4 (EPUB) NT$700 普遍級  

不生病的藏傳煉心術: 護你身心均安

的內在醫學/洛桑加參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87-4 (EPUB) 

普遍級  

不生病的藏傳煉心術: 護你身心均安

的內在醫學/洛桑加參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88-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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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74-7 (EPUB) 普遍級  

不吃藥!不動刀!最強神級養身湯: 日

本瘦身果汁女王的 50 道湯品,解決女

性所有煩惱/藤井香江著; 涂紋凰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71-3 

(PDF) 普遍級  

不完美的正義: 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

救 贖 / 布 萊 恩 . 史 蒂 文 森 (Bryan 

Stevenson)著; 王秋月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48-1 (EPUB) NT$315 普

遍級  

不完美的我,也是最好的自己: 哈佛

精神科醫師執業 45 年的良心告白/麥

可.班奈特(Michael I. Bennett), 莎拉.班

奈特(Sarah Bennett)著; 潘昱均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1-01-3 (EPUB) 

NT$450 普遍級  

不完美的我,也是最好的自己: 哈佛

精神科醫師執業 45 年的良心告白/麥

可.班奈特(Michael I. Bennett), 莎拉.班

奈特(Sarah Bennett)著; 潘昱均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1-02-0 (PDF) 

NT$450 普遍級  

中國行政全圖(防水上光單面版)/ .-- 

臺北市 : 大輿, 11112 .-- 1 面; 77X107

公分 .-- ISBN 978-986-386-205-5 (單張

全開) NT$299 普遍級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 2022 年第 11 屆

伯明罕世界運動會報告書= Chinese 

Taipei delegation for The World Games 

Birmingham 2022/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奧委會 , 

111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650-4-7 (平裝附隨身碟) 普遍

級  

中醫脈證治方/劉光遠, 劉偉, 劉穎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405-1 

(EPUB) NT$550 普遍級  

中醫養生學/陳麒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00-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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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4-8-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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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74-9-1 (PDF) 普遍級  

什麼都能外送!: 比臥底報導更真實

的故事,資深社會記者轉行做外送、

代駕、揀貨員,揭露惡性競爭內幕、

拆穿高收入假象/金夏永作; 馮燕珠

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6-1 

(EPUB) 普遍級  

今生與師父有約/梁素華, 郭永安, 陳

柏楠, 陳天明, 黃仲健講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鼓山基金會, 11111 .-- 13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261-9-8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今晚來點 Web 前端效能優化大補帖!: 

一次搞定指標 x 工具 x 技巧,打造超

高速網站!/莫力全 Kyle Mo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02-4 (PDF) 

NT$650 普遍級  

今晚來點 Web 前端效能優化大補帖!: 

一次搞定指標 x 工具 x 技巧,打造超

高速網站!/莫力全 Kyle Mo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03-1 

(EPUB) NT$650 普遍級  

介入與回應: 女性主義科技研究與

STS 的一段關鍵歷史/傅大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46-8 (PDF) 

普遍級  

介入與回應: 女性主義科技研究與

STS 的一段關鍵歷史/傅大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47-5 

(EPUB) 普遍級  

介護日本語/黃郁芳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豪風, 11110 .-- 13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421-6-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72 

 

元雜劇中的愛情與社會/張淑香作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54-6 (PDF) 

普遍級  

元雜劇中的愛情與社會/張淑香作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55-3 

(EPUB) 普遍級  

內向小日子: 害羞、古怪、尷尬,這

樣的我其實再正常不過了 /黛比 .鄧

(Debbie Tung)文.圖; 張瀞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66-3 (EPUB) 

普遍級  

內在防禦: 識別自己的防禦機制,從

容面對情緒,重建內心秩序的 24 堂課

/任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6-45-2 (EPUB) NT$266 普遍級  

公司賺錢這樣做/川上昌直作; 張嘉

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92-6 (EPUB) 普遍級  

公司賺錢這樣做/川上昌直作; 張嘉

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93-3 (PDF) 普遍級  

公民科技的續航力. 3, g0v 零時政府

揪 松 團 影 響 力 報 告 2021.7-2022.6= 

g0v jothon impact report/g0v 零時政府

揪松團編 .-- 初版 .-- 臺北市 : g0v 零

時政府揪松團, 11110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710-0-7 (平裝) 

普遍級  

公式之美/量子學派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717-9 (EPUB) 

NT$364 普遍級  

公寓大廈主管機關委辦事項解釋令

彙編/柯貴勝作 .-- 臺中市 : 柯貴勝, 

11110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27-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之實體法與程序

法/黃健彰, 温豐文, 邵靖惠, 吳光明, 

楊智守, 郭書琴, 沈冠伶, 林信和, 吳

瑾瑜, 林誠二, 張文郁, 王煦棋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881-5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化學課= Lessons in chemistry/邦妮.嘉

姆斯(Bonnie Garmus)著; 白水木譯; 林

涵柔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1 .-- 約 9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25-4 (線上有聲書(MP3))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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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61-9 (EPUB) 普遍級  

天人之道: 只要做好自己,就能拯救

世界/徐琦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68-9 (PDF) 普遍級  

天上的魚/唐潤鈿文; 周密圖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76-4 (PDF) 

普遍級  

天天早餐日: 百萬媽媽都說讚!省時 x

輕鬆 x 超萌造型,最美味人氣食譜

100+/卡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

市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34-8 (EPUB) 普遍級  

天地八陽神咒經的故事/和裕文化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 11201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26-

4-0 (平裝) NT$50 普遍級  

天堂沒有不快樂的毛小孩: 55 個真人

實事,回覆你最牽掛的 16 個問題/桑

妮亞.費茲派崔克(Sonya Fitzpatrick)著; 

詹采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5-53-0 (EPUB) NT$266 普遍級  

太空衛星產業發展與技術應用分析/

曾巧靈, 蘇秋惠, 黃仕宗, RIC, Nikkei 

Electronics 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

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81-883-8 (PDF) NT$15200 普遍級  

太初有道: 華語詩歌/Bo̍h Khé-lîng 作

曲.編曲 .-- 初版 .-- 桃園市 : 啟菲國際, 

111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693-1-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少了你,我該怎麼辦?: 悲傷總是不請

自來,必須親自走過,才能好好告別逝

去的人和曾經的自己 /凱特 .李斯特

(Kat Lister)著; 龐元媛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的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6-22-9 (EPUB) 

NT$350 普遍級  

少年讀世說新語. 1, 亂世中的堅持/

張小椿編著; 25 度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08-2 

(EPUB) NT$420 普遍級  

少年讀世說新語. 1, 亂世中的堅持/

張小椿編著; 25 度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09-9 (PDF) 

NT$420 普遍級  

少年讀世說新語. 2, 人性中的至情/

張小椿編著; 25 度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10-5 

(EPUB) NT$420 普遍級  

少年讀世說新語. 2, 人性中的至情/

張小椿編著; 25 度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11-2 (PDF) 

NT$420 普遍級  

少年讀世說新語. 3, 思潮下的智慧/

張小椿編著; 25 度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12-9 (PDF) 

NT$420 普遍級  

少年讀世說新語. 3, 思潮下的智慧/

張小椿編著; 25 度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15-0 

(EPUB) NT$42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1, 帝王之路/張嘉驊編

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98-6 (EPUB) 

NT$40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1, 帝王之路/張嘉驊編

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899-3 (PDF) 

NT$40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2: 霸主的崛起/張嘉驊

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00-6 

(EPUB) NT$40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2: 霸主的崛起/張嘉驊

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01-3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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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讀史記. 3, 辯士縱橫天下/張嘉

驊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02-0 

(EPUB) NT$40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3, 辯士縱橫天下/張嘉

驊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03-7 

(PDF) NT$40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4, 絕世英才的風範/張

嘉驊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04-4 

(EPUB) NT$40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4, 絕世英才的風範/張

嘉驊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05-1 

(PDF) NT$40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5, 漢帝國風雲錄/張嘉

驊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06-8 

(EPUB) NT$400 普遍級  

少年讀史記. 5, 漢帝國風雲錄/張嘉

驊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07-5 

(PDF) NT$400 普遍級  

心有思慕: 余英時教授紀念集/林載

爵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31-5 (EPUB) 普遍級  

心有思慕: 余英時教授紀念集/林載

爵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32-2 (PDF) 普遍級  

心經超圖解: 看圖就懂,史上最強般

若智慧解析/宮坂宥洪監修;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94-2 

(EPUB) 普遍級  

心態致瘦: 諮商心理師的 21 堂身心

減重課/蘇琮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860-1 (EPUB) 普遍級  

心靈 Spa. III/謝禧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長青, 11110 .-- 2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84401-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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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72-6 (PDF) 普遍級  

文創: 行銷與管理 /鄭自隆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85-1 (PDF) 

NT$750 普遍級  

文學少年遊: 蔣勳老師教我的事/凌

性傑作; 蕭淳介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

數位學習, 11111 .-- 約 45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5-88-2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文學裡的植物課. 1: 詩經、楚辭、論

語篇/潘富俊作; 孫金熠朗讀 .-- 臺北

市 : 遍路文化傳媒, 11110 .-- 約 251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47-2-7 

(線上有聲書(MP3)) NT$330 普遍級  

文學裡的植物課. 2: 唐宋詩篇/潘富

俊作; 孫金熠朗讀 .-- 臺北市 : 遍路文

化傳媒, 11110 .-- 約 232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547-3-4 (線上有聲

書(MP3)) NT$330 普遍級  

文學裡的植物課. 3: 章回小說篇/潘

富俊作; 孫金熠朗讀 .-- 臺北市 : 遍路

文化傳媒, 11110 .-- 約 217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47-4-1 (線上有

聲書(MP3)) NT$330 普遍級  

日子的恬淡與美麗/琹涵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九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05-0 (PDF) 普遍級  

日月詩集: 易經古文風華/黃文華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黃文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659-1 (PDF) 

普遍級  

日本公私協力理論與實務. I/林淑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76-1 

(PDF) NT$400 普遍級  

日本文學館紀行/陳銘磻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494-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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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44-4 (PDF) NT$7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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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45-1 (EPUB) 普遍級  

日本奇妙知識不思議: 為什麼餐廳都

提供客人冰水但壽司店會給熱茶?平

安時代的女性一年只洗一次頭!?超

有梗的日本潛規則與豆知識百選/梅

用知世作; 林芷恩朗讀 .-- 臺北市 : 尚

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499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5-82-0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日本殖民下的她們: 展現能力,引領

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游鑑明

著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

3457-3 (EPUB) NT$483 普遍級  

日本語: 基礎から初級へ/近藤朋子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近藤朋子 , 

11110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95-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日本語文法研究入門. 下/湯廷池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4-71-1 

(EPUB) NT$450 普遍級  

日本語文法研究入門. 上/湯廷池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4-70-4 

(PDF) NT$450 普遍級  

* 日 本 語 文 法 研 究 入 門 =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Japanese grammar/

湯廷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10 .-- 冊 .-- ISBN 978-986-0754-68-

1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

986-0754-69-8 (下冊:平裝) NT$450 普

遍級  

日本語で旅する台湾: ベテランガイ

ドと巡る故宮と周遊/徐啟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豪風, 11111 .-- 2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21-8-

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日本點餐完全圖解: 看懂菜單 X 順利

點餐 X 正確吃法/酒雄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9-38-6 (EPUB) 

普遍級  

日本職人の本格麵包事典: 6 種典型

麵團 x95 款世界經典麵包,在家就能

烤出專業級美味/松尾美香作; 陳冠

貴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墨 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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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802-4 (EPUB) 普遍級  

月曜日的抹茶咖啡店/青山美智子著;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56-4 (PDF) NT$224 普遍級  

水晶療癒師/凱琳.弗雷澤作; 邱俊銘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8-06-8 (PDF) NT$480 普遍級  

水晶療癒師/凱琳.弗雷澤作; 邱俊銘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8-07-5 (EPUB) NT$480 普遍級  

水滸好漢不喝水/林錚顗作; 傅品晟

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 

11111 .-- 約 32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80-6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火柴人圖解大全: 超有梗、好簡單、

最靈活的視覺溝通工具,盡情享受表

達的樂趣/MICANO 著; 郭家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61-8 (EPUB) 

普遍級  

牛李兩黨殊死鬥/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49-6 

(EPUB) 普遍級  

世上神不多/深綠野分著; 劉姿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12-3 

(PDF) NT$420 普遍級  

世上神不多/深綠野分著; 劉姿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13-0 

(EPUB) NT$420 普遍級  

世代之福: 腓力.曼都法畫冊= Family 

Blessings: Philip Mantofa catalogue/腓

力.曼都法[作]; 何毓書, 鄭建成, 邵孟

波翻譯 .-- 臺北市 : 正藝國際, 11112 .-

- 64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2090-2-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世界地形全圖(防水上光單面版)/ .-- 

臺北市 : 大輿, 11112 .-- 1 面; 77X107

公分 .-- ISBN 978-986-386-203-1 (單張

全開) NT$299 普遍級  

世界行政全圖(防水上光單面版)/ .-- 

臺北市 : 大輿, 11112 .-- 1 面; 77X107

公分 .-- ISBN 978-986-386-204-8 (單張

全開) NT$2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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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昭旭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1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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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昭旭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18-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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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昭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319-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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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昭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320-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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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寶國

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54-6 (EPUB) 普遍級  

世界最強的自制力: 22 部勵志經典/

陳大偉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82-8 (PDF) NT$280 普遍級  

世界經典戰爭史: 影響世界歷史的 55

場戰爭全收錄!/祝田秀全著; 王書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0-01-7 (EPUB) 普遍級  

世紀今日/郝廣才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格林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0-35-8 (EPUB) 普遍

級  

世紀今日/郝廣才作.講者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11 .-- 約 55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0-36-5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0 普遍級  

世紀詩人艾略特/黃國彬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九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98-5 (PDF) 普遍級  

世紀詩人艾略特/黃國彬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九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99-2 (EPUB) 普遍

級  

出走&回歸: 猴子的內在英雄旅程: 

故事洞悉卡伴讀手冊 /黃虹瑜文字 .

繪  .-- 初 版  .-- 嘉 義 縣  : 黃 虹 瑜 , 

11110 .-- 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644-7 (平裝) NT$555 普遍級  

加值型營業稅法/黃茂榮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黃茂榮, 11110 .-- 10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67-6 (精

裝) NT$900 普遍級  

北海道攻略完全制霸. 2023~2024/墨

刻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83-6 (EPUB) 普遍級  

半個日本人/劉革新作 .-- 臺北市 : 朱

江淮基金會, 11110 .-- 37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28696-4-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可不可以不要呼吸/靈夜作 .-- 初版 .-

- 新竹縣 : 紫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74-0-6 (EPUB) 普遍

級  

可愛無法擋!宅在甜點の羊毛氈 Q 萌

小動物/手作日和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風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93-9-7 (EPUB) 普遍

級  

古代雜文的演變: 從<<文心雕龍>>

到<<文苑英華>>/郭章裕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87-3 (PDF) 

NT$600 普遍級  

古典男裝全圖解: 蕾絲、馬褲、燕尾

服,深度解密的奢華貴氣西服史/莉蒂

亞.愛德華(Lydia Edwards)著; 張毅瑄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33-9 

(EPUB) 普遍級  

古典男裝全圖解: 蕾絲、馬褲、燕尾

服,深度解密的奢華貴氣西服史/莉蒂

亞.愛德華(Lydia Edwards)著; 張毅瑄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34-6 

(PDF) 普遍級  

古籍之美:古籍的版刻/張圍東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04-9 (EPUB) 

NT$3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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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心理學: 研究與應用/克爾特.巴

托(Curt R. Bartol), 安 .巴托(Anne M. 

