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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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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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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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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類 

目錄學；文獻學 

創作的基因 : 書籍、電影、音樂,賦

予遊戲製作人小島秀夫無限創意的

文化記憶 / 小島秀夫著 ; 李欣怡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Art ; 27) .-- ISBN 

978-986-5562-8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造力 2.CST: 書評 3.CST: 文

化評論  011.69  

故事情節檢索 / 金榮華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國口傳文學學會, 

1111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692-3-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民間故事 2.CST: 索引  

016.539  

從讀書到考試 ,你可以更好  / 未秧

(Winter), 湛樺合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寫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我的檔案夾 ; 65) .-- 

ISBN 978-626-96881-1-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讀書法 2.CST: 學習方法  

019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國際崇她社新北社 50 週年特刊 : 崇

她女力 在地深耕 50 / 林韋美貞, 黃澄

潔, 黃碧玉, 莊慧蘭編輯 .-- [新北市] : 

國際崇她社新北社, 11111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21-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崇她社新北社  061  

博物館社群參與的力量 : 評量文化

平權類活動成果與影響力務實手冊 

= The power of museum's community 

engagement : a practical handbook for 

evaluating the results and impact of 

cultural rights activities / 林玟伶, 張芸

榕編著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博物館

學研究所, 11111 .-- 1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780-20-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社會參與  

069  

繆思意境 : 漢寶德再談博物館 / 漢寶

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

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藝術札記 ; 31)(漢寶德系列 ; 

10) .-- ISBN 978-626-7031-54-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管理 2.CST: 博物館展

示設計  069.1  

無限延伸的臺灣博物館 : 文創誕生

記  = Unlimited extension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 : birth of cultural 

creation / 黃星達主編 .-- 臺北市 : 國

立臺灣博物館, 11112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49-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博物館 2.CST: 文化

行銷 3.CST: 設計  069.833  

*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年 報 . 2021 =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2021 

annual report / 郭奕進執行編輯 .-- 新

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11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712-

5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國家人權博物館  

069.957927  

普通論叢 

群書治要中修齊治平的智慧 / (唐)魏

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等編 ; <<群

書治要三六 0>>編輯組精選.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

淨宗學會, 11112 .-- 32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951-2-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經書  075.4  

長路漫漫 : 工程師的理性與感性之

旅 / 周南山著 .-- 新北市 : 麥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29116-4-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戰略與民主 / 劉興岳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7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97-9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學術研究 2.CST: 文集  078  

願 : 國家富強 人民幸福 2.0 / 張清滄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張清滄, 

11111 .-- 6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73-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群經 

中華元典精神 / 馮天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896-9 (精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五經 2.CST: 經學 3.CST: 先秦

哲學  090  

哲學類 

總論 

思想的魔術花園 : 悖論與難題 / 李志

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

學, 11201 .-- 3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6-8-5 (平裝) NT$410 普

遍級  

1.CST: 哲學  100  

學術思想概論 

*徐復觀教授<<兩漢思想史卷三>>

手稿整理彙編 / 陳惠美, 謝鶯興整

理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圖書館 , 

11111 .-- 662 面; 25 公分 .-- (館藏手稿

整理系列 ; 5) .-- ISBN 978-957-548-

12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思想史 2.CST: 漢代  112.2  

中國哲學 

大型諸子公審現場 : 荀子愛嗆老師、

墨子常講鬼故事、莊子表裡不一,這

些連你的國文老師都不一定懂! / 陳

為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8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02-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傳記  

120.99  

如詩如畫的易經 : 讓易經幫我們寫

詩 / 趙世晃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9-93-1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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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易經心註 : 心靈與白話註解 / 鄭錠堅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有限

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786 面; 23 公

分 .-- (三玄四書系列 ; 1)(昌明文叢 ; 

A9900009) .-- ISBN 978-986-496-627-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我所認識的易經. 六, 萃升至歸妹十

卦漫談 / 毛炳生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毛炳生, 11112 .-- 3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818-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121.17  

周易.兵法與企業經營 : 野鶴淺談周

易大玄話管理 / 蓬萊野鶴(王工文)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臺灣

發展研究院, 11111 .-- 240 面; 30 公

分 .-- (野鶴<>應用漫談系列. 現代化

運 用 篇 ) .-- ISBN 978-626-95667-3-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121.17  

易道在宗教文化的展現 : 野鶴淺談

易與儒道釋匯流 / 蓬萊野鶴(王工文)

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臺

灣發展研究院, 11111 .-- 224 面; 30 公

分 .-- (野鶴<>應用漫談歸宗系列. 易

與 宗 教 交 融 篇 ) .-- ISBN 978-626-

95667-2-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3.CST: 

民間信仰 4.CST: 宗教文化  121.17  

重整華夏待後生. 第 3 輯 / 徐泓, 賈秉

坤, 白培霖, 劉昊編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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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58 面; 23 公分 .-- (奉

元叢書 ; 4) .-- ISBN 978-626-96244-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儒學 2.CST: 文集  121.207  

王吉相集 / (清)王吉相撰 ; 張波, 胡蓮

編校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60 面; 23

公分 .-- (古籍整理點校叢刊)(古籍景

印叢書. 古文評點整理與研究叢刊 ; 

304002) .-- ISBN 978-986-478-785-2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清)王吉相 2.CST: 四書 

3.CST: 學術思想 4.CST: 研究考訂 

5.CST: 儒家  121.217  

論語今釋 / 曾喜城著 .-- 初版 .-- 屏東

縣 內 埔 鄉  : 三 間 屋 文 化 工 作 坊 , 

11112 .-- 2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83079-6-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注釋  121.222  

孟子 .-- 一版 .-- 臺南市 : 能仁出版社, 

11201 .-- 232 面; 23 公分 .-- (紮根教育

系列 ; D005) .-- ISBN 978-986-6416-82-

8 (20K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孟子 2.CST: 注釋  121.262  

道德經暨身心靈健康生命邏輯學  / 

徐清風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欣境

界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4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845-1-3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生命哲學  

121.31  

莊子 : 不如相忘於江湖,享受孤獨的

哲學家 / 朱嘉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570-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周)莊周 2.CST: 莊子 3.CST: 

學術思想  121.33  

張載 / 黃秀璣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40-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宋)張載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宋元哲學  125.14  

劉鳴珂集 / (清)劉鳴珂撰 ; 張波, 平靜

編校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94 面; 23

公分 .-- (古籍整理點校叢刊)(古籍景

印叢書. 古文評點整理與研究叢刊) .-

- ISBN 978-986-478-782-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清)劉鳴珂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清代哲學 4.CST: 傳記  127  

東方哲學 

東洋哲學的創造 : 井上圓了與近代

日 本 和 中 國 的 思 想 啟 蒙  = The 

creation of oriental philosophy : the 

enlightenment of though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China by 

Inoue Enryo / 佐藤將之, 三浦節夫, 佐

藤厚, 井關大介, 哈爾布.哈珊(Hassan 

Kamal Harb), 李立業, 王青, 彭春凌作 ; 

佐藤將之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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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 (人文社會叢書 ; 19) .-- ISBN 978-

986-350-67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井上圓了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日本哲學 4.CST: 佛教哲學  

131.91  

勸學 / 福澤諭吉著 ; 徐雪蓉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523-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福澤諭吉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日本哲學  131.96  

奥义书灵性释义 / 维亚萨(Vyāsa)等

人原著 ; 邱显峯翻译.讲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喜悅之路靜坐協會, 11111 .-

- 448 面; 23 公分 .-- 正體題名:奧義書

靈性釋義 .-- ISBN 978-986-98003-2-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印度哲學  137.84  

奧義書靈性釋義 = Upanisads / 維亞薩

(Vyāsa)等人原著 ; 邱顯峯翻譯.講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喜悅

之路靜坐協會, 11111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003-1-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印度哲學  137.84  

西洋哲學 

圖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

德 / 黃哲翰著 .-- 修訂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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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

255-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 2.CST: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 3.CST: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1-322B.C.) 4.CST: 古希臘哲學  

141.28  

你終究是神,因為你是我的永生 / 心

魔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3-04-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批判哲學  1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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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雞卡巴拉之子 / 隆.麥羅.杜奎特作 ; 

邱俊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5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8-13-6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神祕主義 2.CST: 猶太教  

143.65  

哲 學 原 理  / 勒 內 . 笛 卡 兒 (René 

Descartes)著 ; 關文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52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文庫 ; 160) .-- ISBN 978-626-343-552-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笛卡兒(Descartes, Rene, 1596-

165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6.31  

*異托邦 共同體 生命之所在 / 阿蘭.

布洛薩(Alain Brossat)著 ; 湯明潔, 陳

韋勳, 王紹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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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5-73-2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布洛薩(Brossat, Alain)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6.8  

尼采哲學超圖解 / 富增章成作 ; 謝敏

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52-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7.66  

形上學；玄學 

*郎尼根論形上學方法 : <<洞察>>第

十 四 章 釋 義  = The method of 

metaphysics : a commentary on 

Lonergan's Insight, chapter 14 / 關永中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出版

社, 11111 .-- 275 面; 23 公分 .-- (c 輔

仁大學研究叢書 ; 238) .-- ISBN 978-

986-0729-46-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郎尼根(Lonergan, Bernard J. 

F.(Bernard Joseph Francis), 1904-1984)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形上學 

4.CST: 認知  160  

心理學 

無行動,不幸福啊 : 45 個正向心理學

練習,掌握幸福感關鍵 / 趙昱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豐富 ; 4) .-- ISBN 978-626-

96565-7-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幸福 3.CST: 生

活指導 4.CST: 成功法  170  

暗室燭光 : 給大忙人的心理學讀心

術 / 王光波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

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80) .-- ISBN 

978-626-7134-70-2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人性能達到的境界 : 病態人格、自

我實現、社會感情、需求層次,馬斯

洛的人類心理學  / 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著 ; 垢文濤, 馬良誠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36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00-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本心理學  170.18  

智慧之源 : 從哲學到神經科學的探

索 / 史蒂芬.霍爾(Stephen S. Hall)著 ; 

許瑞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科學人文 ; 84) .-- 

ISBN 978-626-353-186-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智慧 2.CST: 生理心理學  

172.1  

大自然治癒你 : 為什麼大自然讓我

們更快樂.更健康.更有創造力 / 佛羅

倫絲.威廉斯(Florence Williams )著 ; 

呂玉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21-06-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環境心理學 2.CST: 自然環境  

172.8  

你以為的應該,其實都大可不必 : 停

止「再加把勁」,突破生存困境 / 本

田秀夫作 ; 簡毓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心靈叢書 ; 10) .-- ISBN 

978-626-7172-10-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自我肯定  

172.9  

其實你不用那麼好也沒關係 : 變得

能夠把「求救」掛在嘴上吧!幸福是

從「誤解」中創造出來的 / 根本裕

幸著 ; 林美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心靈

方舟 ; 47) .-- ISBN 978-626-7095-89-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生活指導  

172.9  

假性孤兒 : 他們不是不愛我,但我就

是感受不到 / 琳賽.吉普森(Lindsay C. 

Gibson)著 ; 范瑞玟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56-3-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親子關係 

3.CST: 問題家庭  172.9  

陪傷心的自己聊聊 / 凱蒂.可倫波斯

(Katie Colombus)著 ; 謝明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

地發行, 11201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5-62-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172.9  

當媽媽給不了愛 ,你該如何真正長

大? : 一本自我療癒和重新得到關愛

的突破之作 / 潔絲敏.李.科里(Jasmin 

Lee Cori)著 ; 駱香潔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柿 子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8-18-6 (平裝) NT$449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親子關係 

3.CST: 母親  172.9  

成為他的好隊友 : 當孩子憂鬱和焦

慮 / 黃嘉慈, 黃苡安, 鄭碧君, 許以恩

採訪撰文 ; 葉雅馨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大家健康>>

雜誌, 11112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21-0-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兒童發展 

3.CST: 親職教育  173.1  

當孩子出現 . 2 / 馮絲瓦茲 .多爾多

(Françoise Dolto)著 ; 單俐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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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LoveParenting ; 5) .-- ISBN 978-

986-357-272-5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兒童發展 

3.CST: 親職教育  173.1  

老人心理學 / 許皓宜, 丁導民, 鄧明宇, 

周鉦翔, 黃秀雲, 李嵩義, 吳佳蕙, 施

振典, 許玉容, 蕭文高, 劉清虔, 田秀

蘭合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91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老年心理學  173.5  

銀髮族心理健康 / 張德聰, 劉嘉年, 徐

慧娟, 張榮珍, 李朝雄, 張歆祐編著 .-- 

修訂三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29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83-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老年心理學 2.CST: 老化 

3.CST: 健康法  173.5  

別讓人一眼看穿你 : 讀心與藏心的

攻防智慧 / Fletcher Boo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669-3-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個性 2.CST: 行為心理學 

3.CST: 讀心術  173.7  

十三種人類劣根性,別在不知不覺中

迷失自己 : 一言不合就幹架、不努

力怪天公伯沒保庇,沒人有義務配合

你,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氣 / 蔣文正, 左

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01-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性格 2.CST: 人格特質 3.CST: 

成功法  173.761  

意念的治癒力 : 習慣破除 X 飲食調

理 X 精神診療,十九世紀神經學大師

帶你用意志克服生心理困境 / 詹姆

斯.約瑟夫.沃爾什(James Joseph Walsh)

著 ; 佘卓桓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4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14-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意志 2.CST: 心理衛生  

173.764  

愛欲與文明 : 關於佛洛伊德的哲學

探討 / 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著 ; 林晴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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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500-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精神分析學 4.CST: 哲學  175.7  

潛伏期裡天真的消失或轉型 : psyche

吹著秋風瑟瑟準備 soma 的春天 / 陳

建佑, 劉玉文, 王明智, 王盈彬, 劉又

銘, 魏與晟, 陳瑞君, 吳念儒, 郭淑惠, 

蔡榮裕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薩所

羅蘭分析顧問有限公司, 11201 .-- 248

面; 21 公分 .-- ((薩所羅蘭)精神分析

的人間條件叢書 ; 7) .-- ISBN 978-626-

95788-8-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學  175.7  

高薛琳姬 Lin Chi 琳姬式專業催眠療

癒課程破解詛咒覺察自我課程講義 / 

高薛琳姬作 .-- 初版 .-- [彰化縣田尾

鄉] : 高薛琳姬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800-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催眠術 2.CST: 催眠療法  

175.8  

高薛琳姬 Lin Chi 親子同萌療癒催眠

師專班課程講義 / 高薛琳姬作 .-- 初

版 .-- [彰化縣田尾鄉] : 高薛琳姬 , 

11111 .-- 3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99-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催眠術 2.CST: 催眠療法  

175.8  

高薛琳姬 Lin Chi 寵物溝通學習課程

催眠師專班課程講義 / 高薛琳姬作 .-

- 初版 .-- [彰化縣田尾鄉] : 高薛琳姬, 

1111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98-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催眠術  175.8  

出生與死亡之謎 : 重新定義自我  / 

JZK Publishing 編 ; 王佑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雨出版社,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精選 ; NA-063) .-- 

ISBN 978-986-227-313-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心靈學 2.CST: 靈修  175.9  

信念的力量 : 開發你的內在能量,改

變自我,逆轉人生 / 克勞德.布里斯托

(Claude M. Bristol)作 ; 黎湛平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12-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心靈感應 2.CST: 成功法  

175.94  

噁!好臭! : 臭味知識王 / 克萊夫.吉福

德(Clive Gifford)文 ; 彼得.蓋姆倫(Pete 

Gamlen)圖 ; 林筱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50 面; 30 公分 .-- (小魯知識

繪本) .-- ISBN 978-626-7237-02-1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嗅覺 2.CST: 感覺生理 3.CST: 

通俗作品  176.14  

開始發呆,就是快要成功的時候了 : 

哈佛醫學院的「分心」訓練,幫助你

突破思維盲點,建立「破框思考」的

習慣,提升創意與生活滿意度,真正擁

有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墨 實 . 拔 爾

(Moshe Bar)作 ; 李婉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17-2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認知心理學 2.CST: 注意力 

3.CST: 成功法  176.32  

30 堂帶來幸福的思辨課 : 多想一點,

發現更有深度的自己 / 琳達.艾爾德

(Linda Elder), 理察.保羅(Richard Paul)

著 ; 林佳誼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505-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自我實現  176.4  

八大創新理論 : 模仿法、5W2H 法、

組合法、換元法、移植法,一本專屬

沒創意人士的創新工具書 / 陳劭芝, 

千高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

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680-571-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創造力 2.CST: 創造性思考  

176.4  

解決問題、製造創意、高效表達的

3X3 系統思考法 : SONY、東大、頂

尖發明家......都愛用的 TRIZ 九宮格,

讓你工作生活得心應手 / 高木芳德

著 ; 周若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04 面; 22 公分 .-- (翻轉學 ; 105) .-- 

ISBN 978-626-349-122-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創造性思考 2.CST: 創意 

3.CST: 問題導向學習  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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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上原子習慣腦 : 順應生物節律、

弄懂腦結構、打造全新行動習慣;戒

斷追劇癮、提高專注力、終結低級

錯誤，全盤掌握理想人生 / 菅原洋

平著 ; 羅淑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73-3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習慣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6.474  

我們之間 : 文化如何創造情緒 / 芭蒂

亞.梅斯奎塔(Batja Mesquita)作 ; 王年

愷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68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 ISBN 978-

626-315-227-4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情緖 2.CST: 文化心理學 

3.CST: 跨文化研究  176.5  

情緒,請開門 / 張維揚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12-4-2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176.5  

更快樂 : 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 / 塔

爾.班夏哈(Tal Ben-Shahar)著 ; 譚家瑜

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

分  .-- (心靈成長  ; BCCG0095P) .-- 

ISBN 978-986-398-849-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快樂 2.CST: 生活指導  

176.51  

更快樂的選擇 : 五步驟設定信念、

培養韌性、修復壓力,開啟快樂正循

環 / 塔爾.班夏哈(Tal Ben-Shahar)著 ; 

朱靜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96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BCCG0096P) .-

- ISBN 978-986-398-850-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快樂 2.CST: 自我實現  

176.51  

通往幸福的哲學  / 漫步黃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2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253-11-3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幸福 2.CST: 人生哲學  

176.51  

EQ 學園. 第 3 集, 超人氣養成班 : 提

升孩子的情緒力與人際力. 上冊 / 楊

俐容, 張黛眉, 張嘉紋, 黃春偉作 .-- 初

版 .-- 嘉義市 : 耕心文教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91-8-4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65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人際關係 

3.CST: 親職教育  176.52  

八成是你想太多 : 你的煩惱不是真

正的煩惱,23 個鬆綁焦慮、緩解壓力

與享受當下的練習 / 尼克.崔頓(Nick 

Trenton)著 ; 吳書榆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人生

顧問 ; 469) .-- ISBN 978-626-353-180-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焦慮 2.CST: 情緒管理 3.CST: 

生活指導  176.527  

*焦慮星球的生活 /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 韓絜光譯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72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93) .-

- ISBN 978-986-398-845-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壓力 2.CST: 抗壓 3.CST: 生活

指導  176.54  

惡習勒戒所 : 拖拖拉拉、喜歡抱怨、

好高騖遠......這些壞習慣不會致命 ,

不改掉卻是成功大忌! / 韓立儀, 布德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7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12-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習慣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6.74  

*決斷的演算 : 預測、分析與好決定

的 11 堂邏輯課 / 布萊恩.克里斯汀

(Brian Christian), 湯姆.葛瑞菲斯(Tom 

Griffiths)著 ; 甘錫安譯 .-- 三版 .-- 新

北市 : 行路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68 面; 23 公

分 .-- (Focus ; 10) .-- ISBN 978-626-

96517-7-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類行為 2.CST: 演算法 

3.CST: 博奕論  176.8  

身體語言心理學  / 張明玉著 .-- 三

版  .-- [ 新 北 市 ] :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1-5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肢體語言  

176.8  

*蠢人基本定律 : 認清、接受、抵擋

人類愚蠢的本質與破壞力 / 卡洛.M.

契波拉(Carlo M. Cipolla)著 ; 林步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拾青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 112 面; 19 公分 .-- (thinkin'tank ; 4) .-

- ISBN 978-626-95987-4-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類行為 2.CST: 人際關係  

176.8  

馬斯洛的動機與人格 : 存在價值、

基本需求、高峰經驗、內在本質,人

本心理學之父的人性心理學 / 馬斯

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編著 ; 垢

文濤, 馬良誠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28-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動機 2.CST: 自我實現  

176.85  

精進潛意識! : 喚醒腦內精靈,開發無

窮自我潛能 / 哈利.卡本特(Harry W. 

Carpenter)著 ; 申文怡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寫出版社出版 : 大雁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304 面; 

21 公 分  .-- ( 使 用 的 書 In action ; 

IIA0003T) .-- ISBN 978-957-9689-87-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潛意識 2.CST: 潛能開發  

176.9  

人際空間心理學  / 張明玉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202 .-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21-59-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社交  

177  

厚黑學經典大全集 / 李宗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5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57-7 (平裝) NT$540 普

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成功法  

177  

漫畫從厭世王到人氣王,巧妙收服人

心的暗黑心理學 / 齊藤勇著 ; 卓惠娟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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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2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6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漫畫  

177  

有效表達的三個習慣 / 稻增美佳子

著 ;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1112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70-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3.CST: 說話藝術  177.1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 願我們跟大象

一樣,用大耳朵認真傾聽,在關鍵時刻

說出真心,擁抱彼此的關係 / 朴宰蓮

著 ; 尹嘉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

727-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溝通技巧 2.CST: 人際關係  

177.1  

溝通表達勝經 : 溝通 X 表達 X 談判

X 銷售 X 服務 X 領導 X 團隊 X 正念,

談判溝通超業培訓師鄭立德的關鍵

31 力 / 鄭立德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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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94-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溝通技巧 2.CST: 談判 3.CST: 

銷售  177.1  

1 天 1 行小日記,寫出超強行動力 / 伊

藤羊一著 ; 林俞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

列 ; 111) .-- ISBN 978-626-349-104-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1 年計畫 10 年對話 : 預約 10 年後的

自己,需要年年實踐與更新 / 褚士瑩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

公司 , 11201 .-- 254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84) .-- ISBN 978-986-179-

78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20 位心理學大師的人生困惑必修課 : 

了解自己,才能做一個明白的、幸福

的、不糾結的人  / 遲毓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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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288 面; 23 公分 .-- (富能量 ; 

57) .-- ISBN 978-626-7184-55-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一本書終結你的拖延症 : 透過「小

行動」打開大腦的行動開關,懶人也

能變身「行動派」的 37 個科學方法 

/ 大平信孝著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09-7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工作效率 

3.CST: 成功法  177.2  

*人生到底要怎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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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40) .-- ISBN 978-626-96018-8-2 (平

裝) NT$485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人脈複利 / 蜜雪兒.提利斯.萊德曼

(Michelle Tillis Lederman)作 ; 温澤元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38-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成功法  

177.2  

人善被犬欺 : 如何得到尊重、畫下

界線,得到你應得的成功 / 馬丁.維爾

勒(Martin Wehrle)著 ; 黃淑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416 面; 21 公分 .-- (心

理 ; 80) .-- ISBN 978-986-137-392-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信  177.2  

女人的人脈與錢脈 : 花若盛開,蝴蝶

自來 / 流川美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意識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6166-71-6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女性  177.2  

*小王子說禪 / 重松宗育作 ; 葉韋利

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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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7191-3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不消費的一年 : 戰勝衝動購物,存款、

人生大翻身的小資女重生記 / 凱特.

弗蘭德斯(Cait Flanders)著 ; 楊璧謙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04-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決策管理 

3.CST: 生活指導  177.2  

不遺憾的力量 : 堅強鼓起勇氣,堅持

突破阻礙 ,堅定面對挑戰! / 蔣文正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63-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心態導向 : 放棄那些死要面子、完

美主義、失敗經驗帶來的副作用,從

現在開始心態轉彎! / 卓文琦, 呂雙波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1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680-564-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主動出擊 : 別讓機會錯過你 / 方州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82) .-- ISBN 978-626-

7134-72-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用寫的冥想法 : 1 天 15 分鐘,在紙上

寫字就能整頓身心 / 古川武士著 ; 李

友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 (Think ; 242) .-- ISBN 978-626-7192-

95-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成功法  

177.2  

成長,不是變成大人,而是成就更強大

的自己 : 挖掘底層自我,從內心探尋

人生的答案 / 張沛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204-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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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你不欠任何人 / 卡羅琳.嘉納.麥格勞

(Caroline Garnet McGraw)著 ; 戴榕儀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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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

626-353-251-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人格特質 

3.CST: 完美主義  177.2  

你的不快樂,是花了太多時間在乎,不

在乎你的人和事 / Peter Su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是日創意文化有限公

司,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Peter 

Su 作品集) .-- ISBN 978-626-95561-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別擔心!最好的還在後頭! : 人生凸槌

也要勇敢向前! / 築夢方舟創意行銷, 

曾莉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

文創有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96-26-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3.CST: 女性  177.2  

我 們 身 上 有 光  / 蜜 雪 兒 . 歐 巴 馬

(Michelle Obama)著 ; 黃佳瑜, 陳文和, 

林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商 業 周 刊 ,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52-00-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歐巴馬(Obama, Michelle, 

1964- ) 2.CST: 傳記 3.CST: 自我實現 

4.CST: 生活指導  177.2  

明天,我想重新喜歡上自己 : 25 個無

法迴避的成長問題,從內心與自己和

解,世界就會愛你 / 林夏薩摩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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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1 公分 .-- (GLA ; 81) .-- ISBN 

978-986-506-589-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成功法  

177.2  

哈佛凌晨四點半 : 社會菁英基礎能

力的培養邏輯 = Harvard at half past 

four : training basic logic / 韋秀英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24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52-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菁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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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潮

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55-3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看見快樂,你可以給自己力量 : 打破

心靈枷鎖,掃除憂鬱低潮,改變心態成

為精神的強者! / 吳學剛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65-3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肯定  

177.2  

原則 : 屬於你的引導式筆記 / 瑞.達利

歐(Ray Dalio)著 ; 陳文和, 林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2-01-7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弱者即地獄,強者即真理 : 鴻鵠之志

X 遠見卓識 X 應變能力,複製贏家心

態,不怕被淘汰! / 謝偉哲, 江城子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25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6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做好選擇,順利進化不被物競天擇 : 

掌握人生關鍵 X 營造情緒法則,找出

抉擇弱點,失敗不再跟你 say hello! / 

王郁陽, 李忠傑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0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10-2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就算長大了,也還是會難過 : 不完美

也沒關係,擁抱自己的 55 個溫暖練習 

/ 安賢貞著 ; 袁育媗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漫

步) .-- ISBN 978-957-08-665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猶太人逆向思維賺錢術 / 林郁主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58-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理財 3.CST: 猶

太民族  177.2  

超強習慣養成,輕而易舉創造人生複

利效應 / 吉井雅之作 ; 蔡昭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43-

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成功法 

3.CST: 習慣  177.2  

愛對自己 / 女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天際系列 ; 6) .-- ISBN 978-

986-133-857-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當勝女,不做男人附屬品 : 拜金女 X

魚乾妹 X 媽蟲,別為我貼標籤,由我定

義自己是誰! / 憶雲, 麥小麥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15-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成功法 

3.CST: 女性  177.2  

像小王子一樣反應與思考 / 史蒂芬.

加尼葉(Stéphane Garnier)著 ; 何桂育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95-85-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聖修伯里(Saint-Exupéry, 

Antoine de, 1900-1944) 2.CST: 自我實

現 3.CST: 生活指導  177.2  

精準落實 : 八大落實哲學,工作效率

雙倍升級 / 徐書俊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24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48-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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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稜兩可的能力變成武器的瞬間  : 

昨天沒用的能力,在明天發光的魔法 

/ 尹相勛著 ; 陳宜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Think ; 246) .-- 

ISBN 978-626-7192-97-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成功法  

177.2  

蝴蝶效應 = Butterfly effect / 于珊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6-862-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踏實感的練習 : 走出過度努力的耗

損,打造持久的成功 / 布萊德.史托伯

格(Brad Stulberg)著 ; 龐元媛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

分 .-- (財經企管 ; BCB787) .-- ISBN 

978-626-355-011-7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信  177.2  

歷史「勢」件簿,你該學習的權謀之

術 : 英雄造時勢,要當就當掌握全局

的梟雄,別當落荒而逃的狗熊! / 李人

豪, 肖勝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5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2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營銷世界真有趣,什麼都能營銷 : 由

<<將軍牛肉麵>><<Miishare101 網紅

大賽>>到<<AI 智能房地產>> / 陳虹

汝(Michelle Chen)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理念行銷有限公司, 11112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7800-34-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177.2  

鎖在內心小房間,久了都不知道自己

有多廢 : 拒絕懶惰 X 剷除自卑 X 拔

掉嫉妒,狙擊人性弱點,發光發熱不再

遮遮掩掩 / 莫宸, 原野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9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20-1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讓想做的事都做得到的時間管理大

全 : 時間盒、時間收據、時間兌換

券......14 種好用工具,讓你分秒不浪

費,拒當時間貧民 / 朴大輝(박대휘)

著 ;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103) .-- ISBN 978-626-349-096-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人際關係與人際溝通 / 陳皎眉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12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92-6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溝通  177.3  

打造良好人脈,掃除交際障礙 : 點線

布局 X 化敵為友 X 細心維護,提升社

交價值! / 蔡賢隆, 林凌一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286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56-1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成功法  

177.3  

立界線得自由 : 過猶不及全新增訂

譯本 / 克勞德(Henry Cloud), 湯森德

(John Townsend)作 ; 卡拉丁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 

1120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33-1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成功法  

177.3  

為了保護自己,需要懂一點博弈心理 : 

從賽局理論看厚黑人性,想搞好關係,

先知道對方的痛處在哪裡! / 殷仲桓, 

原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9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08-9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成功法  

177.3  

真正強大的人,都不怕得罪人 : 9 大視

覺化工具,讓 99%日常衝突,成為改善

關係、進化人生的火花! / 湘萍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52) .-- ISBN 978-986-342-693-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際衝突 2.CST: 衝突管理  

177.3  

現代人際關係防禦術 : 看破小人手

腳,遠離豬隊友,在善惡難辨的職場上,

你需要的是能夠逢凶化吉的能力! / 

孫大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69-5-9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職場成功法  

177.3  

只要存在著就好 : 我們需要的,都只

是一個安身之地。 : 一個臨床心理

師的現場照護日記 / 東畑開人著 ; 楊

詠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仲間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1 .-- 368 面; 21 公分 .-- (Soulmate ; 

15) .-- ISBN 978-626-96568-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臨床心理學 2.CST: 心理治療 

3.CST: 通俗作品  178  

*心理韌性 : 重建挫折復原力的 132

個強效練習大全  / 琳達 .格拉漢姆

(Linda Graham)著 ; 賴孟怡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94-

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調適 2.CST: 挫折 3.CST: 自我

肯定  178.2  

背負創傷長大的你,現在還好嗎? : 揭

露童年有毒壓力對大腦和行為的影

響,以「尊重平靜」取代「羞恥自厭」

的自我修復練習 / 格倫.R.斯拉迪著 ; 

吳煒聲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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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84-61-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受虐兒童 2.CST: 心理創傷 

3.CST: 心理治療  178.8  

修復關係,成為更好的自己 :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與案例詮釋 / 邱淑惠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遊藝。療心 ; 4) .-- ISBN 

978-626-318-499-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2.CST: 家庭關係  

178.8  

創意敘事 : 三年紀.紀三年 / 吳熙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亞洲創意對話

中心有限公司, 11112 .-- 112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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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96681-1-3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心理諮商 

3.CST: 對話  178.8  

彈性心態 : 終結創傷,打破心理韌性

悖論的全新復原力科學 / 喬治.波南

諾(George Bonanno)著 ; 邱思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368 面; 21 公分 .-

- (今周刊社會心理 ; 36) .-- ISBN 978-

626-7014-94-3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創傷後症候群 2.CST: 心理創

傷 3.CST: 心理治療  178.8  

心理測驗理論及其應用 : 含 IRT 與 R

軟體分析 / 洪來發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50-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心理測驗  179  

美學 

後天幽默感 : 反差對比、先順後逆、

顛倒黑白,跟著本書學幽默,對方說的

話再荒謬,你都能夠回得巧妙! / 俞姿

婷, 蕭勝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8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49-2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幽默 2.CST: 說話藝術  185.8  

擺脫尷尬並不難,只要笑話講不完 : 

職業輻射法、創意聯想法、機智遊

戲法、童心稚語法,幽默除了能言善

道,更要讓人意想不到! / 吳馥寶, 蕭

勝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65-2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幽默 2.CST: 說話藝術  185.8  

倫理學 

生命意義的探討 / 陳莉玲編纂 .-- 初

版 .-- 苗栗縣造橋鄉 : 廣亞學校財團

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11111 .-- 1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88-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生死學 2.CST: 人生觀  191.9  

自己再發見 / 林達夫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63-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你不重新看寓言,怎麼知道故事有沒

有騙你? : 小時候讀寓言那叫睡前的

床邊故事,現在讀寓言才有活得更好

的本事! / 恩維, 肖勝平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68-3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別對自己失望,你已在變好的路上 : 