Bartol)著; 黃致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88-6 (EPUB) NT$12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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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2-06-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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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2-07-9 (EPUB) 普遍級  

史上最大投資機會: 景氣循環、通膨、

比特幣,全球經濟與投資趨勢/馬克.

弗里德里希(Marc Friedrich)著; 方秀

芬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商 周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73-2 (EPUB) 普遍級  

史 丹 佛 權 力 學 套 書 / 傑 夫 瑞 . 菲 佛

(Jeffrey Pfeffer)著 ; 林錦慧 , 鄭依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044-88-9 (全套:

平裝) NT$850 普遍級  

史考特.康寧罕的占卜大全/史考特.

康寧罕作;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樹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8-08-2 (PDF) NT$420 普遍

級  

史考特.康寧罕的占卜大全/史考特.

康寧罕作;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樹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8-09-9 (EPUB) NT$420 普

遍級  

台灣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22/中華徵

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作 .-- 第 39

版 .-- 臺北市 : 中華徵信所,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05-8-5 

(PDF) 普遍級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沙白文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六屆/劉沛慈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真理大學臺

文系, 11111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58-85-0 (精裝) 普遍級  

台灣民間故事. 3: 府城幽魂林投姐/

黃沼元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89-4 (EPUB) 普遍級  

台灣地形全圖(防水上光單面版)/ .-- 

臺北市 : 大輿, 11112 .-- 1 面; 77X107

公分 .-- ISBN 978-986-386-206-2 (單張

全開) NT$299 普遍級  

台灣百大品牌飯店及風格民宿推薦/

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

文化國際行銷,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29-7-7 (EPUB) 普遍

級  

台灣百大品牌飯店及風格民宿推薦/

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

文化國際行銷,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29-8-4 (PDF) 普遍級  

台灣行政全圖(防水上光單面版)/ .-- 

臺北市 : 大輿, 11112 .-- 1 面; 77X107

公分 .-- ISBN 978-986-386-207-9 (單張

全開) NT$299 普遍級  

台灣的命運 二個選擇 三種結果/林

拓作 .-- 新北市 : 快樂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3-06-1 (PDF) 

NT$132 普遍級  

*台灣金融生活調查 . 2022= Taiwan 

financial lives survey/台灣金融研訓院

編輯委員會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11110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99-242-4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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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燎

原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7-4-4 (PDF) NT$3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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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燎

原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7-5-1 (EPUB) 普遍級  

台灣感性學會暨台灣數位媒體設計

學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初

版  .-- 臺東縣  : 臺東大學數媒系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35-2-4 (PDF) 普遍級  

台灣戰後現代中國建築表徵之研究: 

一個現代性與國族傳統的形塑/蔣雅

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現代建

築學會,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3478-3-9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台 灣 機 車 百 態 = The scooters of 

Taiwan/Tom Parker 圖.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海吉,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96776-0-3 (第 1 冊:精裝) NT$300 .-

- ISBN 978-626-96776-1-0 (第 2 冊:精

裝) NT$300 .-- ISBN 978-626-96776-2-

7 (第 3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

626-96776-3-4 (第 4 冊:精裝) NT$300 .-

- ISBN 978-626-96776-4-1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失序的心靈: 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

境/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著; 葉

品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4-04-4 (PDF) 普遍級  

失序的心靈: 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

境/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著; 葉

品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4-05-1 (EPUB) 普遍級  

失控的愛: 為什麼我們愈相愛,愈受

傷?觸摸那些心底被忽略的失控感 ,

走向真正親密的未來/張家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39-7 

(EPUB) 普遍級  

失蹤人口/麗莎.格雷作; 顏湘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12-4 (EPUB) 普遍級  

平日讀經反省典藏套書: 激發信德與

福傳行動/曾慶導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上智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986-6036-88-0 ( 全 套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平 台 假 象 / 強 納 森 . 尼 (Jonathan A. 

Knee)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833-5 (EPUB) 普遍級  

打造被動收入最重要的事: 蕾咪帶你

用錢賺錢,翻身致富/蕾咪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方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14-8 (EPUB) 普遍

級  

打發,基礎的基礎(新手操作影音重點

提醒版): 零基礎烘焙的第一堂課: 鮮

奶油、奶油、雞蛋、乳酪基本技法

與糕點/王安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4-32-0 (EPUB) NT$3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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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行為支持的理論與實務/鈕文英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8-24-9 

(EPUB) NT$700 普遍級  

正向行為支持的理論與實務/鈕文英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8-25-6 

(PDF) NT$700 普遍級  

民歌有藝: 新校園民歌 21 世紀合唱

曲輯= Songs of art: Taiwan campus folk 

songs in the 21st century chorus edition/

周興立詞曲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楊清惠, 11110 .-- 1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76-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永和族群溯源/林竹君, 陳譽仁, 蔡念

辰, 李苡昀, 彭映淳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小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263-8-2 (EPUB) 普遍

級  

犯罪現場: 李昌鈺刑事鑑識教程/李

昌 鈺 (Henry C. Lee), 提 姆 西 . 龐 巴

(Timothy M. Palmbach), 瑪琍琳.米勒

(Marilyn T. Miller)著; 李俊億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80-0 (EPUB) 

NT$410 普遍級  

用 NLP 改寫你的每一天: 一本能讓你

真正心想事成的神經語言學秘笈/唐

道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55-8 (EPUB) 普遍級  

用一天說歷史: 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

代,你的一天是人類累積的百萬年/葛

瑞格.詹納作; 江依倫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88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84-4 (線上

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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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46-4 (EPUB) 普遍級  

用哲人的智慧化解你的煩惱/陳大偉

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83-5 (PDF) NT$280 普遍級  

用最溫柔的方式把自己打醒 2023 日

曆/廖亨利作; 張家峻圖 .-- 新竹市 : 

三分之一設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0-0-3 (PDF) 

NT$1480 普遍級  

用圖像解決問題的視覺思考大全/三

澤直加著;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71-0 (PDF) 普遍級  

用圖像解決問題的視覺思考大全/三

澤直加著;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72-7 (EPUB) 普遍

級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 一位博士爸爸

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學真正

的趣味、價值與美/大栗博司著; 許

淑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18-2 (EPUB) 普遍級  

光明語錄. 民國 112 年版/谷口雅宣, 

谷口清超作; 宗教法人「生長之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長之家傳道

協會, 11112 .-- 31 面; 39 公分 .-- ISBN 

978-626-95066-1-3 (平裝) NT$70 普遍

級  

光與健康: 以實證設計為根基,引領

全球光與照明的研究與應用/郝洛西, 

曹亦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一葦文

思,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13-5-4 (EPUB) NT$1260 普遍級  

全面透視核能/趙嘉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01-8 (PDF) 普遍級  

全格局使用 PyTorch: 深度學習和圖

神經網路/李金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69-9 (PDF) NT$880

普遍級  

全彩圖解骨科入門教科書/岡野邦彥

作;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葉社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93-5 (PDF) NT$3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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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988-1 (PDF) 普遍級  

全球新版圖: 頁岩油、電動車、再生

能源,21 世紀能源大國策略布局及未

來趨勢/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著; 

季晶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35-3 (EPUB) 普遍級  

全球新版圖: 頁岩油、電動車、再生

能源,21 世紀能源大國策略布局及未

來趨勢/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著; 

季晶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36-0 (PDF) 普遍級  

全新開始!學法語文法: 適合大家的

法語初級文法課本,基本發音、基本

詞性、全文法應用全備!(附全教材

MP3＋全書音檔下載 QR 碼)/王柔惠

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51-2 (PDF) 

普遍級  

全圖解技術線圖獲利法: 100 種線型

教你抓住股市關鍵買賣點,漲跌都能

賺!/戶松信博監修; 陳識中譯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80-3 (EPUB) 

NT$280 普遍級  

共好設計學. II/張佩雅, 劉淑晶, 陳御

承文字撰稿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原

大學 USR 計畫辦公室, 11111 .-- 1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796-81-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各國公共研究補助政策相關機制研

究/張錦俊,劉玳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42-2 

(PDF) 普遍級  

各國區域創新系統新興政策工具比

較與沙崙研發大樓規劃/張錦俊, 劉

玳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

技政策中心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957-619-346-0 (PDF) 普遍級  

*向假訊息、帶風向說「NO」: 完全

剖析認知作戰: 真真假假無從判斷,

你升級思想防火牆了嗎/沈伯洋作.主

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10 .-- 約

10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

67-9 (線上有聲書(M4A)) 普遍級  

地 球就是諮 商室 /瑪莉 -珍 .羅斯特

(Mary-Jayne Rust)著; 周大為, 陳俊霖, 

劉慧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

坊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7-255-8 (PDF) 普遍級  

在 一 切 結 束 之 前 / 約 翰 . 哈 威 (John 

Harvey)著; 李靜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美,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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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5935-7-6 (PDF) NT$400 普遍

級  

在奇幻地: 精神病院裡的臨床民族誌

/林徐達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9-04-2 (EPUB) 普遍級  

在奇幻地: 精神病院裡的臨床民族誌

/林徐達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9-05-9 (PDF) 普遍級  

多空交易日誌/邱逸愷著 .-- 六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02-644-0 (EPUB) 

NT$480 普遍級  

多空交易日誌/邱逸愷著 .-- 六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02-645-7 (PDF) 

普遍級  

好女人的情場攻略/路隊長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52-3 (PDF) 

普遍級  

好女人的情場攻略/路隊長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4-54-7 

(EPUB) 普遍級  

好好說別離/黃煒童著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87-21-0 (EPUB) 

NT$21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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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27-1 (EPUB) 普遍級  

她是從本島來的駐村藝術家= She is 

the island’s resident artist who comes 

from the main island of Taiwan/劉紀彤

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劉紀彤, 

11111 .-- 冊 .-- ISBN 978-626-01-0699-

7 (全套:線裝) NT$600 普遍級  

如水: 大中華膠/張崑陽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水協會, 11110 .-- 14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00-1-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如實理解愛!成為帶給生命幸福感的

動物溝通師/許太太與貓, 陳柔穎(阿

佛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60-7 (EPUB) 普遍級  

宇宙兄弟 . 18/小山宙哉作 ; 施凡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40-9 

(EPUB) 普遍級  

守住角落的人: 他們或縱身自然或獨

行藝術曠野,漫漫前行,閃著微光/蘇

惠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35-2 (PDF) 普遍級  

守住角落的人: 他們或縱身自然或獨

行藝術曠野,漫漫前行,閃著微光/蘇

惠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37-6 (EPUB) 普遍級  

*守護的力量/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11110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32-4-6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安史之亂/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50-2 (EPUB) 

普遍級  

成功準則= The success principles: how 

to get from where you are to where you 

want to be/傑克.坎菲爾(Jack Canfield), 

珍奈特.斯威策(Janet Switzer)著; 葉婉

智, 閰蕙群, 易敬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9-076-5 ( 全 套 : 平 裝 ) 

NT$990 普遍級  

成功撰寫行銷企劃案/戴國良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87-4 (PDF) 

普遍級  

成交與不成交的距離只有 0.01mm/師

瑞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7-204-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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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65-7 (EPUB) 

普遍級  

收信愉快 !52 封 ,宇宙的訊息 /馮云

作 .-- 臺北市 : 生活好好,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40-1-8 

(EPUB) NT$520 普遍級  

早安.午安 Home café: 69 種在家也能

享受的咖啡廳風格餐包、早午餐、

甜點、蛋糕/朴星美作; 陳品芳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59-1 

(EPUB) 普遍級  

早安.午安 Home café: 69 種在家也能

享受的咖啡廳風格餐包、早午餐、

甜點、蛋糕/朴星美作; 陳品芳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60-7 

(PDF) NT$380 普遍級  

有花就有神: 通靈花藝師帶你用花與

神相遇/須王花神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1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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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847-1 (EPUB) 普遍級  

有時候我會想起你,然後想起自己/黃

俊隆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67-6 (PDF) 普遍級  

有時候我會想起你,然後想起自己/黃

俊隆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68-3 (EPUB) 普遍級  

有溫度的人: 羅紹和的生命成長與慈

善之路/羅紹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49-8 (EPUB) 普遍級  

有溫度的溝通課: 透過聲音理解對方

的思維慣性,使你的表達真誠有力量/

羅鈞鴻(小虎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5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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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48-8 

(EPUB) 普遍級  

米 開 朗 基 羅 傳 / 羅 曼 . 羅 蘭 (Romain 

Rolland)著; 傅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38-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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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開 朗 基 羅 傳 / 羅 曼 . 羅 蘭 (Romain 

Rolland)著; 傅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39-0 (EPUB) 普遍級  

老實服務: 從實驗教育到司法改革,

在不同「地方」看見不同「創生」,

捍衛「真義信仰」的價值 !/陳儀君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禾禾文化工

作室,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18-0-9 (EPUB) 普遍級  

自我肯定的練習: 感覺低落,也沒關

係!68 個結合腦科學原理的清理情緒

練習,學會設下界限、保持身心安定

的自我照護提案/中島輝著; 蔡麗蓉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44-8 (PDF) 普遍級  

自我肯定的練習: 感覺低落,也沒關

係!68 個結合腦科學原理的清理情緒

練習,學會設下界限、保持身心安定

的自我照護提案/中島輝著; 蔡麗蓉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45-5 (EPUB) 普遍級  

自 卑 與 超 越 / 阿 爾 弗 雷 德 . 阿 德 勒

(Alfred Adler)著; 吳勇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62-8 (EPUB) 

普遍級  

自 卑 與 超 越 / 阿 爾 弗 雷 德 . 阿 德 勒

(Alfred Adler)著; 吳勇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63-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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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06-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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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707-2 (PDF) 普遍級  

自閉症診斷會談: 指導手冊= 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ADI-

R)/Michael Rutter, Ann Le Couteur, 

Catherine Lord 編製; 吳佑佑, 高淑芬, 

黃琦棻修訂; 劉瓊瑛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心理, 11110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78-20-1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自閉症診斷會談: 會談題本= 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ADI-

R)/Ann Le Couteur, Catherine Lord, 

Michael Rutter 編製; 高淑芬, 丘彥南, 

吳佑佑翻譯.修訂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78-21-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行雲流水 山海都蘭: 2022 都蘭山畫

院藝術聯展/白燿光主編 .-- 初版 .-- 

臺東縣  : 臺東縣都蘭山畫院學會 , 

111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860-1-7 (精裝) NT$500 普遍級  

行銷: 商業世界的成功策略/肯尼斯.

勒 默 尼 耶 - 菲 茨 休 (Kenneth Le 

Meunier-FitzHugh)著; 吳宜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86-5 (EPUB) 

普遍級  

行銷高手都想上這堂訂價科學(珍藏

版): 9 方法,讓你學會「算透賺三倍」

的技術!/田中靖浩作; 黃瓊仙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26-6 (PDF) 

普遍級  

西班牙/王思佳, 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96-6 (EPUB) 

NT$336 普遍級  

住宅設計收納學: 徹底解析空間使用

行為,從格局、動線、尺寸、形式突

破坪數侷限/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63-8 (EPUB) 

NT$385 普遍級  

*佇起頭有道 Tī khí thâu ū Tō/Bo̍h 

Khé-lîng 作曲.編曲 .-- 初版 .-- 桃園市 : 

啟菲國際, 11110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693-0-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你以為你的選擇真的是你的選擇?: 

關於自由意志的哲學思考/朱立安.巴

吉尼(Julian Baggini)著; 黃煜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87-9 (EPUB) 

NT$280 普遍級  

你可以不用折磨自己/南懷真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2 .-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848-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你在我心上寫真書= You are on my 

mind/星勢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治

作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1110 .-- 1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406-4-

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你有正確回答問題嗎?: 提高 AQ 的六

個方法/布萊恩.格里布考斯基(Brian 

Glibkowski)作; 張玄竺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24-2 

(EPUB) NT$375 普遍級  

你有正確回答問題嗎?: 提高 AQ 的六

個方法/布萊恩.格里布考斯基(Brian 

Glibkowski)作; 張玄竺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25-9 (PDF) 

NT$3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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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49-5 

(EPUB) 普遍級  

你的夢想可能有點風險: YouTuber 六

指淵,帶你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副本/

六指淵(陸子淵)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5-267-3 (平裝

簽名版) NT$380 普遍級  

你是沒機會,還是沒準備?/未來的未

來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

版,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50-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你買的保養品是寶還是垃圾/林志青

著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65-0-8 (PDF) 

普遍級  

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放棄: 哇賽

療心室,19 道練習陪你解鎖人生難題

/蔡佳璇, 葉品希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6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59-8 (平裝簽

名版) NT$400 普遍級  

你寫對台語了嗎?: 台語對應(漢)字之

探討(經典台語版)/呂應棠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59-7 (PDF) 

普遍級  

低視力學/許明木, 莊素貞, 鄭靜瑩, 陳

賢堂, 王俊諺, 吳承臻, 林則豪, 許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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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 連政炘, 葉志偉, 詹益智, 蔡龍輝, 

謝錫寶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54-7 (PDF) NT$750 普遍級  

余英時序文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17-9 (EPUB) 普遍

級  

余英時序文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18-6 (PDF) 普遍級  

余英時政論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37-7 (EPUB) 普遍

級  

余英時政論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38-4 (PDF) 普遍級  

余英時時論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19-3 (EPUB) 普遍

級  

余英時時論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20-9 (PDF) 普遍級  

余英時詩存/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21-6 (EPUB) 普遍級  

余英時詩存/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22-3 (PDF) 普遍級  

余英時雜文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23-0 (EPUB) 普遍

級  

余英時雜文集/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24-7 (PDF) 普遍級  

兵變.兵變.再兵變/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51-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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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14-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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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15-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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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15-1 (EPUB) NT$252 普

遍級  

坐在對面的人/蘇見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63-4 (PDF) 

普遍級  

坐在對面的人/蘇見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64-1 (EPUB) 

普遍級  

完美的師父: 如何找到內在真正的心

靈導師/奧修 OSHO 著; Veet Gaga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50-4 

(EPUB) 普遍級  

宋瑛堂的文學譯世界/宋瑛堂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217-5 (EPUB) 

普遍級  

希臘美食史: 眾神的禮物/安德魯.道

比, 瑞秋.道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77-5-9 (EPUB) NT$500 普

遍級  

希臘美食史: 眾神的禮物/安德魯.道

比, 瑞秋.道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77-6-6 (PDF) NT$500 普遍

級  

希臘眾神的日常/江逐浪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旗,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383-6-9 ( 全 套 : 平 裝 ) 

NT$1340 普遍級  

快樂王子: (復刻 1888 年初版插畫): 

王爾德世紀末唯美主義童話代表作|

中英雙語/奧斯卡.王爾德作; 顏湘如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99-1 (PDF) 普遍級  

快樂王子: (復刻 1888 年初版插畫): 

王爾德世紀末唯美主義童話代表作|

中英雙語/奧斯卡.王爾德作; 顏湘如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00-4 (EPUB) 普遍級  

我,為什麼成為現在的我: 達賴喇嘛

談 生 命 的 緣 起 及 意 義 / 達 賴 喇 嘛

(Dalai Lama)著; 陳世威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9-05-8 (PDF) 

普遍級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在不完美

的世界裡,接住彼此的脆弱/全勝煥著;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56-7 (PDF) 普遍級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在不完美

的世界裡,接住彼此的脆弱/全勝煥著;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57-4 (EPUB) 普遍級  

我不是自己的/陳函謙作; 徐壽柏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0 .-- 約 37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96-3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我只是偶爾撒謊/愛麗絲.芬妮作; 吳

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41-610-0 (EPUB) 普遍級  

我在環島的路上: 邊走!邊玩!邊吃!邊

畫!/陳貴芳(鱷魚)圖.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37-7 (EPUB) 

NT$266 普遍級  

我存 A 股而不是台股: 如何在大陸股

市長期獲利的技巧和祕訣/雪球滾滾

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7-06-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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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989-8 (EPUB) 

普遍級  

我所知曉關於愛的一切/朵莉.愛德頓

(Dolly Alderton)作 ; 黃彥霖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27-8 (EPUB) 

普遍級  

我所知曉關於愛的一切/朵莉.愛德頓

(Dolly Alderton)作 ; 黃彥霖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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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28-5 (PDF) 

普遍級  

我的人生 ,不是為了取悅誰 /陳珮甄

(Slena)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62-1 (PDF) 普遍級  

我的人生 ,不是為了取悅誰 /陳珮甄

(Slena)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63-8 (EPUB) 普遍級  

我的父親郭禮伯/郭貽熹著 .-- 二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66-5 (PDF) 

NT$380 普遍級  

我的治學經驗/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25-4 (EPUB) 普遍

級  

我的治學經驗/余英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26-1 (PDF) 普遍級  

我的威士忌生活提案(全新增修.完整

典藏版)/米凱勒.奇多(Mickaël Guidot)

著 ; 亞 尼 斯 . 瓦 盧 西 克 斯 (Yannis 

Varoutsikos)繪; 謝珮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981-2 (EPUB) 

NT$476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電磁學/沙達德.凱德-薩

拉.費隆(Sheddad Kaid－Salah Ferrón)

著; 愛德華.阿爾塔里(Eduard Altarriba)

繪; 朱慶琪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06-2 (PDF) 普遍級  

我的減醣高植餐桌-高比例蔬食減脂

對策: 66 道常備品.家常料理.早餐.涼

拌.湯品.點心/胖仙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健行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7-06-2 (PDF) 普遍級  

我的減醣高植餐桌-高比例蔬食減脂

對策: 66 道常備品.家常料理.早餐.涼

拌.湯品.點心/胖仙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健行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7-07-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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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宇凡著 .-- 臺

北市 : 優食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87-0-3 (EPUB) 普遍

級  

我青春漫遊的時代: 三島由紀夫青春

記事短篇集/三島由紀夫著; 邱振瑞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29-3 

(PDF) 普遍級  

我青春漫遊的時代:三島由紀夫青春

記事短篇集/三島由紀夫著; 邱振瑞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3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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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59-5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生活比你想的還物理: 新聞時

事 x 日常生活的物理真相大揭密/簡

麗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84-8 (EPUB) NT$330 普遍級  

我們的約定寫真書/種子音樂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8-830-7 (平

裝) NT$499 普遍級  

我這麼得體又能幹,老闆為何還是看

不慣?: 加班的是我,整天被罵也是我,

薪水最低還是我!原來不是處處被針

對,而是工作沒有做到位/吳載昶, 江

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

錢線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44-8 (EPUB) 普遍級  

我陪兒子走出憂鬱症: 一位母親陪伴

兒子抗鬱成功的感動全紀錄/艾曼達.

普若茲(Amanda Prowse), 喬希亞.哈特

利(Josiah Hartley)著; 陳佳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969-0 

(EPUB) 普遍級  

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蔡培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34-8 

(EPUB) 普遍級  

我覺得人生不適合我: 歡迎光臨苦悶

諮商車,「瘋狂」精神科醫師派送幸

福中!/林宰暎著; 盧鴻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9-06-5 (EPUB)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文商

用書信實務/虞安壽美, 紀榮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豪風, 11111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21-9-

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找恩典的人: 楊腓力回憶錄/楊腓力

(Philip Yancey)著; 徐成德譯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04-7 (EPUB) 普遍

級  

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張淑香作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56-0 

(EPUB) 普遍級  

投票記/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

著; 彭玲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78-2 (EPUB) 普遍級  

投票記/喬賽.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

著; 彭玲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94-2 (PDF) 普遍級  

投資,是放大人性的機率遊戲/約翰.

艾倫.保羅斯著; 黃庭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25-5 (PDF) 普遍級  

投資,是放大人性的機率遊戲/約翰.

艾倫.保羅斯著; 黃庭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26-2 (EPUB) 普遍

級  

改变生命改变心: 圣经辅导方法与技

巧/保罗.戴维.区普(Paul David Tripp)

作; 李台莺, 施克刚译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生命輔導傳道會,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88-1-6 

(EPUB) 普遍級  

改善退化性髖關節炎疼痛!: 讓「滑

液」恢復活力的體操/酒井慎太郎作; 

徐詩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72-0 (EPUB) 普遍級  

改變生命改變心: 聖經輔導方法與技

巧/保羅.大衛.區普(Paul David Tripp)

著; 李台鶯, 施克剛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生命輔導傳道會,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88-2-3 

(EPUB) 普遍級  

改變潛意識,成就美好現實: 用量子

力學實現願望的 11 個法則/高橋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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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楊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

茂,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2-08-7 (PDF) 普遍級  

改變潛意識,成就美好現實: 用量子

力學實現願望的 11 個法則/高橋宏和

作; 楊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

茂,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2-0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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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50-1 

(EPUB) 普遍級  

攻克五千單字圖像記憶法 . 1/高嫚

Ivana Kao 作 .-- 初版 .-- 彰化縣 : 竹凰

跳動國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90-0-4 (EPUB) 普遍級  

攻克五千單字圖像記憶法 . 1/高嫚

Ivana Kao 作 .-- 初版 .-- 彰化縣 : 竹凰

跳動國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90-2-8 (PDF) 普遍級  

李怡璇小提琴音樂會<流浪者之歌>

詮釋報告/李怡璇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李怡璇,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00-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李登布洛克. I, 巨石碑,金屬樂與天

體= Lidenbrock. 1, monolithe, metal & 

corps célestes/ 奧 雷 利 安 . 羅 沙 尼 諾

(Aurélien Rossanino)撰寫 .-- 初版 .-- 臺

北市 : 巴斯巴度, 11110 .-- 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707-0-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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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45-4 (PDF) NT$5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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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46-1 (EPUB) 

NT$5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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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51-8 

(EPUB) 普遍級  

沒口之河/黃瀚嶢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82-8-3 (PDF) 普遍級  

沒口之河/黃瀚嶢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82-9-0 (EPUB) 普遍

級  

沒有人天生在上位,學會「帶人」無

所畏: 高 EQ、大格局、好手腕,你讓

下屬人人追捧、老闆不得不用!/楊仕

昇, 原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45-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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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5-07-9 (EPUB) NT$280 普遍級  

罕吉朝聖之路: 不是所有人都看得見

的魔法之地/邱賢慈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52-3 (EPUB) 

NT$237 普遍級  

走過愛的蠻荒: 影視創作紀實/拙八

郎創意執行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08-9 (EPUB) 

普遍級  

走過愛的蠻荒: 影視創作紀實/拙八

郎創意執行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09-6 (PDF) 

普遍級  

辛波絲卡談寫作: 致仍在路上的創作

者 們 /維斯瓦娃 .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 粘肖晶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97-0 (EPUB) 普遍

級  

辛波絲卡談寫作: 致仍在路上的創作

者 們 /維斯瓦娃 .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 粘肖晶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98-7 (PDF) 普遍級  

那些死亡教我如何活: 一位清掃死亡

現場者 20 年的生死思索(暢銷新裝

版)/特掃隊長著; 莊雅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05-5 (PDF) 

普遍級  

那些死亡教我如何活: 一位清掃死亡

現場者 20 年的生死思索(暢銷新裝

版)/特掃隊長著; 莊雅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06-2 (EPUB) 

普遍級  

那些想不通的事: 人生最重要的 31

堂幸福必修課/劉曉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國際文化交流甜甜圈

協會,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605-1-3 (EPUB) NT$300 普遍級  

那些廚房教我的事: 放牛班五星主廚

的廚味人生/謝宜榮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77-0 (EPUB) 普遍級  

防漏除壁癌終極全書(暢銷改版): 先

斷絕水源,再確實做好防水,成因、工

法、材料、價格全部有解/漂亮家居

編輯部作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71-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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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9-9-7 (EPUB) NT$420 普

遍級  

亞洲生技大展農業科技館成果專刊. 

202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0-10-2 (PDF) 

普遍級  

來去美洲/陸瑞玉, 歐威麟, 楊騏駿, 吳

長諭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9-76-1 (EPUB) NT$530 普遍級  

兒童非暴力溝通遊戲卡/克莉絲汀.金

(Christine King), 珍 . 莫 里 森 (Jean 

Morrison)著; 鄺麗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光啟文化 , 11112 .-- 29 面 ; 

10X10 公分 .-- ISBN 978-957-546-993-

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兒童語音障礙: 理論與實務/錡寶香

主 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心 理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8-26-3 (PDF) NT$500 普遍級  

兒童語音障礙: 理論與實務/錡寶香

主 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心 理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8-27-0 (EPUB)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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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週搞定,成功創業專案計畫書: 新

創、開店、找資金,你該告訴投資人

的幾件事/張嶂, 馬廣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049-25-9 (EPUB) 

普遍級  

到處都好: 我的 UN193/黃楚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鴻琪,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86-0-

0 (精裝) 普遍級  

卓越領導者的修練學: 關鍵十策略,

從收服人心到駕馭環境,思維完全躍

升的實戰聖經 /華倫 .班尼斯(Warren 

Bennis)著; 劉佳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29-9 (EPUB) 普遍

級  

受益一生的博弈論/白波編著 .-- 臺北

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8-84-2 (PDF) 

NT$300 普遍級  

和平的代價: 貨幣、民主與凱因斯的

一生/查克里.卡特(Zachary D. Carter)

著; 賴盈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山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6-03-1 (PDF) NT$800 普遍

級  

和平的代價: 貨幣、民主與凱因斯的

一生/查克里.卡特(Zachary D. Carter)

著; 賴盈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山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6-04-8 (EPUB) NT$800 普

遍級  

和平標準示範法/黃千明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316-6-9 (EPUB) NT$500 普遍級  

和林佳龍一起去旅行: 那些走讀、療

癒、愛戀山海的光合之旅 /林佳龍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81-3 (EPUB) 普遍級  

妳只顧著外表,卻沒顧上用腦: 迷人

風度 X 絕佳品味 X 完美價值,別再等

灰姑娘的玻璃鞋,只有自己才能套上

那雙高跟鞋!/蔣甘樺, 左蘭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75-4 

(EPUB) 普遍級  

孤獨英國: 從大英帝國到大英國協,

加入歐洲共同體到脫歐,英國將走向

何方?/菲利浦.史蒂芬(Philip Stephens)

著; 梁永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62-587-3 (EPUB) NT$441 普遍級  

宗誼永固 40 守護: 世界許氏宗親總

會四十週年特刊/許信勝總編輯 .-- 臺

北市 : 世界許氏宗親總會, 111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82-

0-5 (精裝) 普遍級  

宙斯與玉帝談星: 四季星宿×神話故

事×觀星指南,一次了解各具特色的

東西方星空,成為讀星高手不是夢!/

姚建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77-8 (EPUB) 普遍級  

宛宛兒的人生大補帖/宛宛兒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33-1 

(EPUB) 普遍級  

幸存者/郭雨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60-3 (PDF) 普遍級  

幸福.溫暖.厚生紀實: 花小仙畫集/陳

文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溫暖

厚生協會, 11110 .-- 216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771-1-5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幸福溫暖.厚生紀實: 花小仙畫集/陳

文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溫暖

厚生協會,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71-0-8 (PDF) NT$10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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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52-5 (EPUB) 普遍級  

彼岸過迄/夏目漱石著; 劉子倩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34-7 (PDF) 

普遍級  

彼岸過迄/夏目漱石著; 劉子倩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35-4 (EPUB) 

普遍級  

忿恨的囚徒: 憤怒、敵意與暴力從何

而來?/亞倫.T.貝克(Aaron T. Beck)著; 