智慧箴言 X 名人語錄 X 暖心短文,細

品生命的美好,你和你的人生都沒那

麼糟! / 傅世菱, 宗坤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3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62-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我是對的,為什麼我不快樂? : 終結煩

煩惱惱的幸福密碼 / 江宏志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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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

分 .-- (眾生 ; JP0206) .-- ISBN 978-626-

7219-07-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幸福 2.CST: 人生哲學  191.9  

把壞日子過好 : MIT 教授的七堂哲學

課,擺脫無能為力,找到前進的力量 / 

基倫.賽提亞(Kieran Setiya)著 ; 謝明

珊, 羅亞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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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497-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淡定學 : 社會太冷漠、內心好空虛、

生活很無趣?孤獨與人終生為伴 ,淡

定才能找到答案 / 憶雲, 馬銀春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309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7165-16-4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揚帆在暗礁遍布的人生之河 : 乘著

迎面而來的風,跟隨希望一同逆流而

上 / 林麗娟, 江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13-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格言  191.9  

誰的人生沒有挫折 : 即便陷於不幸,

也能再度獲得幸福 / 加藤諦三作 ; 楊

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

有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 (心靈叢書 ; 11) .-- ISBN 978-626-

7172-15-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適度放棄,停止「勒索」自己 : 憂鬱

本身不是罪,不必為悲觀向任何人道

歉 / 謝琇龍, 大衛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89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7165-17-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貓生哲學 : 從四隻貓身上體悟到的

18 堂生命哲學課 / 申承澈著 ; 馮燕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80-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通俗作品  

191.9  

靜觀人生隨筆百篇 : 九旬人生的感

悟 談調心、養生,以正向信念帶來安

心幸福 / 詹仁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仁道,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76-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喵星人的生活哲學 : 從工作、戀愛

到人際,一掃煩憂的處世之道 / Jam

著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653-4 (平

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IDEA 工作原力 : 4 大原則 X6 周聚焦

思維,讓你找到越投入越快樂的職場

天命 / 蓋瑞.克洛達茲(Gary Crotaz)著 ; 

黃意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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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13-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生涯規劃  

192.1  

三道極光 / 翁瑞沛著 .-- 1 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281) .-- 

ISBN 978-626-7134-71-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天地經.角度 : 天地經應運文輯錄. 六 

/ 翁瑞沛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201 .-- 312 面; 23 公

分 .-- (Sunny 文庫 ; 283) .-- ISBN 978-

626-7134-73-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迷航烏托邦 : 科技世界讓人生迷路,

但你依舊還可以很幸福 / Noah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1 公

分 .-- (大人國 ; 9) .-- ISBN 978-626-

353-268-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生活態度 2.CST: 修身  192.1  

寄給流逝的時光 : 生命的原色僅是

那一剎那的燦爛 / 李文臣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47-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愛 / 奧修(OSHO)作 ; Zahir 譯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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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 (奧修靈性智慧 ; 1) .-- ISBN 978-626-

310-370-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愛  192.1  

當靈魂蛻變時 : 高靈談未來 / 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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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494-7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生活指導  192.1  

試著戒掉「隨便」,妳該有點主見 : 

懂得取捨 X 保有自我 X 從容大方,別

怕受傷害,妳是自己人生的摯愛! / 蔣

甘樺, 杳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7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57-7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女性  192.1  

編劇,我想當個好人 : <<良善之地>>、

<<荒唐分局>>知名編劇,帶你經歷一

場政治不一定正確的道德思辨之旅。 

/ 麥可.舒爾(Michael Schur)著 ; 王啟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 (亞當斯密 ; 20) .-- ISBN 978-626-

7240-04-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應用倫理學 2.CST: 修身  

192.1  

隨緣,不是教你隨便 : 學習智者處世

的態度,開心或難過,一切都讓它 Let it 

go! / 吳勵名, 蕭勝平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19-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人生哲學  192.1  

靈魂的朋友 : 古老的凱爾特智慧,不

可思議的療癒人類、靈魂、自然與

世界 / 約翰.歐唐納修(John O'Donohue)

著 ; 張家瑞譯 .-- 首版 .-- 臺北市 : 柿

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new life ; 26) .-- ISBN 978-

626-7198-13-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友誼  192.1  

將思考現實化的睡前筆記 / 橫川裕

之作 ; 龔婉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自信人生 ; 182) .-

- ISBN 978-986-175-717-9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問題集  

192.1022  

回話的態度 : 爭執、回答不清,是因

為「太熟」,還是不經思考的「壞習

慣」 / 櫻井弘作 ; 林佑純譯 .-- 三版 .-

- 新 北 市  : 大 樂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40 面 ; 21 公 分  .-- 

(Business) .-- ISBN 978-626-7148-36-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人際關係  

192.32  

棒球驚嘆句. 2 : 42 則棒球人的珍藏

故事 / 曾文誠, 正義鷹大俠, 鄭又嘉

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名

言集 ; 16) .-- ISBN 978-986-178-64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格言  192.8  

蜜蜂的寓言 / 伯納德.曼德維爾作 ; 劉

霈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

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12 .-- 448 面; 23

公分 .-- (成功講座 ; 389) .-- ISBN 978-

986-392-472-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社會倫理 2.CST: 人性論  

195  

軍人魂的實現 : 軍人武德教育選讀

本 / 張曉芬主編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80-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軍人倫理學  196.5  

把信送給加西亞 / 阿爾伯特.哈伯德

作 ; 李慧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

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21) .-- 

ISBN 978-986-392-474-6 ( 平 裝 ) 

NT$230 普遍級  

1.CST: 職業倫理 2.CST: 責任 3.CST: 

通俗作品  198  

宗教類 

宗教學 

誰劫奪了笛卡爾的腦袋? : 腦科學看

意識、靈附與靈療 / 謝仁俊著 .-- 新

北市 : 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80 面; 23 公分 .-- (Jspace ; JS1) .-- 

ISBN 978-986-5949-99-0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靈魂 2.CST: 意識 3.CST: 生理

心理學  216.9  

靈魂永生 / Jane Roberts 著 ; 王季慶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文庫

版賽斯書 ; 2) .-- ISBN 978-986-0707-

87-8 (第 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0707-88-5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86-0707-89-2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

0707-90-8 (第 4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0707-91-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靈魂 2.CST: 輪迴  216.9  

儒家與佛教思想之多元論述 / 周誠

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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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11112 .-- 63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90-3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儒家 2.CST: 佛教 3.CST: 論述

分析  218.3  

佛教 

佛陀的多元宇宙 : 佛經的宇宙真理

與生命真相 / 呂尚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千出版社,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大眾佛學  ; WS11104) .-- 

ISBN 978-957-447-384-7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宗教與科學  

220.163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 罽賓

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僧 伽 林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1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617-1-8 (20K 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  

華嚴經慧苑音義 / (唐)沙門慧苑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釋道能,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761-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  

大乘妙法蓮華經 / 迂園道一(愚溪)序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新原

人文學 ; 64) .-- ISBN 978-626-96158-2-

7 (全套: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菩薩行 : 維摩詰經的智慧 / 釋常啓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98-97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21  

*佛藏經講義. 第二十一輯 / 平實導師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03-1-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33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 / 翻經沙門慧沼

撰 .-- 初版 .-- 高雄市 : 彌勒講堂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836-0-

4 (上冊:精裝) .-- ISBN 978-626-96836-

1-1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42  

阿含經經文選讀 / 淨光法師編選 .-- 

第一版 .-- 臺中市 : 全球四聖諦人間

學會, 11112 .-- 271 面; 21 公分 .-- (整

體佛教經文系列 ; 1-) .-- ISBN 978-

986-96620-4-8 (第 1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阿含部  221.8  

*<<雜阿含經>>的"見法"釋義 / 韓偉

國著 .-- 第一版 .-- [新竹市] : 韓偉國, 

11111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1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阿含部 2.CST: 注釋  221.84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演講集 / 釋如

本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法王講堂, 

1120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6048-2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本緣部  221.86  

南傳佛教家家戶戶必讀法句經(423

句) / 常律法師著作編譯 .-- 初版 .-- 高

雄市 : 慈音雜誌社, 11112 .-- 112 面; 

15 公分 .-- (正德叢書) .-- ISBN 978-

986-99603-3-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本緣部  221.86  

*開悟在楞嚴. 下冊, 憨山大師之首楞

嚴經通議(卷第八至卷第十)及懸鏡 / 

(明)憨山德清著述 ; 林中華白話文編

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林 中 華 , 

11112 .-- 7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5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開悟在楞嚴. 上冊, 憨山大師之首楞

嚴經通議(卷第一至卷第七) / (明)憨

山德清著述 ;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林中華, 11112 .-- 7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54-

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入雄心菩薩行論 : 第三品受持菩提

心第四品不放逸 / 寂天菩薩造論 ; 持

明仁增塔欽仁波切新譯講述 .-- 初

版 .-- 新北市 : 持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745-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觀部  222.12  

四譯對照唯識二十論研究 / 宇井伯

壽作 ; 蔡薰宜譯 .-- 初版 .-- 高雄市 : 

彌勒講堂, 11111 .-- 312 面; 23 公分 .-

- (慈氏學聖典漢譯中心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5813-9-4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瑜伽部 2.CST: 唯識  222.13  

瑜伽師地論 / 彌勒菩薩說 ; (唐)三藏

沙門玄奘奉詔譯 .-- 新北市 : 龍岡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957-794-230-2 (全套:精裝) 

NT$3600 普遍級  

1.CST: 瑜伽部  222.13  

心念藝術 : 持悲 / 黎漢軒著 .-- 臺北

市 : 黎漢軒, 11202 .-- 232 面; 3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17-5 ( 精 裝 ) 

NT$45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法器 2.CST: 蒐藏品 

3.CST: 圖錄  224.18  

臺疆夢 : 佛-恩師-藝文 = My career : 

art, buddha & mentors / 林金悔編著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漚汪人薪傳文化

基金會, 11112 .-- 5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264-4-1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文集  

224.507  

*海邊抄經 : 第十二屆全球華文文學

星雲獎人間禪詩及人間佛教散文得

獎作品集 / 賴文誠, 何定照, 漫漁, 羽

弦, 林宜蓁, 朱名慧, 莊雨, 林筑筠, 離

畢華, 黃茵, 呂眉均, 汪龍雯, 許智偉, 

黃薈如, 徐絹單, 吳雅蓉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248 面; 21 公分 .-- (藝文叢

書 ; 8067) .-- ISBN 978-957-457-667-8 

(平裝) 普遍級  

 224.511  

普光詩集(書法版) / 盧昭亨著 .-- 初

版 .-- 苗栗縣頭屋鄉 : 普光寺, 11201 .-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730-1-7 (平裝) 普遍級  

 224.513  

南傳佛教國家少年兒童必讀的佛教

故事 .-- 初版 .-- 高雄市 : 慈音雜誌社,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正德叢

書) .-- ISBN 978-986-99603-4-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224.515  

等待幸福的光 / 顏福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57-66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224.517  

東南佛踪 = Buddha in Southeast Asia / 

吳進生撰文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郭

木生文教基金會, 11112 .-- 280 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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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90663-8-9 (精裝) 

NT$4200 普遍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東南亞  

224.52  

護生畫集 / 豐子愷, 弘一法師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29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48-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書畫 3.CST: 

作品集  224.52  

一筆一畫正能量!靜心畫佛描繪練習

帖 / 名取芳彥作 ; 陳秀敏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755-1-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佛像 2.CST: 繪畫技法  224.6  

傳統民俗文化工藝 : 閩工造像. 第一

輯 / 陳添財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陳

添財, 111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14-7 (精裝) NT$3500 普

遍級  

1.CST: 佛像 2.CST: 民間工藝 3.CST: 

作品集  224.6  

傳統民俗文化工藝 : 閩工造像. 第二

輯 / 陳添財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陳

添財, 111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15-4 (精裝) NT$3500 普

遍級  

1.CST: 佛像 2.CST: 民間工藝 3.CST: 

作品集  224.6  

傳統民俗文化工藝 : 閩工造像. 第三

輯 / 陳添財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陳

添財, 111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16-1 (精裝) NT$3500 普

遍級  

1.CST: 佛像 2.CST: 民間工藝 3.CST: 

作品集  224.6  

四念處禪觀要訣 : 從恐懼中解脫的

智慧 / 淨光法師講述 .-- 第二版 .-- [臺

中市] :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11112 .-

- 150 面; 21 公分 .-- (原始佛教如來禪

系列 ; 3) .-- ISBN 978-986-96620-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生天並不難 /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

堂著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虛原雜誌

社, 11112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58-3-2 (平裝) NT$40 普遍

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活出正能量 : 讓愛流動 / 淨光法師講

述 .-- 第二版 .-- 臺中市 : 全球四聖諦

人間學會, 11112 .-- 175 面; 21 公分 .-

- (生活中的禪心系列 ; 1) .-- ISBN 978-

986-96620-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神通大师维摩诘 : 玄的不可思议 / 卢

胜彦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神通大師維

摩詰: 玄的不可思議 .-- ISBN 978-626-

7248-01-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5  

神通大師維摩詰 : 玄的不可思議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48-00-

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5  

不二之光 : 達摩祖師<<破相論>>全

維度解析 / 趙一澄著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380 面; 23 公分 .-- (圓明書房 ; 4) .-- 

ISBN 978-626-7134-68-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225.87  

心安的練習 : 一位麻醉醫師的人間

修行 / 主動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64 面; 21 公分 .-- (生命講堂) .-- 

ISBN 978-957-08-6648-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人生哲學  

225.87  

玄音拈菩提 / 何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凌虹書齋, 112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04-5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自我的幻滅與重生 : 一個人的修行

筆記 = One's practice notes / 邵家康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佛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 (一個人的修行筆記 ; 2) .-- ISBN 978-

626-95127-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良醫之道 : 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守護

愛 / 釋證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靜

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35-03-4 (第 1 冊:

精裝) .-- ISBN 978-626-7235-04-1 (第 2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醫療服務 

3.CST: 生活指導  225.87  

善行的理論與行持 / 日常老和尚講

述 ;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

明寺編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圓音

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358-0-

1 (平裝) NT$13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佛教說法  

225.87  

明心見性 : 六祖壇經講解 / 大寂法師

者 .-- 初版 .-- 臺中市 : 釋大寂出版 ; 

[新北市] :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銷, 11201 .-- 6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2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六祖壇經 2.CST: 注釋  

226.62  

大乘佛法 : 境界與修行 / 藍吉富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妙心出版社出版 : 

中 華 佛 教 百 科 文 獻 基 金 會 發 行 , 

11112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1299-3-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淨慧法師開示語錄. 2 : 放下煩惱的包

袱 / 淨慧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1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79) .-- ISBN 

978-626-7134-69-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紹雲法師開示錄(紀念版) .-- 初版 .-- 

高雄市 : 悲智學佛園地, 11111 .-- 1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120-5-

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古象雄文明的往事今生 : 雪域高原

尋訪象雄耳傳上師,地圖上消失的古

王朝聖地、西藏文化的根與魄 / 寧

艷娟著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木

果文創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Move_紀行 ; 1) .-- ISBN 978-

626-96731-0-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遊記 3.CST: 

西藏自治區  226.96  

祕密瑜伽士的生死莊嚴 : <中陰祈願

文> : 契入昭空大手印 / 多傑仁卿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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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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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507-4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3.CST: 生死觀  22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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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00 面; 23 公分 .-

- 漢藏對照 .-- ISBN 978-626-95909-7-1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修行人的底氣 : 龍欽巴三十忠告論 / 

秋竹瘋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市寧瑪巴白玉塔唐佛學會, 11112 .-- 

18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80976-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朗然明性 : 藏傳佛教大手印及大圓

滿教法選集 / 蓮花生大士, 伊喜.措嘉, 

龍欽巴, 密勒日巴, 祖古.烏金仁波切

等大師著 ; 普賢法譯小組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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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56 面; 22 公

分 .-- (善知識系列 ; JB0156) .-- ISBN 

978-626-7219-13-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馬鳴菩薩 : 弘傳大乘 / 徐瑾編撰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

文志業基金會, 11112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05-18-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馬鳴(Aśvaghoṣa) 2.CST: 學術

思想 3.CST: 佛教傳記 4.CST: 印度  

229.2  

*修.行.安.住 : 證嚴法師五大長老弟

子 / 葉文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11 .-- 

352 面; 21 公分 .-- 文庫版 .-- ISBN 

978-626-96615-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傳記  229.63  

道教 

道教燃燈儀式與術數 : 以中華易經

天書三式協會為例 / 丁一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宗玄道學文化研

究會, 11112 .-- 416 面; 23 公分 .-- (宗

玄道學研究叢書) .-- ISBN 978-626-

96868-0-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道教 2.CST: 道教儀注 3.CST: 