蔡心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82-9 (PDF) 普遍級  

忿恨的囚徒: 憤怒、敵意與暴力從何

而來?/亞倫.T.貝克(Aaron T. Beck)著; 

蔡心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83-6 (EPUB) 普遍級  

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馬雲: 擁抱夢

想,不畏騙子、瘋子、狂人稱號,他用

網路顛覆中國經濟,創造出阿里巴巴

帝國/徐博年, 周雲煒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76-1 (EPUB) 

普遍級  

明朝酒文化/王春瑜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809-3 (EPUB) 普遍

級  

明解日本語の歌. III/周昌葉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73-3 

(PDF) NT$380 普遍級  

昏迷指數三分: 社會破洞、善終思索、

醫療暴力......外傷重症椎心的救命現

場/唐貞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6-324-6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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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05-6 (EPUB) NT$4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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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06-3 (PDF) NT$480 普遍

級  

東大名譽教授的歷史講堂!建築裡的

世界史圖鑑/本村凌二作; 黃筱涵譯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書 坊 文 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7-822-6 (PDF) NT$350 普遍級  

東 西 縱 橫 記 藝 : 名 畫 真 的 很 有

事!/Junie W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35-5 (EPUB) 普遍級  

東京'23-24/MAPPLE 昭文社編輯部作; 

李詩涵, 蔣詩綺, 林庭安翻譯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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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人人,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61-315-1 (EPUB) 

普遍級  

東海特藏檔案文獻/李光臨整理 .-- 臺

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127-8 (PDF) 

普遍級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11 學年度/劉正

作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126-1 

(PDF) 普遍級  

東震萬年曆/孟玄編輯 .-- 四十四版 .-

- 臺中市 : 東震之聲,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205-3-1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河流進你深層靜脈/陳育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6-325-3 

(EPUB) 普遍級  

法律社會工作/陳慧女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8-28-7 (EPUB) 

NT$500 普遍級  

法律社會工作/陳慧女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8-29-4 (PDF) NT$500

普遍級  

法律是什麼?: 法哲學的思辨旅程/長

谷部恭男著; 郭怡青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51-0 (EPUB) NT$240 普

遍級  

法國 /朱月華 , 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803-1 (EPUB) 

NT$336 普遍級  

狗狗身體求救訊號全圖解: 權威獸醫

師及專家教你從五官異常到行為出

現改變,深入瞭解找出毛孩生病原因,

早發現、早治療、提早預防!/李衛民, 

魏資文, 傳騏動物醫院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27-9-3 (EPUB) 普遍級  

狗崽長大咬死人/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67-0 

(EPUB) 普遍級  

狐狸小八 /喬治 .桑德斯著 ; 丁世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56-7 (EPUB) 普遍級  

狐狸小八 /喬治 .桑德斯著 ; 丁世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57-4 (PDF) 普遍級  

盲目/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

著; 彭玲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79-9 (EPUB) 普遍級  

盲目/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

著; 彭玲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95-9 (PDF) 普遍級  

社企力: 做好事又能獲利!邁向永續

的創新商業力量(10 週年暢銷經典

版)/社企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果

力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80-4-8 (EPUB) 普遍級  

社會學囧很大 4.0: 看大師韋伯奈何

誤導人類思維/謝宏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53-0 (PDF) 普遍級  

空行母事業: 證悟之路與利他事業的

貴人/蓮花生大士, 秋吉德千林巴, 蔣

揚欽哲旺波, 祖古.烏金仁波切, 鄔金

督佳仁波切等作; 扎西拉姆.多多中

譯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33-5-6 

(EPUB) NT$390 普遍級  

股市天機圖操盤法 2.0/林英豪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53-5 

(PDF) 普遍級  

初光未然: 第四十二屆雙溪現代文學

獎得獎集刊/周家瑜, 張芸瑄主編 .-- 

臺北市 : 東吳, 11110 .-- 48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224-3-9 (平裝) 

普遍級  

*阿力山大 正在上班 = Alexander is 

working/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 

111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647-8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阿美族語簡易文法(美漢英三語對照

版)= O pitodongan to caciyaw no 'Amis= 

Concise Amis language 

grammar/Norman 高清玄著 .-- 初版 .-- 

花蓮縣 :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

學會, 11110 .-- 2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18-0-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青山不老 : 2022 龎均新作展= The 

mountain remains blue as it ages: the 

release of Pang Jiun's 2022 artwork/龎均

作 .-- 臺北市 : 日升月鴻畫廊, 11110 .-

- 96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274-1-0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青春健康,與愛同行: 心智障礙者性

健康教育實務工作者手冊/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9-91-7 (PDF) NT$100 普遍

級  

青春造反: 二十五個閃耀動人的改變

與 革 新 故 事 / 班 雅 明 . 柯 諾 德 勒

(Benjamin Knödlerr), 克莉絲汀.柯諾德

勒 (Christine Knödler) 著 ; 黃 慧 珍

(Magda Huang)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菓子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96-2-5 (PDF) 普遍級  

青春造反: 二十五個閃耀動人的改變

與 革 新 故 事 / 班 雅 明 . 柯 諾 德 勒

(Benjamin Knödlerr), 克莉絲汀.柯諾德

勒 (Christine Knödler) 著 ; 黃 慧 珍

(Magda Huang)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菓子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96-3-2 (EPUB) 普遍級  

青嶼記 錄集 : 342 天在 綠島構築 = 

Archive of Hijau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342days/陳辰后, 

魏孟宜撰文 .-- 彰化縣 : 豐土文化整

合, 11110 .-- 1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726-0-8 (平裝) NT$1600 普

遍級  

非 暴 力 溝 通 遊 戲 卡 / 克 莉 絲 汀 . 金

(Christine King), 珍 . 莫 里 森 (Jean 

Morrison)著; 鄺麗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光啟文化, 11112 .-- 23 面; 16 公

分 .-- ISBN 978-957-546-992-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南崁手記/林文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98-2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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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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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35-6 (EPUB) 普遍級  

品茶时间: 温馨家庭 25 个幸福好主

意/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

小組翻譯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

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514-8-1 (EPUB) 普遍級  

品茶時間: 溫馨家庭、25 個幸福好主

意/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

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

福科學出版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514-9-8 (EPUB) 

NT$360 普遍級  

哈利.波特之母: J.K.羅琳/管家琪作; 

邱佩轝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11 .-- 約 21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91-2 (線上有聲書(MP3)) 

NT$340 普遍級  

城 市裡 ,你的 座標在 哪裡 ?/俞炫準

(Yoo Hyunjoon)作 ; 邱麟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50-6 

(PDF) 普遍級  

城 市裡 ,你的 座標在 哪裡?/俞炫準

(Yoo Hyunjoon)作 ; 邱麟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51-3 

(EPUB) 普遍級  

宣教中的上帝/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 李望遠譯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94-5 (EPUB) 普遍級  

屏東只做證明題/郭淑敏, 唐祖湘採

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82-0 (PDF) NT$380 普遍級  

帝師的禮物: 八思巴尊者傳記與教言

/八思巴尊者(Drogön Chögyal Phagpa)

原典作; 薩迦巴拿旺貢噶索南傳記作; 

第 41 任 薩 迦 法 王 (His Holiness 

Kyabgon Gongma Trichen Rinpoche)釋

論作; 張福成原典藏譯中; 高天恩傳

記與釋論英譯中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33-6-3 (EPUB) NT$39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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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53-2 

(EPUB) 普遍級  

*建構高值化農產素材開發與產業鏈

結服務計畫: 2022 成果彙編手冊/蔡

偉皇, 郭俊緯, 林恒生, 喬崇益, 廖芯

誼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農業

科技研究院, 11109 .-- 14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306-6-3 (平裝) 

普遍級  

建構高值化農產素材開發與產業鏈

結服務計畫: 2022 成果彙編手冊/蔡

偉皇, 郭俊緯, 林恒生, 喬崇益, 廖芯

誼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農業

科技研究院 , 11109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306-7-0 (PDF) 普遍級  

後疫情時代的未來/傑森.申克(Jason 

Schenker)著; 李永學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0-877-7 (PDF) NT$340

普遍級  

故事東亞史. 1, 12 個奠基東亞的關鍵

時刻/江懷哲, 林偉聿, 胡川安, 郭忠豪, 

彭成毅, 曾齡儀, 蔡宗穎作; 鄭皓允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63-2 (EPUB) 普遍級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程恭

讓, 闞正宗, 吳光正, 邱永輝, 永本, 杜

保瑞, 黃國清, 陳劍鍠, 李向平, 翟本

瑞, 尤惠貞作; 程恭讓, 妙凡總主編 .-- 

二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957-457-661-6 (全套:

精裝) NT$4600 普遍級  

柏南克談聯準會: 21 世紀貨幣政策/

柏南克(Ben Bernanke)著; 洪慧芳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90-3-6 (PDF) 

普遍級  

柏南克談聯準會: 21 世紀貨幣政策/

柏南克(Ben Bernanke)著; 洪慧芳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90-4-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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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65-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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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32-9 

(EPUB) 普遍級  

活用卡內基訓練帶出快樂成功的孩

子: 黑幼龍說感動故事,為你親解正

向教養的關鍵/黑幼龍作; 李彥勳朗

讀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發 光 體 , 

11110 .-- 約 29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48-6-4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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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60-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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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61-0 

(EPUB) 普遍級  

活著的每一天: 譚美.達克沃絲回憶

錄= Every day is a gift: a memoir/譚美.

達克沃絲(Tammy Duckworth)著; 林凱

雄翻譯; 孫若瑜朗讀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 11112 .-- 約 4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02-0 (線上有聲書

(MP3)) NT$460 普遍級  

洛杉磯.舊金山.拉斯維加斯/蔣育荏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804-8 

(EPUB) NT$364 普遍級  

為什麼我們要在意美國?從外交、制

度、重大議題全面解析台美關係/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作; 張

心哲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0 .-

- 約 6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4-98-7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為管教立界線: 翩翩老師的 25 個心

法,引導孩子邁向獨立/何翩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55-7 

(EPUB) 普遍級  

炭空: 追尋記憶深處的煤鄉/朱健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48-2 (PDF) 普遍級  

炭空: 追尋記憶深處的煤鄉/朱健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49-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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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古德的黑猩猩情緣/管家琪作; 鄭

球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18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89-9 (線上有聲書(MP3)) 

NT$3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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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91-7 (EPUB) 

NT$294 普遍級  

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甘懷真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60-7 (PDF) 普遍級  

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甘懷真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61-4 (EPUB) 普遍級  

看得見的世界史: 德國/肖石忠編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81-0 (EPUB) 

NT$36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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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3-27-5 (EPUB) 普遍級  

看球說故事: 用球賽記憶一座城市,

給自助旅行者的另類提案 !/陳祖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52-4-3 (EPUB) 普遍級  

看懂財經新聞賺錢門道/陳思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65-2 

(EPUB) 普遍級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 加拉太

書/彭國瑋總編輯 .-- 增訂一版 .-- 新

北市 : 聖經公會, 1111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23-01-7 (平裝) 

普遍級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生

物篇. 6/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87-8 (EPUB) 普遍級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地

科篇. 6/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88-5 (EPUB) 普遍級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理

化篇. 6/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89-2 (EPUB) 普遍級  

秋刀魚變溫柔了/盧怡安作 .-- 一版 .-

- 臺 北 市  : 重 版 文 化 整 合 事 業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485-9-0 (PDF) NT$420 普遍級  

穿越古代當神探. 1, 兩漢、唐朝/段

張取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08-0 (EPUB) NT$750 普遍級  

穿越古代當神探. 1, 兩漢、唐朝/段

張取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09-7 (PDF) 普遍級  

美麗的神: 教會美學八堂課/大衛.泰

勒(W. David O. Taylor)編著; 劉如菁

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3-01-6 

(EPUB) 普遍級  

美尻男子: 聶裕奇攝影集/聶裕奇攝

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2-096-7 (平裝) 限制級  

美尻男子: 聶裕奇攝影集/聶裕奇攝

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30-8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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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11-8-6 (EPUB) 普遍級  

致命的橫挑強鄰/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68-7 

(EPUB) 普遍級  

英國 /朱月華 , 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805-5 (EPUB) 

NT$336 普遍級  

迪士尼一百週年紀念系列: 經典電影

海報書/迪士尼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96 面; 8X10 公分 .-- 

ISBN 978-626-338-780-5 ( 平 裝 ) 

NT$499 普遍級  

音樂好好療: 從新生兒到失智老人、

從情緒問題到重大疾病的有效解方/

李一萱, 廖珮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7-05-9 (EPUB) 普遍級  

風化台北/梁評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54-6 (PDF) 普遍級  

風化台北/梁評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55-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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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16-1-8 (PDF) 普遍級  

風險治理與社會韌性: 張士傑風險管

理專欄文選/張士傑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翰蘆圖書, 11110 .-- 冊 .-- ISBN 

978-626-96515-8-0 ( 全 套 : 平 裝 ) 

NT$940 普遍級  

食在四方: 上下游副刊華文飲食文選

/古碧玲編 .-- 初版 .-- 新北市 : 一卷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12-6-0 (EPUB) 普遍級  

食在四方: 上下游副刊華文飲食文選

/古碧玲編 .-- 初版 .-- 新北市 : 一卷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12-7-7 (PDF) 普遍級  

香料藥草.居家自然療法聖經: 超過

100 種天然無毒 x 食譜處方,Step by 

Step 解決憂鬱、失眠、腸胃和心血

管等 60 種問題 /艾比蓋兒 .R.柯林

(Abigail R. Gehring)作; 曾秀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78-2 (EPUB) 

NT$560 普遍級  

倪端生命靈數全書: 重新認識自我 X

開發內在天能 X 創造豐盛未來/倪端

Ni Dua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63-3 (EPUB) NT$430 普遍級  

原本以為跑步的人都是笨蛋/松久淳

著;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862-5 (EPUB) 普遍級  

原來我有自閉症/鍾昀芝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79-5 (PDF) 

普遍級  

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 園林遊憩、飯

館餞別與牡丹花會/盧建榮作; 莊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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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91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81-3 (線上有聲書(MP3)) 

NT$400 普遍級  

哲學能做什麼?: 公共議題的哲學論

辯 與 思 維 練 習 / 蓋 瑞 . 葛 汀 (Gary 

Gutting)著; 吳妍儀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橡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56-1 (EPUB) 

NT$385 普遍級  

害羞這迷人天賦: 探究羞怯的多采世

界,活出內向高敏者的優勢人生 /喬.

莫蘭(Joe Moran)著; 呂玉嬋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1-04-4 (EPUB) 

NT$400 普遍級  

害羞這迷人天賦: 探究羞怯的多采世

界,活出內向高敏者的優勢人生 /喬.

莫蘭(Joe Moran)著; 呂玉嬋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1-05-1 (PDF) 

NT$400 普遍級  

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 親緣,以愛

為名的試煉/楊晴翔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悅知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00-2-5 (PDF) 普遍級  

家暴加害人認知輔導教育團體鏡觀

模式操作手冊/謝宏林, 王振宇, 王如

曼, 林瑞敏, 林玉萍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中華人際關懷處遇協會, 11201 .-

- 1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777-0-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島嶼文化事: 文化+雙週報選粹/中央

社「文化＋」採編團隊著 .-- 臺北市 : 

中央通訊社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99765-3-4 (EPUB) 

NT$250 普遍級  

恐怖帝國/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52-6 (EPUB) 

普遍級  

時時刻刻微養生: 陳月卿 30 年養生

全精華,打造身心全方位自癒地圖/陳

月卿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42-6 (EPUB) NT$500 普

遍級  

時時刻刻微養生: 陳月卿 30 年養生

全精華,打造身心全方位自癒地圖/陳

月卿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43-3 (PDF) NT$500 普遍

級  

時間帶不走悲傷,但可以把悲傷化為

力量: 失去愛女後找回幸福的重生旅

程/SMOK 老宅甜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04-8 (PDF) 普遍級  

時間帶不走悲傷,但可以把悲傷化為

力量: 失去愛女後找回幸福的重生旅

程/SMOK 老宅甜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08-6 (EPUB) 普遍

級  

柴鼠兄弟理財哲學/柴鼠兄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038-7 

(EPUB) 普遍級  

氣候變遷與綠色金融保險: 企業倫理

視角 /范姜肱 , 范姜新圳 , 張瑞剛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351-0 (PDF) 普遍級  

海洋地緣政治入門: 世界史視野下的

海權爭霸/宮崎正勝著; 陳嫻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65-7 

(EPUB) 普遍級  

海嘯華爾街,巴菲特傳奇: 股市線型

看多只會被 KO!用最樸實無華的方

式逆襲成為世界首富/趙劭甫, 趙建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78-5 (EPUB) 普遍級  

海權經濟大未來: 國旗跟著貿易前進,

掌控貨櫃運輸,軍備戰略,電纜數據及

海底能源才能成為世界霸權/布魯斯.

瓊斯(Bruce D. Jones)著; 林添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57-1 (EPUB) 

普遍級  

神父住海邊: 裴德與 AMIS 的故事/王

威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4-95-3 (EPUB)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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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44-1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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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45-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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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2-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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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46-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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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47-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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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48-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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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49-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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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0-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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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1-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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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音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6-953-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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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4-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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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5-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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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6-4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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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7-1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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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8-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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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59-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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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0-1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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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1-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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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2-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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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3-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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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4-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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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5-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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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6-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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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7-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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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8-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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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69-4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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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0-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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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1-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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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2-4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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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3-1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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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4-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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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5-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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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6-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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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7-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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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8-6 (EPUB) NT$3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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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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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79-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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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0-9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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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1-6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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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2-3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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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3-0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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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4-7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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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5-4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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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6-1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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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7-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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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8-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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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89-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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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90-8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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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91-5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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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92-2 (EPUB) NT$30 普遍

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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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993-9 (EPUB) NT$30 普遍

級  

紐西蘭/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97-3 (EPUB) 

NT$336 普遍級  

紙有神技: 蔡爾容、卜雅菡藝師創作

敘事 /蔡爾容 , 卜雅菡口述; 古佳峻

作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縣傳統紙

藝發展協會, 11111 .-- 1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762-0-0 (平裝) 

NT$460 普遍級  

羔羊為何沉默?: 菁英民主與新自由

主義對社會和生活基礎的摧毀/萊納.

毛斯費德(Rainer Mausfeld)作; 趙崇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57-1-5 (PDF) 普遍級  

羔羊為何沉默?: 菁英民主與新自由

主義對社會和生活基礎的摧毀/萊納.

毛斯費德(Rainer Mausfeld)作; 趙崇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57-2-2 (EPUB) 普遍級  

胸腔科權威曹昌堯教授的 36 堂健康

必修課/曹昌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288-7 (EPUB) NT$280 普遍級  

脈診入門基礎/周幸來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展,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402-0 (EPUB) 

NT$420 普遍級  

能量與誕生石全書 /登石麻恭子作; 

歐兆苓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8-10-5 (PDF) NT$480 普遍級  

臭鼬和獾的故事. 1, 討厭的新室友、

褐 砂 石 屋 的 新 房 客 / 艾 米 . 汀 柏 蕾

(Amy Timberlake)著; 趙永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91-5 (EPUB) 

普遍級  

荒野之心: 生態學大師 Heinrich 最受

歡迎的 35 堂田野必修課(繼承梭羅湖

濱散記百年精神,體驗美好自然的禮

物 書 )/ 伯 恩 德 . 海 恩 利 許 (Bernd 

Heinrich)著; 潘震澤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805-9 (EPUB) 

NT$460 普遍級  

荒野之心: 生態學大師 Heinrich 最受

歡迎的 35 堂田野必修課(繼承梭羅湖

濱散記百年精神,體驗美好自然的禮

物 書 )/ 伯 恩 德 . 海 恩 利 許 (Bernd 

Heinrich)著; 潘震澤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806-6 (PDF) NT$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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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99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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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原理/謝劍平著 .-- 八版二

刷 .-- 臺北市 : 謝劍平,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22-5 (PDF) 

NT$550 普遍級  

迷宮書店/羅智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99-9 (EPUB) 普遍

級  

追求 100 分,不如拿出 100%: 換個角

度發現自己的美好價值 /齋藤孝著 ; 

ニシワキタダシ繪; 李秦譯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82-7 (EPUB) 

NT$266 普遍級  

馬上聽!馬上唸!馬上寫!自學日語 50

音/雅典日研所企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雅典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23-6-6 (PDF) 普遍級  

馬 水 龍 幻 想 曲 : 為 長 笛 與 管 弦 樂

(1975)= Ma Shui-Long fantasy for flute 

and orchestra(1975)/鄒求強主編 .-- 宜

蘭縣 : 傳藝中心, 11112 .-- 52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683-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高財商女子養成術/大竹乃梨子,泉正

人監修; 劉力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50-9 (PDF) 普遍級  

高財商女子養成術/大竹乃梨子,泉正

人著; 劉力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51-6 (EPUB) 普遍級  

*高敏人自我肯定的練習課/中島輝, 

武田友紀作; 蔡麗蓉, 張婷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84-47-9 (全套:

平裝) NT$720 普遍級  

高等教育治理政策之發展/鄭育萍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90-7 

(PDF) NT$250 普遍級  

偽哲學書/吳可名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36-6 (EPUB) NT$182 普

遍級  

停止你的內在戰爭: 聆聽心中真正的

渴望 ,走向不再糾結的人生 /黃仕明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00-1-8 (PDF) 普遍級  

做幽默的人 ,說幽默的話 /溫大紅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49-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做個鹼性健康人/劉正才, 朱依柏, 鄒

金賢作 .-- 四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6-849-8 (EPUB) 普遍級  

做個鹼性健康人/劉正才, 朱依柏, 鄒

金賢作 .-- 四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6-850-4 (PDF) 普遍級  

健康產業管理/魏慶國, 王舜睦, 翁淑

娟 作  .-- 三 版  .-- 臺 北 市  : 華 杏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4-690-0 (PDF) 普遍級  

健康養生從脊柱開始: 中醫自然療法

治百病/張新成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品冠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38-6-0 (EPUB) 

NT$350 普遍級  

動手做科學探究: 輕鬆運用生活中的

材料,培養提問、設計實驗、邏輯思

辨與表達能力/蔡任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59-4-1 (EPUB) 

NT$450 普遍級  

動畫運動規律與時間掌握: 力學原理

X 結構特徵 X 動作解析,從人類、動

物到大自然,一本書帶你設計好動畫

不崩壞!/姚桂萍, 賈建民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79-2 

(EPUB) 普遍級  

*區域產業導覽地圖. 2022 年/陳玲蓉, 

陳冠軒, 謝秀欣, 梁素真, 董麗蓉, 吳

碧珠, 林怡希, 沈晏伊, 劉栖寧, 黃鈺

翔, 鄭達賢, 廖晨妤, 張皓淳, 蔣佳曄, 

張哲維, 蔡佩儒, 蔡宜軒, 賴岳炫, 吳

亭嫻, 李祺菁, 張明忠作 .-- 初版 .-- 新

竹縣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1110 .-- 

20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264-386-0 (平裝) NT$5000 普遍級  

國中三年,快樂教/牧語軒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9-80-1 (PDF) 

普遍級  

國文爆卦公社: 腦洞大開的 19 堂古

文說書課/吳慧貞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82-9 (EPUB) 普遍級  

執筆的欲望/席慕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圓神,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854-5 (EPUB) 普遍級  

培養員工核心能力的祕訣: 台積電

TQM 專案的培訓實驗/陳伯陽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即戰人才發展管理

顧問,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14-1-0 (PDF) NT$500 普遍級  

專利法/蔡明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72-1 (PDF) 普遍級  

專利法/蔡明誠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476-9 (PDF) 普遍級  

專業嚮導新提案: 不疲勞的登山術/

野中徑隆作; 林芷柔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94-2 (PDF) 

NT$320 普遍級  

專業嚮導新提案: 不疲勞的登山術/

野中徑隆作; 林芷柔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95-9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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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6-99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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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36-3 (PDF) 

普遍級  

*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

育暨品德端正與良善」論文集. 第十

五 屆 =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Conference on Kang-Ning Holistic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 Upright 

Morality and Decency/李金瑛總編輯 .-

- 臺北市 :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10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5199-6-5 (平裝) 普遍級  

從女人,成為媽媽: 孕前到產後的心

理照顧課/曾心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58-8 (EPUB) 普遍級  

從仙台跳槽矽谷,日本企管講師: 寫

給新鮮人的職場進化手冊!/渡部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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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96-6 (EPUB) NT$350 普遍級  

從仙台跳槽矽谷,日本企管講師: 寫

給新鮮人的職場進化手冊!/渡部卓作;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97-3 (PDF) NT$350 普遍級  

從自己人開始: 達成目標又有好人緣

的雙贏思維/布萊恩・狄克森（Brian 

Dixon）著; 劉如菁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格子外面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08-9-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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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52-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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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53-5 (EPUB) 普遍級  

從零開始挑戰/稻盛和夫著; 呂美女

譯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28-1 

(EPUB) 普遍級  

探究跨語際的文本分析: 文藝理論與

作品解讀/嚴紀華著 .-- 臺北市 : 秀威

資訊科技,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7-22-7 (EPUB) NT$196 普

遍級  

探索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永續行業分

類: 參考 SASB 新行業分類(SICS®). 

V2.0/王怡心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會計研發基金會,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99213-9-8 (PDF) 普遍

級  

探路: 智慧之毛第三集/吳新光, 吳伯

文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74-0 (PDF) NT$280 普遍級  

捷克 .匈牙利 /趙思語 , 墨刻編輯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98-0 

(EPUB) NT$336 普遍級  

推力: 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

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理查.塞

勒(Richard Thaler), 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著; 張美惠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58-1 (PDF) 普遍級  

推力: 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

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理查.塞

勒(Richard Thaler), 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著; 張美惠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59-8 (EPUB) 普遍

級  

推倒高牆: 哈佛商學院「進階領導力

倡議」創辦人拆解全球社會創新個

案,打造跨領域聯盟,創造更大生態系

統改變/羅莎貝絲.摩斯.肯特(Rosabeth 

Moss Kanter)著; 沈聿德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38-0 (PDF) 

普遍級  

救命療法.生酮飲食: 德國最新的癌

症研究與實證,即使已被宣判不治的

病人,都還有重獲新生的機會/徐拉特

樂 (Christina Schlatterer), 柯 諾 (Gerd 

Knoll), 康美樂(Ulrike Kämmerer) 著 ; 

彭意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5-68-8 (EPUB) 普遍級  

教你正解!公司法體系書/齊軒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11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82-

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教育測驗與評量: 成就測驗與教學評

量/余民寧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8-31-7 (EPUB) NT$600 普遍級  

教育測驗與評量: 成就測驗與教學評

量/余民寧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8-32-4 (PDF) NT$600 普遍級  

教官,財報有問題!: 看穿市場鬼故事,

買到銅板好股/楊禮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32-8-9 (EPUB) 普遍

級  

*教師と学習者が考える優れた日本

語教師像: 台湾の高校と大学の比較

を通して/顏幸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致良, 11110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4-72-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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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麥浩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67-6 (EPUB) 普遍級  

晚清遺事/高伯雨等著; 蔡登山主編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54-1 

(EPUB) NT$301 普遍級  

晚清遺事. 續編/高伯雨等著; 蔡登山

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55-8 (EPUB) NT$301 普遍級  

晨間微風 : 小詩集 /鄧駿福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52-8 (PDF) 

普遍級  

淤泥效應: 解開制度的束縛,重新找

回組織執行力/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著;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61-7 (EPUB) 

NT$300 普遍級  

深入基隆魚市場的文化解構分析專

刊: 崁仔頂魚市場/吳尚澤等著 .-- 基

隆市 : 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673-5-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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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40-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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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41-4 (PDF) 

普遍級  

產品/市場契合與新創發展歷程探討/

莊金樺, 湯凱傑, 蕭喆鴻, 萬兆亞, 王

玳琪, 詹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19-343-9 (PDF) 

普遍級  

眾神聚落: 左營萬年季.十廟的十妙

故事/郭吉清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糧光書坊, 11110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7-3-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第 9 節課 Lesson in Love 寫真書/IQIYI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PTE. 

LTD.作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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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6-3-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第二次宦官時代/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53-3 

(EPUB) 普遍級  

第二春/吳芝著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07-82-3 (PDF) 普遍級  

統一場論(增訂五版)/胡萬炯著 .-- 增

訂五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70-2 

(PDF) 普遍級  

統計就是要這樣跑/張芳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33-1 (PDF) 

NT$450 普遍級  

統計就是要這樣跑/張芳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34-8 (EPUB) 

NT$450 普遍級  

船到荷蘭自然直!樂天卻務實,慢活更

快活,地表最高民族的幸福人生秘方/

任恩儀作; 王亞軒朗讀 .-- 臺北市 : 尚

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412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5-83-7 (線上有

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被扭曲的臺灣史: 1684~1972 撥開三

百年的歷史迷霧/駱芬美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約 50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98-0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 ISBN 

978-626-353-099-7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420 普遍級  

被消失的中國史/白逸琦著 .-- 二版 .-

- 臺中市 : 好讀, 11111 .-- 冊 .-- ISBN 

978-986-178-641-4 ( 全 套 : 平 裝 ) 

NT$2300 普遍級  

被消失的中國史. 8: 鄭和下西洋到最

後盛世/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8-643-8 (EPUB) 普遍級  

被混淆的臺灣史: 1861~1949 之史實

不等於事實/駱芬美作.朗讀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約 5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00-0 (線上

有聲書(MP3)) NT$420 .-- ISBN 978-

626-353-101-7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420 普遍級  

被誤解的臺灣史: 1553~1860 之史實

未必是事實/駱芬美作.朗讀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約 5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96-6 (線上

有聲書(MP3)) NT$420 .-- ISBN 978-

626-353-097-3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420 普遍級  

被遺忘的日籍臺灣動物學者/吳永華

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93-1 (EPUB) 

普遍級  

被遺忘的日籍臺灣植物學者/吳永華

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299-3 (EPUB) 

普遍級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13 屆/許喬斐主編 .-- 臺南市 : 臺南

應用科大設計學院,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615-70-3 (PDF) 

普遍級  

這 100 本書改變了世界歷史/李津編

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85-9 

(PDF) NT$280 普遍級  

這 100 個名人改變了世界歷史/李津

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86-6 (PDF) NT$280 普遍級  

這才是真實的巴勒斯坦-殖民、種族

隔離......以巴百年糾葛下的絕望與希

望/王冠云(Cynthia Wang)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64-5 (PDF) 

普遍級  

這才是真實的巴勒斯坦-殖民、種族

隔離......以巴百年糾葛下的絕望與希

望/王冠云(Cynthia Wang)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65-2 (EPUB) 

普遍級  

這不是教養書: 孩子要長大,爸媽要

長進!岑永康 X 張珮珊的獨家報導/岑

永康, 張珮珊著 .-- 1 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59-7 (EPUB) NT$266 普

遍級  

這本書獻給你: 今天,內心小劇場爆

發也沒關係/Worry Lines 著; 蕭季瑄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74-4 (PDF) 普遍級  