術數  234  

悟真篇 / 藍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3-14-

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35  

還丹下手秘旨 / 鄭觀應輯 ; 陳如麟主

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陳 如 麟 , 

11112 .-- 1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21-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35  

體真心易 / 汪東亭撰 ; 陳如麟主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如麟, 11112 .-- 

194 面; 25 公分 .-- (台灣老子觀道學

珍本叢書  ; 5) .-- ISBN 978-626-01-

0820-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35  

基督教 

儆醒預備 : 2021 華人基督教之本土

與全球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 王韻, 周

復初, 劉遠見, 陳祥, 陳琪, 繆慎耘, 葉

玟君, 馮靜, 徐淑瑛, 王世平, 曾慶豹, 

陳納, 葉先秦, 倪步曉, 吳有, 彭振雄, 

曾祖漢, 吳祈得, 姚蘊慧, 邱凱莉作 ; 

王韻, 周復初, 劉遠見合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 華宣出

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52 面; 23

公分 .-- (專題系列 ; 49) .-- ISBN 978-

626-96627-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文集  240.7  

排灣語百節金句 = Kai nua CEMAS a 

Pinayuanan a 100 a kalan / Payuan(排灣)

中會聖經翻譯委員會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12 .-- 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721-48-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排灣語  241.008  

*聖言離你不遠 : 甲年主日讀經評注 

/ 任安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瑪納

文化, 11111 .-- 343 面; 21 公分 .-- (瑪

納叢書 ; 4) .-- ISBN 978-986-99912-8-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聖經研究 2.CST: 讀經  

241.01  

被誤解的呼召 : 重解舊約的 8 個呼召

故事 / 曾思瀚著 ; 曾景恒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2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33-

17-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舊約 2.CST: 聖經研究  

241.101  

舊約聖經中的戰爭 = The warfares in 

the Old Testament / 張天賜著 .-- 再版 .-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00 面; 24 公分 .-- (研經叢

書) .-- ISBN 978-626-95936-8-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舊約 2.CST: 聖經研究  

241.101  

信實與護佑 : 創世記的神學詮釋 = 

The faithfulness and providence of God : 

a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 

黃厚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

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華

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672 面; 

21 公分 .-- (聖經詮釋叢書 ; 8) .-- ISBN 

978-986-6131-7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世記 2.CST: 聖經研究  

241.211  

當政權反噬人民 : 權力興起的歷史

軌跡,以及我們該如何看待所有的掌

權者 / 墨實.霍伯塔(Moshe Halbertal), 

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s)著 ; 高

霈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10-3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撒母耳記 2.CST: 聖經研究 

3.CST: 權力  241.25  

被消音的女神 : 「抹大拉的馬利亞」

與「愛慾、祕密知識女神」 / 喬安

娜.庫賈瓦(Joanna Kujawa)著 ; 周莉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

分 .-- (心靈成長系列 ; 242) .-- ISBN 

978-626-96218-6-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聖經人物 2.CST: 天主教傳記  

241.5099  

使徒行傳的信息 : 教會,建立與傳揚 

= Messages on acts of the apostles / 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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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04 面; 21 公

分 .-- (研經叢書) .-- ISBN 978-626-

95936-7-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使徒行傳 2.CST: 教牧學  

241.66  

以弗所書  / 約翰 .麥克阿瑟(John F. 

MacArthur, Jr.)著 ; 華訓編譯小組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出版 : 

華 人 基 督 徒 培 訓 供 應 中 心 發 行 , 

11201 .-- 736 面; 21 公分 .-- (麥克阿瑟

新約註釋系列) .-- ISBN 978-986-277-

36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以弗所書 2.CST: 注釋  

241.74  

保羅的教練式牧養 : 與斯托得一起

讀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 / 斯托得

(John Stott), 藍戴樂(Dale Larsen), 藍姍

蒂(Sandy Larsen)著 ; 秦蘊璞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 

11201 .-- 3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233-1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提摩太前書 2.CST: 提摩太後

書 3.CST: 提多書 4.CST: 聖經研究  

241.78  

神的實存與歷史方法 : 與賴特批判

性對話時的一項神學史考察 / 撒母

耳.亞當斯(Samuel V. Adams)著 ; 黃懿

翎, 謝仁壽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

神出版社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11112 .-- 336 面; 23 公分 .-- (神

學系列 ; 45) .-- ISBN 978-986-6355-99-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賴特(Wright, N. T. (Nicholas 

Thomas)) 2.CST: 神學  242  

現代神學 / 劉錦昌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喜樂隱修院, 11112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64-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42  

聖靈六講 : 聽區永亮牧師談說聖靈 = 

Holy spirit / 區永亮著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

佈道會臺北靈糧堂出版 : 臺北靈糧

堂事業處發行, 11111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789-6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聖靈 2.CST: 基督教  242.15  

臺灣新教與靈恩運動 / 石素英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89-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聖靈 2.CST: 基督教  242.15  

教會傳統中的耶穌基督 / 塞斯布埃

(Bernard Sesboüé)著 ; 趙燕清 , 康辰

譯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112 .-

- 320 面; 21 公分 .-- (輔大神學叢書 ; 

153) .-- ISBN 978-957-546-995-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神學  242.2  

痛苦的上帝 : 楊腓力的苦難神學 / 楊

腓力(Philip Yancey)作 ; 申美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2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33-14-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救贖論  

242.24  

驅魔師進擊 : 善與惡、愛與仇恨的

爭戰 / 阿摩特(Gabriele Amorth)口述 ; 

安哲羅.德西滿(Angelo De Simone)訪

談記錄 ; 李雅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

化事業,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靈修系列 ; F0067) .-- ISBN 978-986-

6036-8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靈修  242.5  

揭開屬天的爭戰計畫 / 恰克.皮爾斯

(Chuck D. Pierce)著 ; 吳蔓玲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末

世預備叢書 ; EET008-1) .-- ISBN 978-

626-7136-43-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神學  242.56  

末日號角聲 / 王長瑞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Evolution ; 11-) .-- ISBN 

978-986-06600-2-9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世界末日 2.CST: 預言  242.6  

我們相信 : 全球拿撒勒人家族的信

條 / 法蘭克.摩爾(Frank Moore)編 ; 郭

得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基督教拿撒勒人會燈塔山出版社, 

111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909-0-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神學  242.8  

彩排天堂的敬拜 : 詩歌與先知的靈 = 

Worship rehearsal / 曹力中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士

林錫安堂, 11112 .-- 128 面; 18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085-5-6 (第 1 冊: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聖詩  244.4  

小菠蘿日記 = Little Paul's diary / 張宇

樞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

臺灣爸爸愛家協會, 11112 .-- 96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95817-1-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通俗作品  

244.9  

天國議會 : 進入未來元宇宙的密碼 = 

Ekklesia : the keys to enter the upcoming 

meta / 吳炳偉(Herbert Wu)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基督教台灣矽谷雲端職

場領袖協會, 11112 .-- 34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984-1-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244.9  

阿爸天父.我心之錨 : 一對姐妹與主

同行的真情告白 / 楊蔚立繪圖 ; 楊聖

立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基 督 教 中 國 主 日 學 協 會 出 版 部 , 

1111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50-860-9 (精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靈

修  244.9  

突破重圍 : 終結負面慣性思維,建立

得勝的思考模式 / 克雷格.葛洛契爾

(Craig Groeschel)作 ; 林宜汶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個人成長 ; 3) .-- ISBN 978-626-96724-

2-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思

考 4.CST: 生活指導  244.9  

愛的接力 : 30 個看見生命美好的感

動故事 / 盧俊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智慧書系

列 ; 25) .-- ISBN 978-626-7257-00-5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信仰 3.CST: 天

主教傳記 4.CST: 通俗作品  244.9  

讓夢想起飛 : 實現夢想的關鍵三部

曲 / 鮑伯.戈夫(Bob Goff)著 ; 沈香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

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

861-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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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基督徒 2.CST: 自我實現 

3.CST: 成功法  244.9  

願你靈魂體都興盛 / 陳留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11 .-- 

448 面; 26 公分 .-- (禱告系列) .-- ISBN 

978-986-277-36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治療  

244.92  

90 天靈修旅程活出全新的你 / 約爾.

歐斯汀(Joel Osteen)著 ; 程珮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336 面; 23 公分 .-- (My 

life ; PL009-1) .-- ISBN 978-986-6202-

42-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自

我實現  244.93  

大地管家之道 : <<願祢受頌讚>>的

聖經依據  / 斯德望 .賓次(Stephen J. 

Binz)著 ; 劉滿堂, 陳靜怡合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聞道出版社, 11112 .-- 

28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45-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生態學 3.CST: 

靈修  244.93  

我 + 祢 就 有 無 限 可 能  = In Christ, 

everything is possible / 劉群茂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盼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96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95567-4-8 ( 平 裝 ) 

NT$169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穿戴公義的護心鏡 / 妮塔.詹森(Nita 

Johnson)著 ; World for Jesus 翻譯團隊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670-8-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溫柔的門徒 : 從生存到生活的 11 堂

靈性操練課 / 重松謙(Ken Shigematsu)

作 ; 余欣穎, 徐成德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33-08-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聖體聖事  / 斯德望 .賓次(Stephen J. 

Binz)著 ; 齊志真, 陳靜怡合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聞道出版社, 11201 .-- 

24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45-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儀

禮  244.93  

*載言載行. 卷二, 聖誕期主日/平日

讀經及答唱詠釋義 / 劉晉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瑪納文化, 11111 .-- 318

面; 21 公分 .-- (瑪納叢書 ; 3) .-- ISBN 

978-986-99912-7-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趕鬼與釋放 /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 

以琳編譯小組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11 .-- 

278 面; 21 公分 .-- (屬靈爭戰叢書 ; 

EF010-1) .-- ISBN 978-626-7136-4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界 3.CST: 祈

禱  244.93  

邁向新可能 : 新眼光讀經 2023 年 1~3

月 / 陳惠世, 王芳舟, 王曉雯, 馬國軒, 

夠尚.優耀, 呂玉美, 陳豐明, 阿布思, 

吳富仁, 林煜傑, 陳信喆, 孔佑尹, 潘

愛樺, 馬國軒, 洪旋格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教會公報出版社,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3-04-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隱密處的亮光 / 蘇鮑伯(Boy Sorge)著 ; 

林芳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靈修叢書 ; ES106-1) .-- 

ISBN 978-626-7136-41-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祈

禱  244.93  

靈命塑造攻略 : 理論與實務操練 / 王

振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真哪噠出

版社,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Life ; 

4) .-- ISBN 978-986-06600-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經歷生命的突破 : 一個基督徒的信

仰見證 / 劉千瑤著 .-- 新北市 : 集夢

坊,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5-7-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見證 3.CST: 信

仰  244.95  

*原來我很富足 : 遇見 14 位聖經人物,

開啟豐富人生新眼光  / 曼紐 .哈波

(Manuel Rapold)著 ; AGAPÉ 華人學生

團契譯 .-- 一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111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79-4-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生活指導 

3.CST: 貧窮  244.98  

十架下的輔導 : 福音的大能之於基

督徒輔導 / 柯理恩(H. Curtis Lyon)著 ; 

路德會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 

11112 .-- 2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426-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信仰 3.CST: 心

理輔導  244.99  

在這地建造屬天國並傳福音的幸福

小組 = Happy meeting / 金聖坤著 ; 徐

國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

社, 11111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00-44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基督徒  245  

平衡的講道 : 以符合聖經的優先順

序 來 安 排 講 道  / 唐 納 . 漢 彌 爾 頓

(Donald L. Hamilton)作 ; 張聰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 華

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432 面; 

23 公分 .-- (教牧實踐系列 ; 1) .-- ISBN 

978-626-96627-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1  

走進宣教 Together = Together for great 

mission / 陳維恩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96724-1-7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6  

第三文化孩子 : 一份需要關顧的禮

物 / 鄔麗卡.恩維克(Ulrika Ernvik)著 ; 

吳蘇心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

基督教內地會, 11112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3570-3-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教牧學  245.9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 四 : 新刊

格 物 窮 理 便 覽  =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V : Símbolo 

de la fe, en lengua y letra China / 李毓

中, 陳宗仁,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石

文誠, Regalado T. José, 吳昕泉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

社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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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6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25-6-5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傳教史 3.CST: 

史料 4.CST: 亞洲  246.23  

團契人生 : 我活著是為團契 = Live to 

fellowship / 夏忠堅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道聲出版社, 11111 .-- 4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44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團契  247.89  

因主的慈愛 一路走來 : 中華道明修

女會 90 週年 / 鄧沛雯, 陳冠霖撰文 .-

- 初版 .-- 新北市 : 世紀國際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雲林縣斗南鎮] : 天

主教中華道明修女會發行, 11112 .-- 

208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626-

96863-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中華道明修女會 

2.CST: 傳教史 3.CST: 臺灣  248.89  

其他宗教 

一念之間,再回世界末日? / 救世主王

慈愛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3-03-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言論集  

271.9  

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續編 / 極院

天人研究總院天人合一院彙編 .-- 初

版 .-- 南投縣魚池鄉 : 財團法人天帝

教, 11112 .-- 452 面; 21 公分 .-- (天帝

教天人合一院研修教材 ; 10) .-- ISBN 

978-626-95508-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帝教 2.CST: 靜坐  271.9  

神行台江 : 神祇與厭勝物傳說 / 戴文

鋒, 楊家祈撰文 .-- 初版 .-- 臺南市 :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1112 .-- 19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38-27-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台江國家公

園  271.9  

永和大陳義胞觀音寺 / 尚忠義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大陳文化發

展關懷協會, 11111 .-- 12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804-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觀世音菩薩 

3.CST: 民間信仰 4.CST: 新北市永和

區  272.097  

振坤宮媽祖民族文化 : 第十屆管理

委員會活動專輯 / [振坤宮]文創組總

編輯 .-- 臺中市 : 振坤宮, 111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347-1-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宗教文化 4.CST: 臺中市  272.097  

祈月老.姻緣美好 / 張家麟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出版  ; 臺中市  : 慈德慈惠堂發行 , 

11112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943-8-8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臺灣  272.19  

臺灣廟宇門神考源 / 李遠勝, 孫台義

編撰 .-- 臺北市 : 孫台義出版 ; [臺北

市] : 中西風水比較協會, 中華影音行

銷協會發行, 11201 .-- 15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72-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門神 2.CST: 寺廟 3.CST: 民間

信仰 4.CST: 歷史 5.CST: 臺灣  

272.29  

高雄關帝廟(武廟)沿革誌 / 高雄關帝

廟管理委員會 .-- 再版 .-- 高雄市 : 高

雄關帝廟, 11201 .-- 7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164-3-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關聖帝君 2.CST: 民間信仰 

3.CST: 寺廟 4.CST: 高雄市  272.74  

能知之力的種子 : 尼薩迦達塔.馬哈

拉吉的臨終教言 / 尼薩迦達塔.馬哈

拉吉(Sri Nisargadatta Maharaj)作 ; 簡.