*逐步東行. 2022 第 9 期/莊昇諺, 陳逸

欣主編 .-- 新竹縣 : 彭雅芳, 11111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01-

0672-0 (平裝) 普遍級  

透視教科書: 批判論述取向/王雅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55-4 

(PDF) NT$380 普遍級  

野鳥散步/林麗琪作.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山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6-05-5 (EPUB) 

NT$560 普遍級  

野鳥散步/林麗琪作.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山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6-06-2 (EPUB) 

NT$560 普遍級  

陪伴心理學/黃士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究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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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如作; 陳曉

月朗讀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10 .-

- 約 1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30-1-8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23/陳宥潞編

著 .-- 新北市 : 陳宥潞, 11110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682-

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陳隆修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吳

光平, 何佳芳, 李瑞生, 宋連斌, 林恩

瑋, 孫尚鴻, 許兆慶, 張絲路, 許慶坤, 

許耀明, 黃志慧, 游悅晨, 黃鈺, 馮霞, 

葉斌, 劉仁山, 蔡佩芬, 劉流, 賴淳良, 

譚曉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44-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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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79-5 (EPUB) NT$245 普遍級  

麥凱銷售聖經: 人人都能發掘自我潛

能,成為銷售精英/哈維.麥凱(Harvey 

Mackay)著; 吳國欽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80-5 (PDF) 普遍級  

麥凱銷售聖經: 人人都能發掘自我潛

能,成為銷售精英/哈維.麥凱(Harvey 

Mackay)著; 吳國欽譯 .-- 三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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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081-2 (EPUB) 普遍

級  

最有專注力的一年: 在斜槓時代,把

每件重要的事做得又快又好,讓你一

心不亂的高效提案 /艾瑞克 .奎爾曼

(Erik Qualman)著; 閻蕙群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49-9 (PDF) 

普遍級  

最有專注力的一年: 在斜槓時代,把

每件重要的事做得又快又好,讓你一

心不亂的高效提案 /艾瑞克 .奎爾曼

(Erik Qualman)著; 閻蕙群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50-5 (EPUB) 

普遍級  

最後一次相遇 ,我們只談喜悅= The 

book of joy: lasting happiness in a 

changing world/達賴喇嘛(Dalai Lama), 

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 道格拉

斯.亞伯拉姆(Douglas Abrams)作; 韓

絜光譯; 洪耀陽朗讀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1111 .-- 約 6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35-9 (線上有聲書

(MP3)) NT$520 普遍級  

最後的訪談: 文學三傑系列/海明威, 

沙林傑, 馬奎斯著; 陳榮彬, 劉議方, 

林熙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 

11110 .-- 冊 .-- ISBN 978-957-9689-86-

1 (全套:平裝) NT$1050 普遍級  

創作的星圖: 國民散文手藝課/石曉

楓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40-5 (EPUB) 普遍級  

創造目的與墮落= 창조목적과 타락/

鄭明析原文; 鄭朝恩整理; 明言翻譯

部翻譯 .-- 臺北市 : 明人出版, 11110 .-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95749-8-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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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37-0 (PDF) 普遍級  

勞工機靈點,雇主睜大眼!: 搞定勞資

關係的速成心法/程金龍, 蘇鵬翰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52-3 (PDF) 

普遍級  

*博物館「變革力與堅韌性」國際研

討會大會手冊= Museums: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史修華, 李竺恩, 莊佳涵, 蔣家愷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博物館學

研究所, 11110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0-17-8 (平裝) 普遍

級  

喜悅的練習: 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

談喜悅(20 個心靈練習.聲音引導版)= 

The book of joy: lasting happiness in a 

changing world/達賴喇嘛(Dalai Lama), 

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 道格拉

斯.亞伯拉姆(Douglas Abrams)作; 韓

絜光譯; 洪耀陽朗讀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1111 .-- 約 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36-6 (線上有聲書

(MP3)) NT$520 普遍級  

喜馬拉雅: 雪之寓所、神話起點與人

類的歷史/艾德.道格拉斯(Ed Douglas)

著; 呂奕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56-6 (EPUB) 普遍級  

尋找永續企業之道: 企業長壽、持續

獲利的本質/詹志輝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64-2 (EPUB) 普遍

級  

尋找永續企業之道: 企業長壽、持續

獲利的本質/詹志輝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65-9 (PDF) 普遍級  

就算你每天失敗,我也會陪著你: 當

親愛的人患上精神疾病時,我們如何

面對疾病、修復親密關係、拾起活

下去的勇氣/崔芝淑, 金瑞玄著; 陳聖

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46-8 (PDF) 普遍級  

就算你每天失敗,我也會陪著你: 當

親愛的人患上精神疾病時,我們如何

面對疾病、修復親密關係、拾起活

下去的勇氣/崔芝淑, 金瑞玄著; 陳聖

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47-5 (EPUB) 普遍級  

幾米年曆. 2023/幾米作.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41-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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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45-6-9 (EPUB) NT$360 普

遍級  

斯 托得 研经 材料 --罗 马书 /斯托得

(John Stott)作; 顾琼华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96-9 (EPUB) 普遍級  

斯 托得 研經 材料 : 羅馬書 /斯托得

(John Stott)著; 顧瓊華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95-2 (EPUB) 普遍級  

游能俊的醣管理: 一份醣的新常態,

逆轉第二型糖尿病的代謝大作戰/游

能俊、黃惠如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40-3 (EPUB) 普遍

級  

湄公河上的兩人旅行練習 /吳文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風文化 ,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21-3-7 (EPUB) NT$370 普遍級  

焚鶴人/余光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0-503-6 (PDF) 普遍級  

焚鶴人/余光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0-504-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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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54-9 (EPUB) 普遍級  

畫出大地的愛: 第三十二屆維他露兒

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

品專輯/李昕華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維他露基金會, 11110 .-- 288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52-1-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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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040-0 (EPUB) 普遍級  

程式編碼大集結/辛泰勳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6118-2-9 (全套:平裝) 

NT$10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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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膜自療聖經/丹尼爾.芬斯特(Daniel 

Fenster)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

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72-5 (PDF) 普遍級  

筋膜自療聖經/丹尼爾.芬斯特(Daniel 

Fenster)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

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73-2 (EPUB) 普遍級  

結構洞: 面對超連結複雜世界的簡單

規則/盧希鵬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26-7 (EPUB) 普遍級  

紫斑蝶/詹家龍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294-8 (EPUB) 普遍級  

給教會樂團的樂譜/謝鴻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房角石音樂工作室, 

111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4484-5-2 (第 1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虛靜.幽冥: 劉信義作品集= Liu Hsin 

Yi collection 2016-2022/劉信義[作] .-- 

臺北市 : 穎川畫廊, 11110 .-- 6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88699-7-

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虛擬通貨的洗錢防制監管 /董尚晨; 

范建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280-4 (EPUB) NT$300 普遍級  

象牙塔外圈學者的謙虛大作集/張志

聰著 .-- 臺北市 : Alain Brian Chang-

Sinai, 11110 .-- 18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57-7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費曼學習法,我這樣考上清華/張增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54-2 (PDF) 普遍級  

費曼學習法,我這樣考上清華/張增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55-9 (EPUB) 普遍級  

越: 古代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

族群認同/艾瑞卡.布林德利(Erica Fox 

Brindley)著; 賴芊曄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98-2 (PDF) 普遍級  

越: 古代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

族群認同/艾瑞卡.布林德利(Erica Fox 

Brindley)著; 賴芊曄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99-9 (EPUB) 普遍

級  

越南野遊/女孩瑪莎 ISAYTEC 著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04-1-3 (PDF) 

普遍級  

越南野遊/女孩瑪莎 ISAYTEC 著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04-2-0 (EPUB) 

普遍級  

越是奢求,越一無所有/鄭宇晴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76-3 

(PDF) 普遍級  

超人脈術: 不善交際也能輕鬆拓展人

際關係,打造讓機會找上門的幸福交

友圈/DaiGo 著; 高詹燦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90-2 (EPUB) NT$266 普

遍級  

超級學霸讀書法: 揭開上百位學霸考

試高分的學習框架/廖恒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67-6 (EPUB) 

普遍級  

超圖解金融保險與節稅規劃: 保單到

底能不能節稅?從實質課稅原則談起

/黃世芳, 高震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08-7 (PDF) 普遍級  

進階馬拉松全書/彼特.普費辛格(Pete 

Pfitzinger), 史 考 特 . 道 格 拉 斯 (Scott 

Douglas)著; 王啟安翻譯團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93-4 (PDF) 

普遍級  

進階馬拉松全書/彼特.普費辛格(Pete 

Pfitzinger), 史 考 特 . 道 格 拉 斯 (Scott 

Douglas)著; 王啟安翻譯團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2-94-1 

(EPUB) 普遍級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 一戰關鍵的東線

戰場與現代中東的形成 (百年紀念

版)/尤金.羅根(Eugene Rogan)著; 何修

瑜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88-0 (EPUB) NT$504 普遍級  

酥菠蘿: 奧地利寶盒的家庭烘培。以

粉、糖、油詮釋豐潤層次,在糕點酥

頂、酥底、內餡、裝飾中體現真滋

真味/奧地利寶盒(傅寶玉)著.攝影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0-564-6 (EPUB) 

普遍級  

開店指「難」: 第一次開獨立書店就

□□!/虹風(沙貓)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小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87-1-7 (EPUB) 

NT$300 普遍級  

開發聊天機器人,比你想的還簡單!/

楊舒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65-1 (PDF) 普遍級  

閒情寄趣: 蕭元朴小楷小品書法作品

集/蕭元朴創作 .-- 臺中市 : 逢甲大學

游翰堂漢字文化中心, 111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43-75-5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飲自 然 . 2: 土與火 /林裕森 , 顧瑋 , 

Ingrid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61-0 (EPUB) NT$245 普遍級  

黃巢終結狼虎谷/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54-0 

(EPUB) 普遍級  

債券天王: 比爾.葛洛斯,從拉斯維加

斯賭場到華爾街交易之神的傳奇人

生/瑪麗.蔡爾姿(Mary Childs)著; 劉道

捷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商 周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57-2 (EPUB) 普遍級  

傳說裡的民俗學: 妖怪、精靈與怪奇

生物的真面目/稻垣榮洋作; 林芷柔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8-11-2 (EPUB) NT$350 普遍級  

傳說裡的民俗學: 妖怪、精靈與怪奇

生物的真面目/稻垣榮洋作; 林芷柔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8-12-9 (PDF) NT$350 普遍級  

塔羅思維: 塔羅牌自學進階,通曉牌

義,踏上成為占卜師之路!/孟小靖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7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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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羅星事: 搞懂星座與塔羅牌的關聯,

從占星角度理解自我覺察 /喬莉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68-8 

(EPUB) NT$360 普遍級  

塔羅靈數: 透析塔羅牌裡的靈數能量,

認識自己與生命的 78 種可能/陳豪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66-4 

(EPUB) 普遍級  

奧秘之鑰 解鎖妥拉系列. 五, 申命記/

鹽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妥拉坊,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35-3-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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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80-2-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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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80-3-8 (EPUB) 普遍級  

感官編織/蔡宛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小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87-2-4 (EPUB) 普遍

級  

感恩節特會. 二 0 二二年: 為着神聖

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綱要附

經文/水流職事站綱要編; 財團法人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綱要譯 .-- 臺灣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 

1111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166-994-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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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55-6 (EPUB) 普遍級  

想像的遠方/楊佳于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樹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63-1-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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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6-36-2 (EPUB) 普遍級  

愛書小日子: 快樂、感性、做自己,

還有什麼比看書更美妙的事?/黛比.

鄧(Debbie Tung)文.圖; 林予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884-7 (EPUB) 

普遍級  

愈挫愈勇: 稻盛和夫親筆自傳/稻盛

和夫著; 朱淑敏, 林品秀, 莊雅琇譯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29-8 (EPUB) 

普遍級  

新.龍羽台灣流易經占卜卡 詳解說明

書/龍羽渡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

羽國際文化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97195-1-3 (PDF) NT$380

普遍級  

新加坡/戴鎂珍, 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99-7 (EPUB) 

NT$315 普遍級  

*新知研討會. 111 年度: 羊隻飼養與

營養線上研討會/夏良宙主編 .-- 初

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1110 .-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1-7-1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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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17-5-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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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17-6-4 (PDF) 

普遍級  

新產品開發與分析法/陳耀茂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56-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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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96-9 

(EPUB) NT$5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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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4-97-6 

(PDF) NT$5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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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24-7 (EPUB) NT$315 普遍級  

業務成王術: 百億超業 CEO 用親身

經驗,教你 4 步提問、7 個心法、6 招

帶人!/張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樂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22-8 (EPUB) 普遍級  

楞嚴咒詳解/張宏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58-5 (EPUB) 

NT$680 普遍級  

歲月靈光: 國家地理 2023 日曆/大石

國際文化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1201 .-- 3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6369-4-5 (精

裝) NT$799 普遍級  

準點發車: 日本鐵路為什麼是世界上

最準確的?/三戸祐子著; 羅晨音譯 .-- 

初版 .-- 台北市 : 游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30-6-6 

(EPUB) 普遍級  

照護失智症合併精神行為問題症狀

(BPSD)手冊/嚴嘉明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 : 嚴嘉明, 11110 .-- 9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91-1 (平裝) 

普遍級  

獅潭消息: 這地方的那些人那些事/

黃槑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陸書

店, 11110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98-34-0 (平裝) 普遍級  

瑜伽就是心靈修行地圖: 斯瓦米韋達

傳授心法的 17 堂課/斯瓦米韋達.帕

若堤(Swami Veda Bharati)作; 石宏譯; 

陳廷宇朗讀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10 .-- 約 58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55-4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普遍級  

當下的力量: 通往靈性開悟的指引= 

The power of now: a guide to spiritual 

enlightenment/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著; 梁永安譯; 陳廷宇朗讀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 11110 .-- 約 496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54-7 

(線上有聲書(MP3)) NT$499 普遍級  

當傷害以愛為名(澳洲女性文學獎得

獎作品): 社會如何養出隱形的家庭

怪物?人們如何擺脫精神虐待與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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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暴力?/Jess Hill 作; 吳湘湄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761-4 

(EPUB) 普遍級  

當傷害以愛為名(澳洲女性文學獎得

獎作品): 社會如何養出隱形的家庭

怪物?人們如何擺脫精神虐待與親密

關係暴力?/Jess Hill 作; 吳湘湄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762-1 (PDF) 

普遍級  

禁忌植物園: 毒物、麻藥與藥草,來

自黑暗深淵的危險香氣/船山信次作; 

陳姵君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83-4 (EPUB) NT$266 普遍級  

經典歐包/陳豐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065-81-5 ( 全 套 : 平 裝 ) 

NT$1100 普遍級  

經濟學(含概要)/平心編 .-- 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48-8 (PDF) NT$640 普遍

級  

義大利/朱月華, 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800-0 (EPUB) 

NT$336 普遍級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 初

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10 .-

- 15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

96627-1-5 (精裝大字彩繪皮面-繽紛

紫) 普遍級  

聖經倒著讀: 福音書教我們的喻象讀

經法/海斯(Richard B. Hays)著; 譚達峰

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3-03-0 

(EPUB) 普遍級  

聖經衛星地圖: 聖經歷史地理/徐淑

貞, 徐碧琴, 陳怡安, 黃龍光, 倪宏坤, 

胡正傑, 陳美智, 李宗蓉, 葉景安翻

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23-00-0 (精裝) 普遍級  

葉慈: 唯獨一人愛你那虔誠的靈魂,

一本書讀懂愛爾蘭詩人葉慈/大風文

創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

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393-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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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65-2 (PDF) 

普遍級  

解讀天秤座: 別生氣,我愛好和平!/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0-5 (EPUB) 普遍級  