鄧恩(Jean Dunn)編 ; 鍾七條, 顧象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

作有限公司, 11112 .-- 416 面; 21 公

分 .-- (妙高峰上 ; 5) .-- ISBN 978-626-

96032-6-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印度教 2.CST: 靈修  274  

朝聖者的印度 : 由虔信者足跡交織

而成的神性大地 / 黛安娜.艾克(Diana 

L. E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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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56-51-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聖地 2.CST: 印度教  274  

神話 

女媧造人 / 段張取藝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243-825-1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繪本 

3.SHTB: 傳說(神話)--3-6 歲幼兒讀物  

282  

后羿射日 / 段張取藝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 面; 21X22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43-826-8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繪本 

3.SHTB: 傳說(神話)--3-6 歲幼兒讀物  

282  

夸父追日 / 段張取藝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 面; 21X22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43-827-5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繪本 

3.SHTB: 傳說(神話)--3-6 歲幼兒讀物  

282  

皇帝大戰蚩尤 / 段張取藝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36 面; 21X22 公分 .-

- ISBN 978-986-243-829-9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繪本 

3.SHTB: 傳說(神話)--3-6 歲幼兒讀物  

282  

神農嘗百草 / 段張取藝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6 面; 21X22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243-828-2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繪本 

3.SHTB: 傳說(神話)--3-6 歲幼兒讀物  

282  

盤古開天闢地 / 段張取藝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36 面; 21X22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43-824-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繪本 

3.SHTB: 傳說(神話)--3-6 歲幼兒讀物  

282  

特洛伊和希臘故事集 / 安德魯.蘭格

(Andrew Lang)著 ; 謝靜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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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371-9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84.95  

超好懂!希臘羅馬神話讀本 / 崔雪姬

著 ; 韓賢東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2-609-

7 (第 4 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羅馬神話  

284.95  

術數；迷信 

宮廟制解十二神煞 / 黃啓東編著 .-- 

七版  .-- 南投縣名間鄉  : 黃啟東 , 

11201 .-- 1029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1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術數  290  

易經八字闡微 / 何棰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

版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400 面; 23 公分 .-- (知命館 ; 

6) .-- ISBN 978-986-7232-95-3 (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易占 2.CST: 生辰八字  292.1  

破解皇家御用觀天術 / 了然山人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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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66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93) .-- ISBN 978-986-488-238-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天文學 2.CST: 占星術 3.CST: 

中國  292.22  

九宮奇門. 2 : 六次元改運術 / 子奇老

師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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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12-8-0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奇門遁甲 2.CST: 占卜 3.CST: 

改運法  292.5  

新編奇門闡易. 實作篇 : 易經治病祈

禱法首度公開 / 韋汝霖原著 ; 玄雷子

(張偉傑)新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元

神館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528 面; 

21 公分 .-- (元神系列 ; 6) .-- ISBN 978-

986-6465-43-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奇門遁甲  292.5  

*手機密碼 . 求學考運篇  / 愛德華

Edward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成嘉文

化有限公司, 11112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00-1-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解夢經典 / 王崇禮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332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44) .-- 

ISBN 978-626-7198-16-2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占夢 2.CST: 解夢  292.92  

人生使命神諭卡 : 精準預測關鍵日

期,指引你的天賦才能,找出契合你靈

魂 的 工 作 與 事 業  / 伊 莎 貝 . 瑟 夫

(Isabelle Cerf)著 ; Wild Amanda 繪 ; 陳

文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

版社 , 11112 .-- 152 面; 19 公分 .-- 

(Change ; 7) .-- ISBN 978-626-96773-0-

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日本神諭占卜卡 : 來自眾神、精靈、

生命與大地的訊息 / 大野百合子著 ; 

歐凱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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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96 面 ; 21 公 分  .-- ( 眾 生 系 列  ; 

JP0160X) .-- ISBN 978-626-7219-11-9 

(平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龍神卡 : 開啟通往幸福與豐盛的大

門 / 大杉日香理著 ; 張筱森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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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56 面; 21 公分 .-

- (眾生  ; JP0207) .-- ISBN 978-626-

7219-12-6 (平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生肖開運 200 問 : 趨吉避凶本命年 / 

杜易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開運鑑定館 ; 54) .-- ISBN 

978-626-7199-45-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生肖 2.CST: 改運法  293.1  

如何替寵物算命 / 法雲居士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金星出版社, 11112 .-

- 292 面; 21 公分 .-- (命理生活新智慧.

叢書 ; 133) .-- ISBN 978-986-6441-85-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93.1  

有點玄妙但管用 : 非懂不可的算命

基本常識 / 曾新惠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112 面; 23 公分 .-- (開運鑑定館 ; 

55) .-- ISBN 978-626-7199-53-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93.1  

曼樺癸卯兔運程. 2023 年 / 曼樺作 .-- 

臺北市 : 全國印前資訊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80-9-2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命書  293.1  

東方星理學. 星曜變異篇 / 天乙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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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12-2-8 (平

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紫藤心解<飛星高階>. 實例篇 / 李樵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李煌棋出版 ; 

新北市 : 吳氏圖書有限公司總經銷, 

11201 .-- 冊 .-- ISBN 978-626-01-0793-

2 (A 冊:精裝) NT$1390 .-- ISBN 978-

626-01-0794-9 (B 冊:精裝) NT$1390 .-- 

ISBN 978-626-01-0795-6 (C 冊:精裝) 

NT$1390 .-- ISBN 978-626-01-0796-3 

(D 冊:精裝) NT$1390 .-- ISBN 978-626-

01-0797-0 (全套:精裝) NT$5560 普遍

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學會看流年 / 大耕老師, 琥珀老師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3-228-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臺灣曆書. 2023 : 中華民國 112 年歲

次癸卯年 / 羅山雲總編輯 .-- 南投縣

中 寮 鄉  : 臺 灣 道 教 總 廟 玄 義 宮 , 

11111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649-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擇日  293.4  

東華隱仙風水道  / 林明璽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速熊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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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037-4-2 (平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靈異藝術學 / 周慶華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華 志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後全球化

思潮 ; 8) .-- ISBN 978-626-96716-3-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藝術  296  

天地廟 : 人生的道路 : 解密靈、鬼、

神、人界內幕 / 玉皇御賜天盈老師, 

靈通錢老師著 ; 陳志嘉文字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4-0-4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鬼神 3.CST: 靈

修  296.1  

我在人間與靈界對話 : 神通抵不過

心念 / 宇色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柿

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最猛職人 ; 26) .-- ISBN 

978-626-7198-17-9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靈修  296.1  

通靈師說十里桃花 / 李昭彬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歡喜八

方健康心靈協會, 11112 .-- 242 面; 21

公分 .-- (元神故事系列 ; 1) .-- ISBN 

978-986-91274-7-9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靈魂  296.1  

*馬雅 260 : 來自星際馬雅的生命智

慧  : 13 月 亮 曆 法 X 宇 宙 的 愛  / 

ESRAH(譚美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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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92-9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曆法 2.CST: 預言  298.12  

幻想妖怪解剖圖 / 天野行雄作 ; 黃琳

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47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218-16-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妖怪 2.CST: 日本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物理、化學關鍵字典 / 沢信行作 ; 蔡

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9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502-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化學  300  

用程式積木玩出 150 種有趣的編程

組合 / 小悅讀編著 .-- 新北市 : 悅讀

名品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1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5660-1-3 (平

裝) NT$2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全家一起玩科學實驗遊戲. 1 : 50 個

科學遊戲 X 六大生活素材,拉近孩子

與科學的距離 / 韓知慧, 孔先明, 趙昇

珍, 柳潤煥作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295) .-- ISBN 978-626-349-

090-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全家一起玩科學實驗遊戲. 2 : 50 個

不花錢的兒童科學遊戲提案 / 韓知

慧, 孔先明, 趙昇珍, 柳潤煥作 ; 賴毓

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96) .-- ISBN 

978-626-349-134-2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科學實驗王. 第二部 / Story a.文 ; 洪

鐘賢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5 公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54-) .-- ISBN 978-986-342-338-6 (第 4

冊: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漫畫  303.4  

好有趣!改變人類歷史的發明 / 埃斯

特.托梅(Ester Tomè)著 ; 恩里科.洛倫

齊尼 (Enrico Lorenzi)插畫  ; 詹蕎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1112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710-879-1 ( 精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發明 3.CST: 通俗

作品  307.9  

夜行鎮之謎 / 文煌, 周文杰作 ; 氧氣

工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

際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邑 文 化 , 

11201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

險隊 ; 2) .-- ISBN 978-986-0761-92-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奇妙大自然大圖解 / 陳豫弘總編輯 .-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56 面; 29 公分 .-- (知識

大 圖 解 ) .-- ISBN 978-986-441-706-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科學發明王 . 35 : 奧林匹亞大賽  / 

Gomdori Co.文 ; Hong Jong-Hyun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8 面; 25

公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ISBN 

978-986-342-406-2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音波伏擊手 / 饒國林作 ; 黑墨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文化, 11202 .-- 160

面; 23 公分 .-- (X 萬獸探險隊. III) .-- 

ISBN 978-986-0761-97-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科學柯南新聞直播室 / 青山剛昌原

作 ; 游韻馨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993-

5 (第 4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8.9  

數學 

看圖片,學數學. 1, 形狀與對稱 / 費莉

西亞.羅(Felicia Law)文 ; 大衛.莫斯廷

(David Mostyn), 凱莉.葛林(Keri Green)

圖 ; 林珈聿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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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208-08-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看圖片,學數學. 2, 重量與體積 / 費莉

西亞.羅(Felicia Law)文 ; 大衛.莫斯廷

(David Mostyn), 凱莉.葛林(Keri Green)

圖 ; 林珈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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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4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208-09-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看圖片,學數學. 3, 長度與距離 / 費莉

西亞.羅(Felicia Law)文 ; 大衛.莫斯廷

(David Mostyn), 凱莉.葛林(Keri Green)

圖 ; 林珈聿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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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208-10-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看圖片,學數學. 4, 加法與乘法 / 費莉

西亞.羅(Felicia Law)文 ; 大衛.莫斯廷

(David Mostyn), 凱莉.葛林(Keri Green)

圖 ; 林珈聿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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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208-11-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看圖片,學數學. 5, 減法與除法 / 費莉

西亞.羅(Felicia Law)文 ; 大衛.莫斯廷

(David Mostyn), 凱莉.葛林(Keri Green)

圖 ; 林珈聿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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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208-12-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超實用中學數學概念筆記 : 從原理&

規則建構公式 x 方程式 x 函數 x 圖

形的進階實力! / 難波博之著 ; 卓惠

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655-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楓之谷數學神偷 / 宋道樹文 ; 徐正銀

圖 ; 劉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

程) .-- ISBN 978-957-658-996-6 (第 21

冊:精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漫畫  310  

數學才是最好的人生指南 : 讓數學

的思考方式進入你的生活 / 蘇珊.達

格斯提諾(Susan D'Agostino)著 ; 畢馨

云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68 面; 

21 公分 .-- (科普漫遊 ; FQ1076) .-- 

ISBN 978-626-315-235-9 ( 平 裝 ) 

NT$499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思考 3.CST: 通俗

作品  310  

哥德爾證明 / 歐尼斯特.納格爾, 詹姆

斯.紐曼著 ; 蔡元正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85-8 (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343-651-0 (精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哥德爾(Gödel, Kurt, 1906-

1978) 2.CST: 符號邏輯  310.1  

7 小時破解微積分 / 劉祺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大 是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73-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 王心德, 李正雄, 張高華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9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61-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微積分  314.1  

電腦資訊科學 

(國民營事業)電腦常識(含概論) / 蔡

穎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65-

2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AI 人工智慧教學應用 / 楊志強編輯 .-

- 屏 東 市  : 利 吉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29678-9-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資訊科技 2.CST: 人工智慧 

3.CST: 輔助教學  312  

灰色關聯分析暨灰色權重模型 / 温

坤禮, 温惠筑著 .-- 第三版 .-- 桃園市 : 

智控自動化有限公司, 11201 .-- 35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768-1-1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系統論 2.CST: 系統分析 

3.CST: 演算法  312.121  

大話 AWS 雲端架構 : 雲端應用架構

圖解輕鬆學 / 李秉鴻, 周廷諺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12-3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雲端運算  312.136  

OAuth 2.0 從入門到精通  / 周建毅

(Miles)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18-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網路安全 2.CST: 通訊協定  

312.16  

輕鬆學 Google 雲端應用 / 全華研究

室,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 六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7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際網路 2.CST: 搜尋引擎  

312.1653  

ASP.NET Core 6 框架揭秘 : 跨平台

Web 開發全面解析 / 蔣金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3-

343-7 (上冊 :平裝 ) NT$780 .-- ISBN 

978-626-333-344-4 ( 下 冊 : 平 裝 ) 

NT$78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HTML5/CSS/JavaScript 與前端框架完

美結合 : 使用 Bootstrap 與 PWA 技術,

新手從這開始! / 陳婉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310-9 (平裝)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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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頁中建構 3D 遊戲 : 從 WebGL 的

基礎開始說起 / 邱冠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39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82-8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1695  

零程式基礎超入門 : HTML+CSS 網

頁設計的 12 堂特訓課 /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11-6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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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HTML(文件標記語言) 2.CST: 

CSS(電腦程式語言) 3.CST: 網頁設計 

4.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Python 遊戲開發講座. 演算法篇 / 廣

瀨豪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72-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電腦遊

戲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2  

敏捷升級 : 28 個提升敏捷成效的關

鍵原則 / Steve McConnell 著 ; 江玠峰

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42-0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專案管理  

312.2  

敏捷開發的藝術 / James Shore, Shane 

Warden 著 ; 盧建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

37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 C++

超效解題致勝祕笈 / 吳燦銘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3-309-3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大話設計模式 : JAVA 風雲再起彩色

加強版 / 程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80-

4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2.CST: 電

腦程式設計  312.32J3  

多核心 CPU 加速程式 32 倍 : 深入高

平行開發深度原理及專案實戰 / 冰

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512 面; 23 公

分 .-- (DM ; 2276) .-- ISBN 978-626-

7146-71-2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2.CST: 電

腦程式設計  312.32J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結合生活與遊

戲的 JAVA 語言 / 邏輯林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5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看圖學 Python+Excel 辦公室自動化

程式設計 / 陳會安編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6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EXCEL(電腦程式) 3.CST: 辦公室自

動化  312.32P97  

超簡單 Python/MicroPython 物聯網應

用 : 堆積木寫程式輕鬆學習軟硬體

整合 / 陳會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14-

7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電腦程式設計 3.CST: 物聯網  

312.32P97  

圖說演算法 : 使用 Python / 吳燦銘, 胡

昭民作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19-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演算法  312.32P97  

AutoCAD 設計寶典 / 張丁尹作 .-- 新

北市 : 經瑋文化, 11112 .--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3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312.49A97  

Excel 儀表板與圖表設計+Power BI 資

料處理(Excel 2019、2021 皆適用) / 

DICK KUSLEIKA 作 ; 黃駿譯 .-- 臺北

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

738-3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2.CST: 資

料探勘 3.CST: 商業資料處理  

312.49E9  

跟我學 Excel 2021 從新手到精通快速

提升工作效率(適用 Excel 2021~2016) 

/ 劉緻儀, 江高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

37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PowerPoint 簡報設計高手  / 林佳生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2 .-- 2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200-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PowerPoint(電腦程式)  

312.49P65  

Solid Edge 機械設計高手 / 魏廣炯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12 .-- 7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201-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 Edge(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5  

Word 實務應用武功祕笈  / 林國榮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 

11112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19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WORD(電腦程式)  

312.49W53  

精準駕馭 Word!論文寫作絕非難事 / 

鄭苑鳳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21-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WORD(電腦程式) 2.CST: 論

文寫作法  312.49W53  

不可不知的 Docker 開發部署實戰筆

記 : 網站工程師一定要會的八大核

心能力 / 張凱強(Robert Chang)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08-6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 macOS support 

essentials 12 / Benjamin G. Levy, Adam 

Karneboge, Steve Leebove 作 ; TWDC

蘋果授權訓練機構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10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89-4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提升程式設計的資料結構力 : 國際

程式設計競賽之資料結構原理、題

型、解題技巧與重點解析 / 吳永輝, 

王建德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37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結構  312.73  

資料庫的核心理論與實務 / 黃三益

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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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3-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庫 2.CST: 資料庫管理系

統  312.74  

圖解資料庫系統理論  : 使用 SQL 

Server 實作 / 李春雄著 .-- 五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7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庫管理系統 2.CST: 

SQL(電腦程式語言)  312.7565  

多媒體概論與實務應用 / 數位新知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62-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多媒體  312.8  

AI 人工智慧圖像辨識原理與服務應

用 / 陳楊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6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一本精通 : LINE BOT+Python+Google 

Dialogflow 打造全方位 AI 機器人 / 張

宗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46-83-5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LINE 3.CST: 

機器人 4.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83  

凡人也能懂的白話人工智慧演算法 / 

Rishal Hurbans 原著 ; 曾吉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7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演算法  

312.83  

臺灣 AI 國力調查. 2022 / 古亞薇, 朱

師右, 林信亨, 施柏榮, 郭唐帷, 許嘉

芳, 張乃文, 張家維, 張腕純, 楊晴, 楊

淳安, 顧馨文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技辦公室, 

11112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46-0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數位科技 

3.CST: 統計調查 4.CST: 臺灣  

312.83  

30 分鐘就讀懂 : 機器學習從數學開

始 / 張曉明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76-

7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數學  

312.831  

不靠框架硬功夫 : scikit-learn 手刻機

器學習每行程式碼 / 鄧立國, 郭雅秋, 

陳子堯, 鄧淇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73-

6 (平裝) NT$870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1  

Painter 繪圖技法設計寶典 / 馬志玲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12 .-- 4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40-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Painter(電腦程式) 2.CST: 電腦

繪圖  312.866  

生活資安五四三! : 從生活周遭看風

險與資訊安全 / 羅正漢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

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626-333-

317-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312.976  

天文學 

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 : 宇宙探索

的新起點 / 太空望遠鏡科學研究所

(STScI)編著 ; 徐麗婷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369-6-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天文望遠鏡 2.CST: 太空探測  

322.12  

外星百科全書 : 跨出地球的第一步 / 

廖日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

化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3 公

分 .-- (星際傳訊 ; STU11103) .-- ISBN 

978-626-95202-8-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外星人 2.CST: 太空科學 

3.CST: 奇聞異象  326.96  

流轉,大地永不失約的節氣更迭 : 不

要只會每年過生日,質感生活從懂得

二十四節氣開始! / 狄赫丹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6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07-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節氣  327.12  

健心菀新編萬年曆 1936-2035 / 霖恩

(吳洺儀)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柏

嘉心性管理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3454-4-7 (精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萬年曆  327.48  

圖解全球暖化之危機與轉機 / 張泉

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84-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全球氣候變遷 2.CST: 地球暖

化 3.CST: 大氣 4.CST: 氣象學  

328.8018  

物理 

原子世界中的不思議旅程. 1, 時空旅

行的開始 / 李億周著 ; 洪承佑繪 ; 陳

聖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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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96 面; 26 公分 .-- (小麥田知識館) .-- 

ISBN 978-626-7000-97-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量子力學 

3.CST: 漫畫  330  

無是什麼 : 「零」的應用&「無」的

本質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經良

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80 面; 25 公

分 .-- (少年伽利略 ; 34) .-- ISBN 978-

986-461-316-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理論物理學  331  

蘋果的時空 : 跨越科普與科研之間

的相對論 / 林振華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林振華, 11201 .-- 29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44-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相對論  331.2  

逸情過後.科技已至 : 量子空間等化

儀系列. 一 / 莫明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096-23-9 (上冊:

平裝) NT$480 .-- ISBN 978-626-7096-

24-6 (下冊: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量子力學  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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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技術 : 驅動計算、人工智慧、

通 訊 、 測 量 的 未 來 革 命  / Kevin 

Chen(陳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20-8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量子力學  331.3  

數學女孩物理筆記 : 牛頓力學 / 結城

浩作 ; 陳朕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368 面; 

21 公分 .-- (數學館 ; 43) .-- ISBN 978-

626-7172-11-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力學 2.CST: 通俗作品  332  

綠色能源 / 黃鎮江編著 .-- 四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8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池 2.CST: 能源技術  

337.42  

化學 

完美歐姆蛋的化學 : 從手沖咖啡到

深蹲,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化學反應 / 

凱特.比貝多夫(Kate Biberdorf)著 ; 廖

亭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4-90-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化學 2.CST: 化學反應 3.CST: 

通俗作品  340  

由化學建構的世界 : 鍊金術、工業

革命到基因工程,文明演化的每一步

都是化學! / 齋藤勝裕著 ; 許郁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625-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化學 2.CST: 歷史 3.CST: 通俗

作品  340.9  

煩惱的酒精燈君與超有事的實驗教

室 / 上谷夫婦文.圖 ; 葛增娜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52 面; 23X24 公分 .-- 

(繪本(燒杯君與放學後的實驗教室)

系列 ; 2)(知識繪本館) .-- ISBN 978-

626-305-387-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化學實驗 2.CST: 試驗儀器 

3.CST: 漫畫  347.02  

地質學 

日本池之散步圖鑑 / 市原千尋著 ; 高

彩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192 面; 21 公

分 .-- (Wander ; 4) .-- ISBN 978-626-

96582-7-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池塘 2.CST: 湖泊 3.CST: 日本  

351.8  

鄰 近聚落 潛在 大規模 崩塌 圖集  = 

Maps of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distribution near villages in Taiwan / 紀

宗吉主編 .-- 新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 11112 .-- 153 面; 42 公分 .-

- ISBN 978-986-533-309-6 (平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700 普遍級  

1.CST: 山崩 2.CST: 地質調查  

354.58  

海中之森 : 台灣珊瑚礁體檢 12 年成

果報告(2009-2020) / 詹嘉紋, 曾椲涵, 

珊瑚礁體檢專案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 

11112 .-- 1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4797-7-7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珊瑚礁 2.CST: 自然保育 

3.CST: 臺灣  354.6  

臺灣土壤液化災害調查與防災新思

維  = Soil liquefaction disaster and 

prevention in Taiwan / 紀宗吉主編 .-- 

新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111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21-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土壤調查 2.CST: 土壤液化 

3.CST: 地質調查 4.CST: 臺灣  

356.33  

臺灣坡地環境地質圖集(中部地區) =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of 

slopeland in central Taiwan / 紀宗吉主

編 .-- 新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 11112 .-- 200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86-533-315-7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地質調查 2.CST: 山坡地 

3.CST: 山崩 4.CST: 地質圖 5.CST: 臺

灣  356.33  

臺灣坡地環境地質圖集(北部地區) =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of 

slopeland in northern Taiwan / 紀宗吉

主編 .-- 新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11112 .-- 19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86-533-314-0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地質調查 2.CST: 山坡地 

3.CST: 山崩 4.CST: 地質圖 5.CST: 臺

灣  356.33  

臺灣坡地環境地質圖集(東部地區) =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of 

slopeland in eastern Taiwan / 紀宗吉主

編 .-- 新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 11112 .-- 21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86-533-317-1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地質調查 2.CST: 山坡地 

3.CST: 山崩 4.CST: 地質圖 5.CST: 臺

灣  356.33  

臺灣坡地環境地質圖集(南部地區) =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of 

slopeland in southern Taiwan / 紀宗吉

主編 .-- 新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11112 .-- 204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86-533-316-4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地質調查 2.CST: 山坡地 

3.CST: 山崩 4.CST: 地質圖 5.CST: 臺

灣  356.33  

活生生的石頭 /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

(Dianna Hutts Aston)文  ; 希薇亞 .隆

(Sylvia Long)圖 ; 張東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202 .-- 40 面; 28 公分 .-- 

(繪本滴 ; 37) .-- 暢銷紀念版 .-- ISBN 

978-626-7038-66-6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礦物 2.CST: 岩石 3.CST: 繪本  

358  

生物學 

海洋生物百科圖鑑 / 陳獨, 陳蕙欣, 陳

湄玲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20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8-58-

5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海洋生物 2.CST: 動物圖鑑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366.98  

潛進杉原灣 : 臺東縣杉原灣潛點解

說手冊 / 陳羿均, 洪聖雯撰文 .-- 初

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9-

95-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海洋生物 2.CST: 生物多樣性 

3.CST: 臺東縣  3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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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龍宮大飯店 / 謝愷宸圖文 .-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出版 : 

桃園市政府發行 , 11112 .-- 80 面 ; 

21X30 公分 .-- (桃園市環境教育教材. 

環境教育繪本 ; 6)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59-76-7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海洋 2.CST: 生態教育 3.CST: 

環境教育 4.CST: 繪本  367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海洋環境教

育方案(國小 4-6 年級/一般大眾/親子) 

/ 黃琴扉, 蘇子珺, 林維捷教案設計 .-- 

高 雄 市  : 海 洋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 

11112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30-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海洋資源保育 2.CST: 環境教

育 3.CST: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367.74  

圖解實用食品微生物學 / 李明清, 邵

隆志, 吳伯穗, 黃種華, 蔡育仁, 徐能

振, 徐維敦, 吳澄武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42-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食品微生物  369.36  

植物學 

植物的生存智慧 / 黃瑞蘭, 鄒麗娟, 杜

志堅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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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9-812-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植物學  370  

編織聖草 / 羅賓.沃爾.基默爾(Robin 

Wall Kimmerer)著 ; 賴彥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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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734-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基默爾(Kimmerer, Robin Wall.) 

2.CST: 植物學 3.CST: 人類生態學 

4.CST: 印第安族 5.CST: 民族文化  

370  

臺灣維管束植物野外鑑定指南 = Key 

to the vascular plants of Taiwan / 王震

哲, 楊智凱, 張和明, 林讚標, 王偉聿, 

呂長澤, 洪鈴雅, 陳志雄, 陳志輝, 劉

威廷, 鄭憲燦, 謝宗欣作 .-- 宜蘭縣羅

東鎮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

東林區管理處, 11112 .-- 25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10-48-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維管束植物 2.CST: 臺灣  

371.13026  

沉睡中的種子 /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

(Dianna Hutts Aston)文  ; 希薇亞 .隆

(Sylvia Long)圖 ; 張東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202 .-- 40 面; 28 公分 .-- 

(繪本滴 ; 34) .-- 暢銷紀念版 .-- ISBN 

978-626-7038-64-2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種子 2.CST: 繪本  371.75  

植物知識 : 最有趣的花果圖鑑,日本

植物學之父牧野富太郎為你科普  / 

牧野富太郎著 ; 蘇暐婷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四 塊 玉 文 創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176 面; 21 公分 .-- (小感日

常 ; 18) .-- ISBN 978-626-7096-25-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植物圖鑑  375.2  

山海風雲 : 太魯閣植物生態 / 陳添財

著 .-- 初版 .-- 花蓮縣秀林鄉 : 太魯閣

國家公園管理處 , 11112 .-- 17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8-28-

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植物生態學 

3.CST: 太魯閣國家公園  375.233  

鄒族的植物世界 : 在花草樹木之間

探尋文化軌跡 / 浦忠勇, 方紅櫻合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致 出 版 , 

11111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73-48-5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鄒族 3.CST: 民族

文化 4.CST: 臺灣  375.233  

動物學 

動物寶寶百科圖鑑 / 陳瑩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20 面; 20X22 公分 .-

- ISBN 978-626-7168-60-8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動物 2.CST: 動物圖鑑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80  

野生動物大聲講 : 動物溝通師春花

媽帶你認識全球 50 種瀕危野生動物,

聆聽動物第一手真實心聲 / 春花媽

作 ; Jozy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一葦

文思,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513-8-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野生動物 2.CST: 野生動物保

育  383.5  

偽裝生物日記簿  / 黃仕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59-5-8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383.7  

寵物通心術 : 自學動物溝通的 62 個

練習 / 瑪塔.威廉斯(Marta Williams)

著 ; 何秉修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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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7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5-

59-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動物心理學 2.CST: 動物行為  

383.7  

花、蝴蝶與昆蟲經典繪本 / 瑪麗亞.

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96 面; 26 公分 .-- (Guide 

book ; 273) .-- ISBN 978-626-320-348-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植物 3.CST: 繪本 

4.CST: 蘇利南  385.588  

動物百科圖鑑 / 黃健琪, 陳蕙欣合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20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8-56-1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動物 2.CST: 動物圖鑑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85.9  

澎湖南方四島大型甲殼動物解說手

冊 = Macro crustaceans of South Penghu 

Marine National Park / 林嘉瑋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澎湖南方

四 島 國 家 公 園 解 說 叢 書 ) .-- ISBN 

978-626-7138-46-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甲殼類 2.CST: 動物生態學 

3.CST: 解說 4.CST: 澎湖南方四島國

家公園  387.1  

昆蟲的華麗變身 : 演化適應之路 = 

Insect transformation : an 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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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pathway / 葉文斌, 楊曼妙, 

路光暉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

中興大學, 11112 .-- 168 面; 26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96453-4-3 

(精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昆蟲學 2.CST: 動物演化  

387.7  

昆蟲百科圖鑑 / 陳愷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20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8-59-2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動物圖鑑 

3.SHTB: 昆蟲--3-6 歲幼兒讀物  

387.725  

<<蜻定金瑞>>蜻蜓觀察手冊 : 金瑞

治水園區生態圖鑑 / 徐昭龍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

學, 11112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87-2-0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蜻蜓 2.CST: 臺北市內湖區  

387.747  

太陽蜂巢 / 剛特.曼克(Gunter Mancke)

著 ; 傅君譯 .-- 初版 .-- 雲林縣土庫鎮 : 

雲林縣人智學自然農法協會, 11111 .-

- 83 面 ; 24 公分  .-- ISBN 978-626-

96885-0-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蜜蜂 2.CST: 養蜂  387.781  

害羞的甲蟲  / 黛安娜 .哈茨.阿斯頓

(Dianna Hutts Aston)文  ; 希薇亞 .隆

(Sylvia Long)圖 ; 張東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202 .-- 40 面; 28 公分 .-- (繪本

滴 ; 36) .-- ISBN 978-626-7038-65-9 (精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甲蟲 2.CST: 通俗作品  

387.785  

台灣蛇類圖鑑(收錄台灣所有陸棲與

海棲蛇類,附完整花紋對照表,根據最

新研究標註蛇類毒性) / 向高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62-595-8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蛇 2.CST: 動物圖鑑 3.CST: 臺

灣  388.796  

鳥類百科圖鑑 / 詹庚旻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20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8-57-8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鳥類 2.CST: 動物圖鑑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88.8  

你是特別的 : 臺灣草鴞與西拉雅鴞

郎的旅程 / 萬俊明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22 公分 .-- (轉化 ; 4) .-- ISBN 978-

986-336-438-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鴞形目 2.CST: 生態旅遊 

3.CST: 臺灣  388.892  

蝙蝠保育新思維 : 蝙蝠屋、蝙蝠巢

箱 / 張恒嘉作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

林縣政府, 1111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0-96-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蝙蝠 2.CST: 動物保育  

389.44  

國有林班地臺灣獼猴與繁殖鳥類監

測年度報告. 2020-2021 / 范孟雯, 徐

瑋婷, 蔡明剛, 張仕緯, 林立容作 .-- 南

投縣集集鎮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 臺北市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1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39-3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猴 2.CST: 鳥類 3.CST: 臺灣  

389.9  

人類學 

K 博士的怪奇解剖教室  / 亞當 .凱

(Adam Kay)作 ; 亨利.帕克(Henry Paker)

插畫 ; 向幕華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冊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

600-9 (全套: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通俗作品  

394  

肌肉 x 骨骼解剖速查手冊 : 一頁一圖

一肌群!快速掌握人體 7 大部位 x111

個肌群知識,從健身運動到疼痛修復

都能派上用場的實用指南 / 上原健

志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

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26-3-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骨骼 

3.CST: 肌肉  394.2  

打破大腦偽科學 : 右腦不會比左腦

更有創意,男生的方向感也不會比女

生好 / 漢寧.貝克(Henning Beck)著 ; 顏

徽玲, 林敏雅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如 果 出 版  : 大 雁 出 版 基 地 發 行 ,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5-7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腦部 2.CST: 通俗作品  

394.911  

人體百科圖鑑 / 島田達生監修 ; 黃薇

嬪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0-347-1 ( 精 裝 ) 

NT$999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2.CST: 圖錄  397.025  

老人生理變化 : 概念與應用 / Sue V. 

Saxon, Mary Jean Etten, Elizabeth A. 

Perkins 作 ; 林伯岡, 陳喬男, 王亦玲, 

陳秀珍, 吳芎歷, 張宏祺, 戴金英, 陳

蕙玲, 劉紋妙, 楊其璇譯 .-- 三版 .-- 臺

北 市  : 華 騰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47-198-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老年期生理 2.CST: 老年醫學  

397.17  

欲望分子多巴胺 : 帶來墮落與貪婪、

同時激發創意和衝動的賀爾蒙,如何

支配人類的情緒、行為及命運 / 丹

尼爾.利柏曼(Daniel Z. Lieberman), 麥

可.隆(Michael E. Long)著 ; 劉維人, 盧

靜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科普漫遊 ; FQ1075) .-- 

ISBN 978-626-315-234-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神經生理學 2.CST: 神經傳導  

398.2  

舌尖上的演化 / 羅伯.唐恩(Rob Dunn), 

莫妮卡.桑切斯(Monica Sanchez)著 ; 

方慧詩, 饒益品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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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518-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味覺生理  

398.293  

呼吸照護解剖與生理學 : 臨床實務

的基礎 / Will Beachey 作 ; 彭逸豪譯 .-

- 第 5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有

限公司, 11201 .-- 600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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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093-37-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呼吸系統生理學 2.CST: 心血

管系統 3.CST: 呼吸治療 4.CST: 健康

照護  398.4  

嗅覺不思議 : 從變化中的氣味到人

類與各種生物驚人的氣味軼事,探索

你不知道的嗅覺世界 / 比爾.S.漢森

(Bill S. Hansson)作 ; 孟令函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15-231-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嗅覺 2.CST: 感覺生理  

398.45  

生物化學 / 陳立功, 張洪淵, 何偉瑮, 

詹社紅, 詹恭巨, 陳淑茹, 陳俊宏作 .-- 

第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9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物化學  399  

應用科學類 

總論 

科技,生活加值中 : 仿生技術 X 全像

攝影 X 磁浮列車,科技就是人類和自

然共譜的協奏曲! / 盧祖齊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09-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科學技術 2.CST: 通俗作品  

400  

設計與科技 : 跨域整合驅動創新的

研究與實踐 = Design and technology :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driven 

innovation / 劉世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11112 .-- 152 面; 26X28 公分 .-- ISBN 

978-986-98998-6-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科學技術 2.CST: 工業設計 

3.CST: 使用者研究  403  

醫藥 

亞東紀念醫院醫學人文閱讀心得作

品集. 輯一 /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亞東紀念醫院教學部

圖書館, 11111 .-- 2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8472-6-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醫學倫理 2.CST: 人文素養 