解讀天蠍座: 別敷衍,我一眼看穿!/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1-2 (EPUB) 普遍級  

解讀水瓶座: 別逼我,我就愛自由!/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2-9 (EPUB) 普遍級  

解讀巨蟹座: 別害怕,我會照顧你!/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3-6 (EPUB) 普遍級  

解讀白羊座: 別懷疑,我就是Ａ咖!/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4-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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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01-0649-2 

(EPUB) NT$450 普遍級  

解讀金牛座: 別放棄,我堅持到底!/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5-0 (EPUB) 普遍級  

解讀射手座: 別擋我,我熱愛冒險!/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6-7 (EPUB) 普遍級  

解讀處女座: 別瞎搞,我有規矩的!/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7-4 (EPUB) 普遍級  

解讀獅子座: 別擔心,我一定挺你!/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8-1 (EPUB) 普遍級  

解讀摩羯座: 別說笑,我是認真的!/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39-8 (EPUB) 普遍級  

解讀雙子座: 別管我,我愛變變變!/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40-4 (EPUB) 普遍級  

解讀雙魚座: 別難過,我一路陪你!/曾

千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41-1 (EPUB) 普遍級  

*詹氏春秋/詹儒德總編輯 .-- 臺北市 : 

詹氏大宗祠, 11110 .-- 1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737-0-4 (平裝) 

普遍級  

資料分析&統計推論: 大數據時代的

關鍵統計學思維/佐佐木隆宏作; 許

郁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0-498-0 (PDF) NT$320 普遍級  

資訊素養融入探究式學習之理論與

實務/賴苑玲, 陳海泓, 曾品方, 林心茹, 

陳芳雅, 童師薇作; 陳昭珍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81-1 (PDF) 

NT$450 普遍級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 十 五 屆 = The 15th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Conference/ 中臺 科 技 大

學資訊管理系等編著 .-- 臺中市 : 中

臺科大, 11110 .-- 3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351-9-9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跟大師學創造力. 7: 愛因斯坦與相對

論 +21 個 想 像 實 驗 / 傑 若 米 . 波 倫

(Jerome Pohlen)作 ; 周宜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27-8 

(PDF) 普遍級  

跟大師學創造力. 7: 愛因斯坦與相對

論 +21 個 想 像 實 驗 / 傑 若 米 . 波 倫

(Jerome Pohlen)作 ; 周宜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28-5 

(EPUB) 普遍級  

跟著哈佛 Artful Thinking 賞識思維: 

開發孩子大腦潛力,6 大思考稟性深

度認識 X20 條思考路徑訓練 X12 幅

世界名畫示範解析 /李宜蓁 (Tiffany 

Lee)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67-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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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費曼一起玩科學/管家琪作; 林芷

恩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18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90-5 (線上有聲書(MP3)) 

NT$340 普遍級  

跨領域人才之培育與發展 /張于紳 , 

張書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

科技政策中心,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45-3 (PDF) 普遍級  

遊戲化教學的技術/王永福作 .-- 臺北

市 : 商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83-1 (EPUB) NT$340 普

遍級  

道安大師: 彌天聖人/釋慧謹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08-2 

(EPUB) 普遍級  

道安大師: 彌天聖人/釋慧謹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09-9 

(PDF) 普遍級  

道南論衡: 政大中文全國研究生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2020 年/國立政治大

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政大中文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7-15-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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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283-2 (EPUB) NT$3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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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56-3 

(EPUB) 普遍級  

電子琴/數位鋼琴: 操作示範/歌曲/影

音 版 = Digital piano keyboard: with 

video QR code/賴薇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1110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3-58-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電腦&程式設計知識圖鑑: 0 基礎也

好懂!科技素養與邏輯力躍進的第一

步!/石戶奈奈子監修; 童小芳譯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585-8 (EPUB) 

NT$280 普遍級  

電影是一門造形藝術: 電影策展人的

跨 藝 術 之 旅 / 多 明 尼 克 . 巴 依 尼

(Dominique Païni)著; 林志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80-0-7 (PDF) 

普遍級  

電影是一門造形藝術: 電影策展人的

跨 藝 術 之 旅 / 多 明 尼 克 . 巴 依 尼

(Dominique Païni)著; 林志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80-1-4 

(EPUB) 普遍級  

零死角動漫角色眼部電繪技法: 從基

礎結構原理到繪圖過程,人氣繪師教

你精準掌握眼部繪製訣竅/末冨正直, 

秋赤音, ちょん*, 湖木マウ, 金平東, 

SPIdeR 作; 王怡山譯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9-584-1 (EPUB) NT$406 普遍級  

零碳永續願景下之政策倡議與議題

觀測/羅良慧, 林海珍, 黃永慧, 張詩雅, 

黃郁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

科技政策中心,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41-5 (PDF) 普遍級  

僧廬聽雨/鄭華清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51-1 (PDF) 普遍級  

像 我 一 樣 甜 : 克 萊 兒 甜 心 日 記 = 

Claire's photobook/鄔又曦 Claire 作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11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06-2-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嘉義市全國攝影展. 第三十七屆/蔡

政旻主編 .-- 嘉義市 : 嘉市攝影學會, 

11110 .-- 17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6027-2-3 (精裝) 普遍級  

圖書館期刊轉型化合約議約指引/林

孟玲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

科技政策中心,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47-7 (PDF) 普遍級  

圖解人類圖: 用 70 張圖解讀你的精

采人生/喬宜思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74-29-9 (EPUB) NT$364 普遍級  

圖解八大文明/鄭伊絢著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0-252-4 (EPUB) 

NT$245 普遍級  

圖解中央歐亞史: 遊牧民族的世界,

二千年草原帝國史(全彩地圖集)/金

浩東作; 鄒宜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00-6 (EPUB) 普遍級  

圖解中央歐亞史: 遊牧民族的世界,

二千年草原帝國史(全彩地圖集)/金

浩東作; 鄒宜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01-3 (PDF) 普遍級  

圖解生命科學/李銘杰等著 .-- 臺北

市 : 易博士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0-253-1 (EPUB) 

NT$245 普遍級  

圖解貨幣簡史/維達利著; 温澤元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37-9 

(EPUB) 普遍級  

圖解透視中式木家具全書套書/喬子

龍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點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084-51-

9 (全套:平裝) NT$1840 普遍級  

圖解傳播理論/梁美珊, 莊迪澎編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63-9 (PDF) 

NT$360 普遍級  

圖解領導學/戴國良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45-5 (PDF) 普遍級  

實用重症護理學/張美玉, 劉慧玲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57-8 (PDF) 

NT$880 普遍級  

實用食品工廠管理/施明智, 成安知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06-3 

(PDF) 普遍級  

實習神明手冊. 第 4 輯/許添盛主講 .-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112 .-

- 約 66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07-81-6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對,我月經來了: 100 個女生有 100 種

經期,直面身體的誠實對話/吳玧周著; 

林謹瓊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66-6 (PDF) 普遍級  

對,我月經來了: 100 個女生有 100 種

經期,直面身體的誠實對話/吳玧周著; 

林謹瓊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6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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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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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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39-4 

(EPUB) 普遍級  

演算法生存指南/李耕銘, 張凱鈞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66-8 (PDF) 普遍級  

漫游能古島: 能古島散策/邱俞瑗作 .-

- 臺中市 : 修平科大應日系, 11111 .-- 

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53-

6-0 (平裝) 普遍級  

漫畫角色髮型設計入門/蔡蕙憶(橘子)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6-847-4 (EPUB) 普遍級  

漫畫角色髮型設計入門/蔡蕙憶(橘子)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6-848-1 (PDF) 普遍級  

疑陣/喬瑟夫.芬德作; 宋瑛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613-1 

(EPUB) 普遍級  

瘋人說: 17 個來自精神病院的真實故

事,在崩潰的人生與深藏的創傷中,尋

找救贖和希望/穆戈作; 林晏伶朗讀 .-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0 .-- 約

9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

721-6 (線上有聲書(MP3)) NT$5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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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57-0 (EPUB) 普遍級  

睡前這麼做,與夜尿徹底告別: 老是

被尿意驚醒?名醫解答 104 個日常泌

尿問題,不吃藥、免手術，頻尿自然

好/主婦と生活社ライフ.ケア編集部

作; 黃詩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

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79-9 (PDF) NT$266 普遍級  

福音橋(中韓對照)=복음 다리/中華

福音橋傳道會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11110 .-- 3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06649-5-9 (平裝) 普遍級  

福音橋(華語)/中華福音橋傳道會編

輯委員會編著 .-- 再版二刷 .-- 新北

市 : 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11110 .-- 3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06649-4-

2 (平裝) NT$10 普遍級  

福爾摩沙的呼召: 巴克禮牧師夫婦文

集/巴克禮(Thomas Barclay), 伊莉莎白

(Elisabeth A. Turner)原著; 張洵宜漢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74-3 

(PDF) 普遍級  

福爾摩沙的呼召: 巴克禮牧師夫婦文

集/巴克禮(Thomas Barclay), 伊莉莎白

(Elisabeth A. Turner)原著; 張洵宜漢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75-0 

(EPUB) 普遍級  

管理大師的商業策略 超圖解杜拉克: 

激發 100%組織潛力的領導&革新技

術!/藤屋伸二監修; 鄒玟羚, 高詹燦翻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586-5 

(EPUB) NT$294 普遍級  

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自我和本

我×性學三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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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59-4 

(EPUB) 普遍級  

精進權力: 史丹佛教授的 7 大權力法

則,帶你打破常規,取得優勢,成功完

成目標/傑夫瑞.菲佛(Jeffrey Pfeffer)著; 

鄭依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4-82-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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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6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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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69-6 (EPUB) 普遍級  

臺北地政榮耀領航/王瑞雲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地政局,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4-76-3 (PDF) 

普遍級  

臺東慢食通. VOL.6, 很香餐桌/郭麗

津總編輯 .-- 臺東縣 : 津和堂, 11110 .-

- 48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4843-4-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臺灣史經典結集/伊能嘉矩, 矢內原

忠雄, 若林正丈作; 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 , 吳密察等譯 .-- 新北市  : 大家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2-85-4 (PDF) 普遍級  

臺灣史經典結集/伊能嘉矩, 矢內原

忠雄, 若林正丈作; 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 , 吳密察等譯 .-- 新北市  : 大家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2-86-1 (EPUB) 普遍級  

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吳永華著 .-- 臺

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295-5 (EPUB) 普遍級  

臺灣動物探險/吳永華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296-2 (EPUB) 普遍級  

臺灣產業地圖. 2022 年/王興毅總編

輯 .-- 初版 .-- 新竹縣 : 工研院產科國

際所, 111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4-388-4 (平裝) NT$3000 普

遍級  

臺灣森林探險/吳永華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297-9 (EPUB) 普遍級  

臺灣植物探險/吳永華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298-6 (EPUB) 普遍級  

與子偕行: 林永發林冠廷父子書畫聯

展/白燿光主編 .-- 初版 .-- 臺東縣 : 臺

東縣都蘭山畫院學會, 111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860-2-4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與馬偕同遊淡水的綠波蕩漾: 馬偕新

觀/林鴻信作; 任家慧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48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79-0 (線上

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與婚姻有約: 成功學大師史蒂芬.柯

維寫給所有人的 7 大高效溝通法則/

史蒂芬.柯維, 珊德拉.柯維, 約翰.柯維, 

珍.派瑞許.柯維作; 莊汶錡朗讀 .-- 臺

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25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87-5 

(線上有聲書(MP3)) NT$4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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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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67-9 (EPUB) 普遍

級  

豪記龍虎榜. 29/ .-- 臺南市 : 豪記影視

唱片,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31-1-0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趕走窮人思維 ,靠自己成為富一代 : 

你阿公都看得懂的理財書 !/關韶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41-8 

(EPUB) 普遍級  

酸苦甘辛鹼,一位協槓中醫師的著作

集: 施純全特聘教授著作集/施純全

作 .-- 新北市 :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432-3-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閨蜜的歷史: 從修道院、沙龍到開放

社會,「被消失」的女性友誼如何重

塑 人 類 社 交 關 係 ?/ 瑪 莉 蓮 . 亞 隆

(Marilyn Yalom), 德雷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著; 邱春煌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89-7 (EPUB) 

NT$350 普遍級  

閩南語字音字形好好學/鄭安住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68-4 (PDF) 

NT$580 普遍級  

閩南語演說好撇步/鄭安住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464-6 (PDF) 

NT$4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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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燁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28-8 (EPUB) 普遍級  

劉時棟= Liu Shih-Tung/大未來林舍畫

廊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林

舍畫廊藝術, 11111 .-- 132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7038-8-8 (精裝) 

NT$1800 普遍級  

寫一封信給星星= Write a letter to the 

stars/尊彩藝術中心編著 .-- 臺北市 : 

尊彩國際, 11110 .-- 72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986-95903-9-6 (精裝) 

普遍級  

廣 告 代 理 商 不 會 告 訴 你 的 祕 密 : 

Facebook 企業管理平台/林建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67-5 

(PDF) 普遍級  

德叔寵物聯合國/德瑞克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38-6 (EPUB) 

普遍級  

憤怒經濟學: 物價飆升、薪資凍漲、

貧富差距惡化,資本主義運作當機如

何讓我們感到憤怒?/艾瑞克.洛內甘

(Eric Lonergan), 馬 克 . 布 萊 斯 (Mark 

Blyth)著; 吳國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8-474-9 (EPUB) 普遍級  

撞出上帝的粒子: 深入史上最大實驗

現場 (希格斯粒子發現十周年紀念

版)/巴特沃斯(Jon Butterworth)著; 陳

卲敔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90-3 (EPUB) NT$336 普遍級  

數位平台之市場力與新聞多元性: 以

分潤規範為中心/翁禎翎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77-8 (PDF) NT$600

普遍級  

數學就是這樣用: 找出生活問題的最

佳解/杜.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著; 

畢馨云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96-2 (EPUB) 普遍級  

數學就是這樣用: 找出生活問題的最

佳解/杜.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著; 

畢馨云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897-9 (PDF) 普遍級  

熱情面具下的義大利人: 從羅馬帝國

到文藝復興,從尖端時尚到黑手黨,揭

開你所不知道的義大利人真實面貌/

約翰 .胡伯 (John Hooper)著 ; 蔡宗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5-64-0 (EPUB) 普遍級  

穀倉效應. 2, 未來思考 :數據失能、

科技冷漠的 VUCA 時代,破除專業框

架,擴展人生事業新格局/吉蓮.邰蒂

(Gillian Tett)著; 姚怡平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90-4 (EPUB) 普遍級  

稻盛和夫中小企業學: 這樣做公司就

會強 /稻盛和夫著 ; 呂美女 ,陳維玉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837-3 (EPUB) 普遍級  

稻盛和夫的哲學: 人為什麼活著/稻

盛和夫著; 呂美女譯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98-830-4 (EPUB) 普遍級  

稻盛和夫的實踐阿米巴經營: 全員獨

立核算收支損益/稻盛和夫著; 陳維

玉譯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31-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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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63-2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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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860-0 (EPUB) 普遍級  

編劇魂: 說故事是本能,寫劇本沒有

教條,用文學素養和科學思維孕育你

的傑作/李遠作; 余宗翰朗讀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 11110 .-- 約 3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62-7 (線上

有聲書(MP3)) NT$432 普遍級  

罵人不帶髒字的幽默智慧/文彥博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51-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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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61-7 

(EPUB) 普遍級  

質性研究: 理論與應用/潘淑滿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35-5 (PDF)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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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 理論與應用/潘淑滿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36-2 (EPUB) 