3.CST: 文集  410.1619  

亞東紀念醫院醫學人文閱讀心得作

品集. 輯二 /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亞東紀念醫院教學部

圖書館, 11111 .-- 2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8472-7-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醫學倫理 2.CST: 人文素養 

3.CST: 文集  410.1619  

亞東紀念醫院醫學人文閱讀心得作

品集. 輯三 /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亞東紀念醫院教學部

圖書館, 11111 .-- 21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8472-8-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醫學倫理 2.CST: 人文素養 

3.CST: 文集  410.1619  

溪醫 : 捕捉大溪傳統醫藥從業人員

的身影 / 皮國立, 楊善堯, 吳淳畇, 李

萬年訪談編寫 ; 皮國立主編 .-- 桃園

市 : 桃園市立圖書館, 11111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9-72-9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人物志 3.CST: 桃

園市大溪區  410.9933  

吃藥之後,然後呢? : 從文明病纏身,到

減少吃藥的第三人生 / 胡廷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

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8

面; 21 公分 .-- (Point ; 19) .-- ISBN 978-

986-387-630-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保健常識 2.CST: 健康法  

411.1  

非過勞致命 : 眼睛紅腫、腰痠背痛、

慢性疲勞......久坐族快停止殘害自己,

身體早就在抗議! / 戴譯凡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35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60-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健康的智慧 : 佛法之眼.醫學之眼透

視 / 池田大作著 ; 台灣創價學會編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

文教基金會, 11112 .-- 312 面; 21 公

分 .-- (生活智慧叢書 ; 8) .-- ISBN 978-

626-96374-3-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強韌心態 / 薩曼莎.博德曼(Samantha 

Boardman)著 ; 王瑞徽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45

種 )(Upward ; 139) .-- ISBN 978-626-

7181-36-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抗壓  411.1  

減齡.抗發炎生活 : 張大力院長の減

齡餐盤,60 兆細胞青春抗老活力 / 張

大力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

庫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60-0-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養生 2.CST: 健康法  411.1  

改變生命能量的專業紓壓法門 : 太

極瑜珈心呼吸 / 陳宗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06-2-7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瑜伽 2.CST: 太極拳 3.CST: 靜

坐 4.CST: 健康法  411.15  

薩提爾冥想 / 約翰.貝曼(John Ba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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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85-61-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超覺靜坐 2.CST: 生活指導  

411.15  

懶人瑜伽 : (漫畫解剖)簡單到身體會

自動記憶的宅瑜伽,輕鬆拯救自律神

經失調 / 崎田美菜著 ; 白璧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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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739-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瑜伽  411.15  

生命與壽命 / 林始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林始原, 1111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04-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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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長生法 2.CST: 健康法  

411.18  

越活越年輕 : 長壽與逆齡的科學與

科技 / 謝蓋爾.楊(Sergey Young)著 ; 謝

嘉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樂國際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40 面; 

21 公分 .-- (生活系列 ; 3) .-- ISBN 978-

626-96901-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長生法 2.CST: 健康法  

411.18  

改變人生的飲食奇蹟 : 用 112 飲食法

治好我的不明病痛 / 金南喜著 ; 牟仁

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260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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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營養常識 

3.CST: 健康法  411.3  

營養生化學 / Sareen S. Gropper, Jack L. 

Smith, Timothy P. Carr 原著 ; 趙振瑞, 

陳玉華, 邱琬淳, 楊素卿, 謝榮鴻, 施

純光, 侯又禎, 簡怡雯, 張榮素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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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953-9-6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營養生化學  411.3  

Winco 農法 5.0 跨領域之創新農業 : 

醫療級食物/食物藥 Nutraceutical 的

時代已經來臨 / 許瑞雄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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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6-93-6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物 2.CST: 營養 3.CST: 健康

飲食  411.38  

樂齡族力量訓練計畫 : 增進肌力、

平衡感、穩定度、自信和活力,減少

跌倒風險,舒緩全身不適,逆轉老化進

程 / 佩姬.威納(Paige Waehner)著 ; 徐

國峰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160 面; 

24 公分 .-- (KFCS ; FK3001) .-- ISBN 

978-626-315-225-0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運動訓練 

3.CST: 中老年人保健  411.7  

最完整的啞鈴全身訓練 / 艾倫.赫德

里克(Allen Hedrick)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2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407-1 (平裝) NT$540 普

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體能訓練  

411.711  

快眠地圖 : 按圖索驥保你一生舒眠!

高效工作者必備 / 角谷リョウ著 ; 陳

聖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201 .-- 264 面; 21 公

分 .-- (Happy body ; 194) .-- ISBN 978-

986-136-649-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是狼型人就不要逼自己早睡早起  : 

解讀睡眠時型,找到你的高效睡眠法 

/ 奧莉維亞.阿雷佐洛(Olivia Arezzolo)

著 ; 林文珠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72 面; 21 公分 .-- (優生活 ; 30) .-- 

ISBN 978-626-96730-2-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香港健康場所計畫 : 群體健康的永

續發展 / 李大拔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64 面; 25 公分 .-- (社會科學類 ; 

PF0336) .-- BOD 版 .-- ISBN 978-626-

7187-38-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衛生政策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412.12  

人本共好的臺北健康城市 = People 

oriented and all benefit Taipei healthy 

city /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財團法人亞

洲大學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 11112 .-- 100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250-

12-9 (平裝) NT$9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國民健康管

理 3.CST: 社區總體營造 4.CST: 臺灣  

412.133  

流行病學 : 從基礎快樂學習 / 中村好

一原著 ; 林孟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2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9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流行病學  412.4  

北海方舟 : COVID-19 基隆醫院抗疫

紀實 / 陳韋達, 李玲美總編輯 .-- 初

版 .-- 基隆市 :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1111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92-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2.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3.CST: 傳染性

疾病防制  412.471  

那些病毒教我們的事  : 臺大醫院

COVID 19 全紀錄 / 臺大醫院醫療團

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 224 面; 23 公分 .-- (悅讀健康系列 ; 

HD3183) .-- ISBN 978-626-96828-1-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2.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3.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4.CST: 醫療

網  412.471  

圖解長新冠康復指南 : 咳嗽、腦霧、

倦怠,可能是新冠肺炎後遺症,千萬不

要輕忽! / 平畑光一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96 面; 21

公分 .-- (自由學習 ; 40) .-- ISBN 978-

626-7195-08-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3.CST: 傳染性疾病

護理  412.471  

防治職業傷病 點滴在心 / 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編輯 .-- 新北市 : 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112 .-- 2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88-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病防制  

412.532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統計與案例

彙編. 十一 /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

險爭議審議會編著 .-- 臺北市 : 衛生

福利部, 111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7-75-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全民健康保險 2.CST: 保險法

規  412.56  

災難醫學 / 石富元, 江文莒主編 .-- 新

北市 : 金名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6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67-

09-0 (平裝) NT$1250 普遍級  

1.CST: 災害醫學 2.CST: 災難管理 

3.CST: 緊急醫療救護  412.57  

小喜與朋友們 2022. 13, 水!水!水呦??? 

= Chelsea and friends 2022. 13, C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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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 chic??? / 王曉鳳作 ; 侯慧繪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 11112 .-- 36 面; 20 公分 .-- 中英

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37-

96-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幼兒健康 2.CST: 兒童讀物  

412.58  

小喜與朋友們 2022. 14, 歡迎回家!小

米 ! = Chelsea and friends 2022. 14, 

Welcome home! mousy! / 王曉鳳作 ; 侯

慧繪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 11112 .-- 36 面; 20 公

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37-97-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幼兒健康 2.CST: 兒童讀物  

412.58  

小喜與朋友們. 2022. 15, 碰! = Chelsea 

and friends 2022. 15, Boink! / 王曉鳳作 ; 

侯慧繪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 11112 .-- 36 面; 20

公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37-98-7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幼兒健康 2.CST: 兒童讀物  

412.58  

小喜與朋友們. 2022. 16, 芭比 Q 了! = 

Chelsea and friends 2022. 16, Barbecued? 

/ 王曉鳳作 ; 侯慧繪 .-- 第 1 版 .-- 臺

北 市  :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 

11112 .-- 36 面; 20 公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37-99-4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幼兒健康 2.CST: 兒童讀物  

412.58  

中醫流行疾病防疫全書 : 長新冠治

癒照護與疫後時代新生活 / 鄒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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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42-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健康法 3.CST: 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413  

中醫藥保健小學堂. 3, 人體的秘密開

關 : 經絡穴位 / 中華傳統養生教育發

展協會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傳

統養生教育發展協會, 111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09-4-5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3.CST: 通俗

作品  413.21  

*除身體的濕 : 調理脾胃病、皮膚病、

慢性病、三高病  / 路志正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野人家 ; 223) .-- ISBN 978-986-384-

81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3.CST: 健康

法  413.21  

筋典 : 循經找病 尋筋治病 = The book 

of meridian and fascia / 黃必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皕自然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冊 .-- ISBN 978-626-96916-0-

9 (上冊:精裝) NT$2800 .-- ISBN 978-

626-96916-1-6 (下冊 :精裝 ) NT$28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3.CST: 健康

法  413.21  

中西醫共治腦腫瘤 : 中醫藥介入治

療的理論與實務 / 李政育, 鄭淑鎂, 鍾

世芳, 程維德, 曾宣靜, 王雨薇, 簡鸞

瑤共同著作 ; 鄭淑鎂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元氣齋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自學中醫

系列 ; 89) .-- ISBN 978-986-98759-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腫瘤 2.CST: 腦部疾病 3.CST: 

中醫治療學 4.CST: 中西醫整合  

413.37  

小兒推拿課程規劃與教案 : 中西醫

護跨領域合作範例 / 方恩真, 司麗雲, 

林亞萱, 林潔盈, 周秋燕, 孫淑惠, 張

廷瑋, 許雅婷, 陳瑋毅, 彭姝婷, 楊欣

怡, 楊峻育, 劉佩芳, 謝瑩滿編寫 ; 江

慧珠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江慧珠, 

11202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08-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小兒科 2.CST: 推拿 3.CST: 中

醫  413.7  

六穴治百病,一本就上手 : 王氏臟腑

全息針法 / 王倍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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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6 面; 23 公分 .-- (樂健康 ; 27) .-- 

ISBN 978-957-9036-47-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針灸  413.91  

打破禁忌!按出好孕 : 呵護孕媽咪就

從按摩開始 / 戴秀宇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風 和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428-2-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按摩 2.CST: 懷孕 3.CST: 婦女

健康  413.92  

腳.小腿 對症穴道地圖 / 五十嵐康彥

作 ; 徐承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

600-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按摩 2.CST: 經穴 3.CST: 腳  

413.92  

香草&香料藥膳 : 養生食材手冊 / 田

村美穗香作 ; 劉姍珊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14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0-500-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香料 2.CST: 香料作物 3.CST: 

食療 4.CST: 養生  413.98  

顧明津醫學博士常用三十方輯要  / 

顧明津, 林姿里作 .-- 臺北市 : 中華中

醫藥實證醫學會, 1111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912-0-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藥方劑學  414.6  

人生很難,還好活成喜歡的樣子 / 吳

東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是日創意

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561-5-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罕見疾病 2.CST: 病人 3.CST: 

通俗作品  415.18  

好好愛自己,實踐健康生活 : 慢性病

自我管理 / Kate Lorig, Diana Laurent, 

Virgina Gonzalez, David Sobel, Marion 

Minor, Maureen Gecht-Silver 作 ; 林昱

宏, 陳淑月, 陳惠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

200-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慢性疾病 2.CST: 健康法  

415.2  

病歷閱讀 = Medical records reading / 

謝佩玲, 蔡明芬, 蔡素珍, 李香君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永大書局有限公司, 

11201 .-- 3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313-5-3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病歷 2.CST: 病歷管理  

415.206  

彩 色 圖 解 心 血 管 系 統 快 速 學 習  / 

Philip I. Aaronson, Jeremy P.T. Ward, 

Michelle J. Connolly 原著 ; 郭志東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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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9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血管疾病 2.CST: 心血管系

統  415.3  

心臟不會跟你說謊 / 蔡佳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669-4-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心臟病 2.CST: 心血管疾病  

415.31  

俠醫楊智鈞的 50 道心臟密碼 : 圖解

心臟衰竭、瓣膜疾病、動脈剝離、

心肌梗塞、洗腎血管、靜脈曲張健

康秘笈 / 楊智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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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828-3-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心臟學 2.CST: 心臟病 3.CST: 

預防醫學  415.31  

呼吸治療臨床技術指引 =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 莊逸君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87 面; 23 公

分 .-- (醫學科學叢書) .-- ISBN 978-

986-490-208-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呼吸治療 2.CST: 工作說明書  

415.415  

圖解!居家吞嚥照護全書 : 遠離吸入

性肺炎 x 攝取完整營養素 x 找回進

食幸福感,精準改善咀嚼力,維持長照

品質 / 齋藤真由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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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89-81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吞嚥困難 2.CST: 健康照護  

415.51  

大腸直腸癌問答 101 : 大腸直腸癌臨

床 診 療 的 全 方 位 指 引  = Colorectal 

cancer / 梁金銅編著 .-- 臺北市 : 力大

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75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96000-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腸直腸癌 2.CST: 問題集  

415.569022  

成人肥胖防治實證指引 = Evidences-

based guideline on adult obesity 

prevention and managment / 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 台灣肥胖醫學會, 考

科藍臺灣研究中心著 .-- 第二版 .-- 臺

北 市  :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 

11111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93-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肥胖症 2.CST: 減重 3.CST: 實

證醫學  415.599  

大原皮膚科圖譜. 皮膚附屬器腫瘤篇 

/ 大原國章著 ; 張英睿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 4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67-08-3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皮膚科 2.CST: 皮膚腫瘤  

415.7  

透析治療患者保健手冊 : 如何預防

透析治療引起的併發症 / 林杰樑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宏欣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生

活醫學叢書 ; 71) .-- ISBN 978-957-

9411-90-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血液透析 2.CST: 透析治療 

3.CST: 併發症  415.8162  

失智症世界的旅行指南 : 看見失智

症患者眼中的世界,理解記憶、五感、

時空出現障礙的原因,從生活準備、

照護到陪伴的萬用手冊 / 筧裕介著 ; 

林姿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736-

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415.934  

別讓記憶悄悄溜走 : 失智症指引手

冊 / 紀巧屏, 黃曉萍文字編輯 .-- 四

版 .-- 彰化市 : 社團法人彰化縣戀戀

半線失智協會, 11111 .-- 56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626-96886-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健康照護  

415.934  

盼望永存 : 一位醫者的失智旅程 / 珍

妮芙.彼尤特(Jennifer Bute), 露易絲.莫

爾斯(Louise Morse)著 ; 游紫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瑞

智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蘇天財

文教基金會, 11111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594-1-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健康照護  

415.934  

偏頭痛的你不需忍痛生活 : 你的偏

頭 痛 掌 握 指 南  / 凱 蒂 . 蒙 洛 (Katy 

Munro)著 ; 高子晴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專科一本通 ; 32) .-- 

ISBN 978-626-320-331-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偏頭痛  415.9371  

這樣解痛,才是聖經!! : 所有疼痛,該

整的是神經 / 梁恆彰, 楊翠蟬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97-9-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疼痛醫學  415.942  

解析心理疾病 : 解析常見心理疾病

的病因、診斷與治療方法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品玟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76 面; 28 公分 .-- (人人

伽利略 ; 34) .-- ISBN 978-986-461-317-

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精神病學 2.CST: 心理治療  

415.95  

精神疾病. 發展障礙篇 : 以最新腦科

學及行為心理學剖析發展障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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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44 面; 28 公分 .-- (人

人伽利略 ; 35) .-- ISBN 978-986-461-

320-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精神醫學 2.CST: 精神病學 

3.CST: 心理發展障礙症  415.95  

精神疾病依賴症 : 為什麼無法戒除?