NT$520 普遍級  

鄭崇華演講集: 台達的成長之路/鄭

崇華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70-9 (EPUB) NT$500 普

遍級  

鄭崇華演講集: 台達的成長之路/鄭

崇華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71-6 (PDF) NT$500 普遍

級  

閱讀抗疫 7 堂課: 愛的親⼦共讀書單

300+/嚴淑珍, 嚴淑玲, 張淑瓊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58-8 

(EPUB) NT$380 普遍級  

閱讀變現: 一天 30 分鐘的榨書法,幫

你最速儲備職場即戰力!/格格著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66-9 (EPUB) 

普遍級  

儒門事親點校/(金)張從正原著; 余瀛

鰲, 林菁, 田思勝編選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展,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401-3 (EPUB) NT$480 普

遍級  

學玄空飛星風水,一本就上手/王信宜

著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8-234-2 

(EPUB) 普遍級  

學李國鼎做事: 推動台灣工業發展的

關鍵人與重要事/王百祿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89-8 (PDF) 

普遍級  

學李國鼎做事: 推動台灣工業發展的

關鍵人與重要事/王百祿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090-4 (EPUB) 

普遍級  

學界藥品開發實用指南: SPARK 方

法 論 /Daria Mochly-Rosen, Kevin 

Grimes 編; 曾宇鳳譯 .-- 臺北市 : 臺大

出版中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62-1 (EPUB) 普遍級  

學界藥品開發實用指南: SPARK 方

法 論 /Daria Mochly-Rosen, Kevin 

Grimes 編; 曾宇鳳譯 .-- 臺北市 : 臺大

出版中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63-8 (PDF) 普遍級  

學校沒教,但一定要懂的金錢觀: 首

席投資長親授!受用一生的金融素養/

奧野一成作; 陳嫺若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803-5 (EPUB) 普遍

級  

學校沒教,但一定要懂的金錢觀: 首

席投資長親授!受用一生的金融素養/

奧野一成作; 陳嫺若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804-2 (PDF) 普遍級  

學校沒教的人生必修課: 中西大師教

你認識自己、自我諮商,獲致心靈財

富的密碼,迎向自我實現的人生/陳俠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3-50-9 (EPUB) NT$150 普遍級  

學問之增進 /法蘭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著; 邵裴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77-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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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34-9 

(EPUB) 普遍級  

戰爭憑什麼: 從靈長類到機器人的衝

突 與 文 明 進 程 / 伊 安 . 摩 里 士 (Ian 

Morris)著; 袁曼端 , 高振嘉, 王立柔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80-5-2 (EPUB) 普遍級  

整形密碼: 醫美手術背後的科學與美

學/劉韜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71-3 (EPUB) 普遍級  

整理想法的技術: 讓你避免腦袋一片

混亂、語無倫次的 13 項思緒整理工

具/福柱煥著; 張亞薇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53-4 (EPUB) 普遍級  

澤倫斯基: 我需要彈藥,而不是逃跑/

賀吉斯.瓊代, 史蒂夫.修安著; 范兆延

譯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27-0 (PDF) 

普遍級  

澹廬書會第五十四次會員作品聯展/

陳宏燊編輯 .-- 新北市 : 澹廬書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400-0-6 (PDF) 普遍級  

熾熱的音畫: 温隆信的音樂創作與人

生紀實/孫芝君,温隆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88-2 (EPUB) 

普遍級  

獨依無二: 護理師依依 數位寫真/依

依作; 達文西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28-4 (PDF) 普遍級  

獨依無二: 護理師依依 數位寫真/依

依作; 達文西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29-1 (EPUB) 普遍級  

獨柳下,天才之辯/袁樞原著; 柏楊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55-7 

(EPUB) 普遍級  

盧彥澤的幸福餐桌: 再怎麼難,只要

跟家人好好吃飯 ,就是幸福/盧彥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82-9 (PDF) 普遍級  

盧彥澤的幸福餐桌: 再怎麼難,只要

跟家人好好吃飯 ,就是幸福/盧彥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083-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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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2-60-1 (PDF) 普遍級  

諾查丹瑪斯與復活節 (中英對照 )= 

Nostradamus & Easter/微塵創世大法

團隊(New Creation Dafa Disciples)作 .-

- 桃園市 : 微塵國際, 11110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504-3-9 (平

裝) NT$180 普遍級  

貓咪占星指南: 一次搞懂貓咪星座宮

位、上升與月亮,用占星學找到與主

子幸福共生的最佳方案= l'Astrologie 

de mon chat pour mieux nous 

comprendre/埃里安.亞拉芙(Eliane K. 

Arav)著; 姜盈謙譯; 玖夏朗讀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 11110 .-- 約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63-4 (線上

有聲書(MP3)) NT$45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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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象山: 象山書院期刊精選. 一/陳

運棟等作; 象山書院主編 .-- 初版 .-- 

苗 栗 縣  : 苗 栗 縣 象 山 書 院 學 會 , 

11110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1046-1-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頭頭家這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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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62-4 (EPUB) 普遍級  

餐桌上的幸福溝通課: 有效改善蔬食

者與非蔬食者間關係之指南/梅樂妮.

喬伊 Melanie Joy 著; 留漪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25-7-9 (EPUB) 

NT$315 普遍級  

餐桌上的優雅/松井千惠美作; 黃怡

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56-6 (PDF) 普遍級  

餐桌上的優雅/松井千惠美作; 黃怡

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57-3 (EPUB) 普遍級  

駱駝祥子/老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6-05-7 (EPUB) NT$399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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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洙蘭著; 張召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98-3 (EPUB)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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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洙蘭著; 張召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64-99-0 (PDF)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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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00-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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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01-1 

(PDF) 普遍級  

戲曲演進史. 四, 金元明北曲雜劇(下)

與明清南雜劇/曾永義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0-9 (EPUB) 普遍

級  

澀谷系狂潮: 改變日本樂壇,從 90 年

代街頭誕生的流行文化/音樂 Natalie

著; 兔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327-2 (PDF) 普遍級  

澀谷系狂潮: 改變日本樂壇,從 90 年

代街頭誕生的流行文化/音樂 Natalie

著; 兔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328-9 (EPUB) 普遍級  

爵士哈農. 2= Jazz Hanon/張議中, 林

愛真, 鄭卉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03-59-6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療癒之書/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韓

絜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825-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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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624-9 (PDF)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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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63-1 (EPUB) 

普遍級  

臨證真傳/張顯臣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展,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6-403-7 (EPUB) NT$5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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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91-0 

(EPUB) NT$252 普遍級  

講道 info: 講道簡明手冊/劉幸枝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6355-96-7 (PDF) 普遍級  

講道的情節: 講章為敘事的藝術形式

/尤金.勞瑞(Eugene L. Lowry)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97-4 

(PDF) 普遍級  

謝沅瑾兔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史上最

萬用的開運工具書,謝老師親算二 0

二三年農民曆、流年流月,一書在案,

揚眉兔氣,全年順利!/謝沅瑾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07-9 

(EPUB) NT$399 普遍級  

謝沅瑾兔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史上最

萬用的開運工具書,謝老師親算二 0

二三年農民曆、流年流月,一書在案,

揚眉兔氣,全年順利!/謝沅瑾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14-7 (PDF) 

NT$399 普遍級  

賽花燈/青悠作; 葉長青繪 .-- 初版 .-- 

新北市 : 燈籠出版,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44-3-6 (EPUB) 

NT$200 普遍級  

還在: 末期照護實錄與緩和醫療心法

/黃建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473-8 (PDF) 普遍級  

邁向中級/平井悅子, 三輪さち子著 .-

- 第 2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1112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

219-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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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69-1 (PDF) NT$380 普遍

級  

隱性偏見: 為什麼我們無法平等看待

每個人?打破「慣性思維」的認知陷

阱/潔西卡.諾黛兒(Jessica Nordell)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28-7 

(PDF) 普遍級  

隱題詩/洛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啟

明,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2-7-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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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食人際溝通術: 公關達人羅潔用二

十道經典韓國料理教你洞悉職場溝

通之道/羅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86-8 (EPUB) 普遍級  

斷裂的海: 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

到台灣偶然的共同體/何欣潔, 李易

安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42-1 (EPUB) 普遍級  

斷裂的海: 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

到台灣偶然的共同體/何欣潔, 李易

安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43-8 (PDF) 普遍級  

*簡明人體經絡與常用穴位圖冊(暢

銷經典版)/靳士英, 靳樸, 劉淑婷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111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64-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簡單的真相: 現代藝術中的單色畫/

西門.莫雷(Simon Morley)著; 田立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1-47-6 (PDF) 普遍級  

簡單的真相: 現代藝術中的單色畫/

西門.莫雷(Simon Morley)著; 田立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1-48-3 (EPUB) 普遍級  

翻轉首爾: 叛民城市議題漫遊/郭奎

煥, 南霄兒作; Kat KUO 朗讀 .-- 臺北

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1 .-- 約 79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85-1 

(線上有聲書(MP3)) NT$500 普遍級  

舊屋新力 十九歲的壯遊/李竹馨, 李

敏萱, 周芷安, 陳映瑄, 黃群惠, 劉鎧

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青浪潮起司

球小分隊, 11110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662-1 (平裝) 普遍

級  

*藉石練心= Cultivate the heart through 

the painting of stone/周珠旺[作] .-- 臺

南市 : 加力畫廊, 11111 .-- 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9324-7-0 (精裝) 

NT$800 普遍級  

轉來銅鑼灣特刊= Miaoli Tongluo/洄

游雙峰培力工作站著 .-- 第一版 .-- 桃

園市 : 網迅雲端, 11111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740-66-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醫護倫理學/盧美秀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50-9 (PDF) 普遍級  

雜訊時代的高效資料整理術: 精準掌

握二成黃金資訊的 39 個法則/鈴木進

介著; 鍾嘉惠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91-9 (EPUB) NT$224 普遍級  

雙語體育教學輕鬆上路/程峻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891-4 (PDF) 

NT$380 普遍級  

魏晉南北朝史: 一個分裂與融合的時

代/張鶴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9-2 (EPUB) 普遍級  

禱告手冊/田幼婷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以琳,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6-39-3 (PDF) 普遍級  

繪圖 0 能者的 AI 藝術入門手冊 by 

Stable Diffusion/Harry Huang, 施百俊

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16-2-7 

(EPUB) 普遍級  

藝術與書的懷舊未來式/李志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4-96-0 

(EPUB) 普遍級  

寶島風情. 2022: 臺灣水彩畫協會第

五十二屆會員聯展專輯= 2022 the 

Formosan charm: the 52nd Taiwan 

Watercolor Association joint exhibition/

臺灣水彩畫協會編輯 .-- 臺北市 : 臺

灣水彩畫協會, 11110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2129-7-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籃球之神: 空中飛人喬丹/管家琪作; 

鄧瑋德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11 .-- 約 21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92-9 (線上有聲書(MP3)) 

NT$340 普遍級  

*蘇昭旭的世界鐵道大探索 3+4: 一次

收藏<<世界的鐵道博物館>>與<<世

界的鐵道火車站>>/蘇昭旭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14-324-1 (全套:

平裝) NT$1300 普遍級  

警察不拎 GUN 已抵達案件現場!/不

拎 GUN 著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575-9 (EPUB) NT$224 普遍級  

辯證行為治療/劉珣瑛等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486-8 (PDF) NT$520

普遍級  

魔人蘇阿軒醫師的婦科衛教診療室/

蘇軒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7-04-8 (EPUB) 普遍級  

魔幻拉美: 走入神祕的熱情大陸: 完

全探索拉丁美洲/陳小雀作.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10 .-- 約 32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68-6 

(線上有聲書(M4A)) NT$1050 普遍級  

魔地佛 /姚瑞中著; 官妍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39-3 

(EPUB) 普遍級  

權力: 史丹佛大師的經典課/傑夫瑞.

菲佛(Jeffrey Pfeffer)著; 林錦慧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83-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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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4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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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81-3 (PDF) 

普遍級  

驚人的 NLP!: 擺脫框架,重塑自我信

念,安裝人生新程式/山崎啓支著; 陳

美瑛譯 .-- 2 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75-6 (EPUB) 普遍級  

讓你的腦子動起來!科學思維訓練遊

戲: 魔術師的精彩魔術 x 科學大師的

經典實驗 x 不法分子的神祕騙術,透

過遊戲訓練你的思考力 /張祥斌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80-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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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臺北市 : 華藏佛教基金會, 

11201 .-- 237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87716-3-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靈命塑造攻略: 理論與實務操作/王

振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信望愛台

北協會, 11110 .-- 2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29-0-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靈素針/于景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46-404-4 (EPUB) NT$300 普遍級  

觀察.類推.條理化: 分析性的英語語

法. 上冊/湯廷池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華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86-6 (PDF) NT$420

普遍級  

顱薦生命動力療法入門: 來自生命呼

吸的療癒力量/雪莉歐娜.曼柴-席爾

斯 (Cherionna Menzam-Sills)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5-69-5 

(EPUB) 普遍級  

欸,好奇怪!但我喜歡: 奇妙又有趣的

動物冷知識,讓你腦洞大開又噗哧一

笑/帽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73-7 (PDF) 普遍級  

做哲學: 哲學不是沒有用,而是你會

不會用/古秀鈴主編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01-7 (EPUB) 普遍級  

印度哲學史/楊惠南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7-8 (EPUB) 普遍

級  

形上學要義/彭孟堯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10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808-6 (EPUB) 普遍

級  

你的夢,你的力量: 潛意識工作者哈

克的解夢書/哈克著 .-- 臺北市 : 方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710-0 (EPUB) 普遍級  

教室裡有一頭大象: 思考、思考、講

道理/冀劍制作; 翔龍繪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18-5 (EPUB) 普遍

級  

生命的神祕配方: 兩位治療師談人生

的精采與安靜/黃錦敦, 哈克(黃士鈞)

著 .-- 臺北市 : 方智,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711-7 (EPUB) 

普遍級  

龍樹與中觀哲學/楊惠南作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76-8 (EPUB) 

普遍級  

佛藏經講義. 第十九輯/平實導師述 .-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03-0-7 (PDF) 

普遍級  

(简)圣经信息系列: 提摩太前书、提

多书: 保罗的领导学/斯托得著; 黃元

林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98-3 

(PDF)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一部曲, 龙胎基因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41-8 (EPUB) NT$36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二部曲, 皇天圣珠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42-5 (EPUB) NT$36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四十三部曲, 王者圣珠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40-1 (EPUB) NT$360 普遍級  

風味聖經/凱倫.佩吉(Karen Page), 安

德魯 .唐納柏格 (Andrew Dornenburg)

作; 黎敏中, 蕭秀姍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83-0 (PDF) 普遍級  

風味聖經/凱倫.佩吉(Karen Page), 安

德魯 .唐納柏格 (Andrew Dornenburg)

作; 黎敏中, 蕭秀姍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84-7 (EPUB) 普遍級  

陪一顆心長大: 從心理諮商到養兒育

女/黃士鈞(哈克), 黃錦敦著 .-- 臺北

市 : 方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09-4 (EPUB) 普遍級  

仕途之外: 先秦至西漢不仕之士研究

/白品鍵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779-9 (EPUB) 普遍級  

戲劇編寫法/方寸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81-2 (EPUB) 普遍級  

新譯宋詩三百首/陶文鵬注譯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86-7 (EPUB) 

普遍級  

角落微光: 小鎮醫師的故事/莊聰吉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57-647-0 (PDF) 普遍級  

凡一.一凡/藤原進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464-0 (EPUB) 普遍級  

新聞客觀性原理/彭家發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780-5 (EPUB) 

普遍級  

當教學成為形式: 一個教育性藝術計

畫的生成與反響/吳岱融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學,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86-7-5 (PDF) 

NT$320 普遍級  

故宮沒說的事: 古玩藏研,掐絲流光/

陳慧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56-5 (EPUB) 普遍級  

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趙如琳譯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783-6 

(EPUB) 普遍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