認識各種依賴症的原因、預防與治

療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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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44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利略系列  ; 36) .-- 

ISBN 978-986-461-319-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精神醫學 2.CST: 精神疾病 

3.CST: 精神疾病治療  415.95  

瘋狂解析 : 從社會認知一次搞懂,憂

鬱、躁鬱、思覺失調症等現代精神

疾病的致病因子 / 理查.班托(Richard 

Bentall)作 ; 鮑曉萱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8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01-1-

8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精神疾病 2.CST: 精神疾病治

療  4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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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也有過動兒 : 營養師教你過動

小孩的飲食調理與溝通教養 / 許育

禎(Ivy 營養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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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re ; 

71) .-- ISBN 978-626-353-18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注意力缺失 2.CST: 過動症 

3.CST: 過動兒 4.CST: 親職教育  

415.9894  

善良の魔 / 郭小維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53-13-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強迫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91  

手術的發明. 下 : 從心臟支架、人工

關節置換、腦部植入物,到終極賽柏

格式電子人,植入物革命下現代醫學

的未來 / 大衛.史耐德(David Schneider)

作 ; 黃馨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鷹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137-9-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外科 2.CST: 醫學史  416.09  

*手術的發明. 上 : 從對身體的想像到

大體解剖,從細菌理論到抗生素,從痛

不欲生到麻醉,從聽天由命到積極救

治,一段為現代醫學鋪路的歷史 / 大

衛.史耐德(David Schneider)作 ; 黃馨

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鷹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137-6-

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外科 2.CST: 醫學史  416.09  

九成腰痛出在坐姿不正 / 碓田拓磨

作 ; 林芷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27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501-

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腰 2.CST: 脊椎病 3.CST: 健康

法  416.616  

大腦這樣「聽」 : 大腦如何處理聲

音,並影響你對世界的認識 / 克勞斯

(Nina Kraus)著 ; 李承宗, 陸維濃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3

公分 .-- (科學天地 ; 182) .-- ISBN 978-

626-355-022-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聲音 2.CST: 聽覺生理  

416.812  

輔助溝通系統之原理與應用 : 支持

複雜溝通需求之兒童與成人 fDavid R. 

Beukelman, Janice C. Light 作 ; 藍瑋琛, 

楊熾康, 鍾莉娟, 王允駿, 江俊漢, 陳

明聰, 蔡孟儒, 曹真, 吳雅萍, 陳明德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4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47-199-7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語言障礙 2.CST: 溝通 3.CST: 

科技輔具  416.867  

我的超級戰隊 : 牙齒 / 馬莉歐娜.托洛

薩.斯特雷(Mariona Tolosa Sisteré)文.

圖 ; 張東君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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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 面; 24X26 公分 .-- (知

識滴) .-- ISBN 978-626-7038-62-8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牙齒 2.CST: 牙科 3.CST: 保健

常識  416.9  

記不住、睡不好、吞不下、顯得老,

原來都是牙不好 : 暖男牙醫大聲說

出「口」的秘密 / 黃斌洋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96 面; 21 公分 .-- 

(好身體 ; 1) .-- ISBN 978-626-96730-5-

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牙科 2.CST: 牙齒 3.CST: 健康

法  416.9  

摳摳手到打勾勾 : 那些愛與考驗的

故事 / Karen22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64 面; 21 公分 .-- (Life ; 4) .-

- ISBN 978-626-96846-0-1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小兒科 2.CST: 罕見疾病 

3.CST: 病人 4.CST: 通俗作品  

417.59  

那隻愛跳舞的腳受傷了 : 陪伴 Fiona

在 93 癌症病房的奮戰手記,母女攜手

共創十二歲的逆轉勝! / 徐麗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3-00-7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癌症 2.CST: 病人 3.CST: 通俗

作品  417.8  

操作治療學  : 脊椎操作治療術  = 

Manipulation of the spine / 何兆邦, 蘇

錦勤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有限公司, 11201 .-- 1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384-5-1 (平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380 普遍級  

1.CST: 操作治療 2.CST: 脊椎  

418.9313  

日 常 職 能 的 意 義  / Betty Risteen 

Hasselkus, Virginia Allen Dickie 原著 ; 

羅鈞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

書出版社, 11201 .-- 2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8-489-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職能治療  418.94  

園療師的青草生活 360 度 : 把青草全

方位帶進生活 / 黃盛璘, 黃盛瑩, 張博

然, 劉雨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卷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45-0-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自然療法 2.CST: 園藝學  

418.96  

能量曼陀羅 : 彩繪內在寧靜小宇宙 / 

狄蒂.羅恩(Tiddy Rowan)著 ; 保羅.霍

伊斯坦(Paul Heussenstamm)繪 ; 施如

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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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88 面; 

25 公分 .-- (眾生 ; JP0100X) .-- ISBN 

978-626-7219-08-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藝術治療 2.CST: 宗教療法  

418.986  

樂土 : 靜心手札 : 聲、光與自然的療

癒密碼 / 程希智, 權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澤煇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1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937-0-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音樂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418.986  

藝術治療督導理論與實務 / Yasmine J. 

Awais, Daniel Blausey 合著 ; 吳明富, 

章容榕, 江佳芸, 周大為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53-1-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藝術治療  41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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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寫作,靜靜療癒 : 用文字和內心

深度對話,練習看清自我感受,轉念讓

日子過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 劉主編, 

藍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64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寫作法  

418.989  

全彩圖解精油芳療應用全書(初學入

門&專業指南) / 呂秀齡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201 .-- 264 面; 23 公分 .-

- (舒活家系列 ; HD2037Y) .-- ISBN 

978-626-96828-2-9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精靈的禮物 : 另類療法 / 邱子易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9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另類療法  418.995  

頭薦骨按摩自療法 : 舒緩腦部壓力、

改善五十肩、消除身體酸痛,提升身

心狀態的新興能量療法 / 吉田篤司

作 ; 黃筱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

茂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康 ; B502) .-- ISBN 

978-626-7172-12-4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骨療法 2.CST: 自然療法  

418.995  

聰明學芳療 : 認識精油必備的第一

本書 / 林彥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學文化出版 : 聯合發行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1 .-- 384 面; 23 公

分 .-- (客廳 ; ASLI0010) .-- ISBN 978-

626-96559-1-5 (平裝) NT$999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智 慧 醫 療 科 技 應 用 . 2022 = 

Application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 

/ 王拔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11112 .-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353-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醫療科

技 3.CST: 個案研究  419.2  

醫務資材管理與實務 / 何清治, 蔡雅

馨, 李顯章, 莊秀文, 蔡雅芳, 李奇學, 

林丁貴, 顏正忠, 汪秀玲合著 .-- 四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20-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419.2  

護理研究過程與實務 / 胡月娟, 彭孃

慧, 劉新莉, 劉紋妙, 林麗鳳, 鐘淑英, 

李復惠, 郭慈安, 林夷真, 周雪靜, 穆

佩芬, 邱子易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91-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護理研究  419.612  

當 代 護 理 行 政 學  = Contemporary 

nursing administration / 曾雯琦, 楊勤熒, 

馬淑清, 李歡芳, 周守民, 周美雲, 趙

慧玲, 王淑卿, 江惠英, 李兆環, 高靖

秋作 .-- 四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4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9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護理行政管理  419.65  

不逃跑的陪伴 : 在陪病相伴的路上,

如何選擇面對、學會轉念、正向克

服,讓自己好好喘息? / 楊月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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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 .-- ISBN 978-626-

349-114-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通俗作品  

419.71  

生死長照概論 / 郭秀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1111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99-980-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機構式照護

服務 3.CST: 生死學  419.712  

老人護理學 / 胡月娟, 蕭伃伶, 何瓊芳, 

詹婉卿, 彭巧珍, 巫曉玲, 汪正青, 楊

其璇, 郭慈安, 杜明勳, 林貴滿, 郭淑

珍, 廖妙淯, 陳美香, 呂文賢, 賴嘉祥, 

黃惠璣, 陳翠芳, 譚蓉瑩, 林玫君編

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93-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老年護理  419.824  

臺北榮民總醫院(Taipei VGH)安寧緩

和醫療作業手冊 / 臺北榮民總醫院

癌症委員會癌症緩和暨安寧療護小

組編輯 .-- 五版 .-- 臺北市 : 臺北榮民

總醫院, 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11112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56-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安寧照護 2.CST: 緩和醫療照

護 3.CST: 生命終期照護 4.CST: 手冊  

419.825026  

實用兒科護理 : 基礎觀點 = Practical 

pediatric nursing : basic perspective / 陳

月枝, 黃靜微, 林元淑, 洪兆嘉, 張綠

怡, 蔡綠蓉, 林美華, 吳佩玲, 程子芸, 

伍雁鈴, 林芳怡, 吳書雅, 許玉雲, 楊

曉玲, 王冠今, 曾紀瑩, 黃立琪, 李慈

音, 廖珍娟, 劉千琪, 廖愛華, 黃玉苹, 

楊寶圜, 張綺紋, 蕭慧玲, 黃庭紅, 高

淑雰, 劉英妹, 曾翠華, 梁淑華, 吳維

紋, 周治蕙, 魏琦芳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8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

69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小兒科護理  419.84  

家政 

學會整理,就會喜歡自己 : 麻理惠的

怦然心動居家生活 / 近藤麻理惠作 ; 

甘鎮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X23 公分 .-- (方智好讀 ; 155) .-- 

ISBN 978-986-175-722-3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家政 2.CST: 家庭佈置  420  

樂活家事寶典 : 日本 No.1 家事服務

公司的省時省力家務妙招 / Bears 作 ; 

甘為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503-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家政 2.CST: 工作說明書  

420.26  

家庭財務管理入門 : 消費分析 X 儲

蓄觀念 X 投資要點,細談理財觀念和

盈利法則 / 埃爾伍德.洛依德(Elwood 

Lloyd)著 ; 胡彧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22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22-5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家庭理財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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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軟裝圖解 1000 / 李佩芳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201 .-- 288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68) .-- ISBN 

978-626-7065-83-9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室內設計  

422.3  

臺灣清.日常民 老家具 : 展覽專輯 / 

盧圓華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技

大學橫山 USR 專案推動辦公室, 文化

創意數位內容技術研發中心, 11111 .-

- 10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355-4-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家具 2.CST: 古物修復 3.CST: 

文物展示 4.CST: 臺灣  422.3  

超實用櫥櫃設計 : 創造動線、改善

格局,讓收納不只是收納 / 美化家庭

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

創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28-3-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室內設計 

3.CST: 櫥  422.34  

風格裝修基礎課 / 東販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633-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空間設計  

422.5  

*Sharon's Works 織品服裝學系大一作

品集 / 李慈悅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園,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30-6-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紡織品 2.CST: 服裝設計 

3.CST: 服裝工藝美術 4.CST: 作品集  

423.2  

男裝服飾部位全圖鑑 / 溝口康彥作 ; 

洪禎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

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愛生活 ; 133) .-- 

ISBN 978-986-5520-83-0 ( 精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服裝設計 2.CST: 服飾 3.CST: 

男裝  423.21  

親親寶貝的手作禮 / [藝風堂出版社]

編輯部編企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

堂出版社, 11111 .-- 1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772-6-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童裝 2.CST: 手工藝  423.25  

美 容 儀 器 學  = Introduction to 

cosmetology instruments / 詹錦豐, 徐照

程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9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儀器治療  425  

1 分鐘肌肉扭轉伸展操 / 今村匡子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201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4-56-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塑身 2.CST: 體操 3.CST: 運動

健康  425.2  

日系美學.復古花磚十字繡 : 64 款設

計圖輯 X 色號股數 X 刺繡技法 X 布

置靈感,零基礎復刻大正昭和的古董

紋樣 / 遠藤佐絵子作 ; 邱香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112 面; 24 公分 .-- (Sasugas ; 

KJ2085) .-- ISBN 978-986-289-814-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刺繡  426.2  

設計自己的洋裝.一件就型的獨創設

計款 / 野木陽子著 ; 周欣芃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11112 .-- 104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紉 ; 47) .-- ISBN 978-986-

302-650-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衣飾 3.CST: 手工

藝  426.3  

無拉鍊設計的一日縫紉 : 簡單有型

的鬆緊帶褲&裙 / Boutique-sha 著 ; 洪

鈺惠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80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17) .-- ISBN 

978-986-302-652-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縫紉 2.CST: 衣飾 3.CST: 手工

藝  426.3  

用心去看 = See with your heart / 林幸

珍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林幸珍, 

11111 .-- 5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90-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拼.布包 零碼布玩色手作帖 : 裁剪.拼

縫就完成!配色點子 x 日常實用布包

&小物 48 款 / BOUTIQUE-SHA 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112 .-- 88 面; 26 公分 .-- (輕.

布作 ; 52) .-- ISBN 978-957-9623-95-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手提袋 2.CST: 手工藝  426.7  

柴田明美的植感拼布 : 愉快地手作,

優雅的生活 / 柴田明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04 面; 26 公分 .-- (拼布美

學 ; 48) .-- ISBN 978-986-302-651-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人氣女子的漂亮手則 : 人見人愛的

手作飾品 LESSON BOOK / 朝日新聞

出版授權 ; 亞緋琉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雅 書 堂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192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34) .-- ISBN 978-986-302-653-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裝飾品 2.CST: 手工藝  426.9  

樂拾光 : 回憶剪貼藝術創作手冊 / 王

美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

社, 11111 .-- 160 面; 26 公分 .-- (樂齡

關懷系列) .-- ISBN 978-986-400-44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拼貼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9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 

周師傅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95-8 (平裝) NT$435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3.CST: 考試

指南  427  

食物製備單一級技能檢定 : 學/術科

教戰指南 / OMAK, 何金城, 陳楓洲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96-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食物 2.CST: 烹飪 3.CST: 考試

指南  427  

品滋嚐味 : 餐桌上的哲學 / 莎拉.E.沃

斯(Sarah E. Worth)著 ; 洪禎璐編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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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4-

3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文集  427.07  

川味廚房 / 陳秉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2 .-- 192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30) .-- ISBN 978-626-95848-

4-0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不只是家常菜,是讓人想回家吃飯的

好味道 : ㄚ樺媽媽一生必學的 101 道

暖心家常菜 / ㄚ樺媽媽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 272 面; 23 公分 .-- (Orange taste ; 23) .-

- ISBN 978-626-96646-4-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手作涼拌菜 / 吳青華, 陳楷曄, 陳永成, 

藍敏凱, 楊裕能, 花國袁, 巫清山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11112 .-- 128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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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我,好嗎? : 走入海芬的深夜小廚,佐一

道香酸鹹辣人生百味料理 / 海裕芬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

分 .-- (日日好食 ; 23) .-- ISBN 978-626-

7238-21-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食事求新 : 結合產業界餐飲美食創

作: 實務交流、產品研發、教學不

「落伍」! / 林文麒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

979-3 (平裝) NT$51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427.1  

深夜救贖我的烤雞(讓我留戀人生的

解憂食譜) / 艾拉.瑞絲布萊吉爾(Ella 

Risbridger)作 ; 陳彥文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的文化, 11202 .-- 288 面; 23

公分 .-- (幸福人生 ; 27) .-- ISBN 978-

626-7026-25-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瑞絲布萊吉爾(Risbridger, Ella) 

2.CST: 烹飪 3.CST: 食譜  427.1  

傳說名店 camp 的蔬菜補給咖哩 : 運

用特製咖哩醬,無需熬煮,15 分鐘輕鬆

上菜 / 佐藤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凱特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128 面; 26 公分 .-- (好食光 ; 27) .-- 

ISBN 978-626-96833-0-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微波爐邏輯調理公式 / 前田量子作 ; 

黃琳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1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505-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427.1  

餐桌上的人間田野 / 莊祖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

公司 , 11112 .-- 228 面; 25 公分 .-- 

(Essential ; 32)(文學森林 ; YY0932) .-- 

ISBN 978-626-7061-51-0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魔法道具.熱壓烤盤的繽紛料理秀 / 

西荻 Hütte 監修 ; 徐承義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14-7-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食譜  427.1  

法式家常料理一菜三吃 : 法國家庭

善用當日大分量料理,巧妙變成未來

兩天不同主菜的聰明方法,省時省食

材,美味更勝常備菜! / 上田淳子著 ; 

邱婉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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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128 面; 26 公分 .-- (五味坊 ; 

128) .-- ISBN 978-986-459-476-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法國  427.12  

*韓食飯桌,안녕!你好 /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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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3 公分 .-- 

(bon matin ; 144) .-- ISBN 978-986-384-

811-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韓國  427.132  

水果與吐司美味組合公式 / 永田唯

作 ; 羅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01-

604-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速食食譜  427.14  

Pâtissier 法式甜點新顏值 : 陳星緯主

廚超自信的經典不敗甜點 / 陳星緯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371-406-4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巴黎名店 BREIZH CAFÉ 蕎麥餅&可

麗餅配方大公開  / 貝特朗 .拉切爾

(Bertrand Larcher)作 ; 林惠敏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Easy 

cook ; E128) .-- ISBN 978-626-96508-1-

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法國  

427.16  

比利時糕點師 常溫甜點極致工法 = 

From the kingdom of Belgium / Les sens 

ciel 作 ;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

601-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巧克力工藝事典 : 品種、產地、風

味、配方、技法,甜點主廚的巧克力

專業指南 / 希迪.德.布拉邦德(Hidde 

de Brabander)作 ; 郭騰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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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882-9 (精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巧克力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呂昇達職人手作貝果全書 : 6 種麵糰、

8 款造型、8 款手作抺醬,一次學會 65

種職人技法一次到位 / 呂昇達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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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256-00-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烘焙丙級技能檢定 : 學/術科試題精

析 : 含麵包職類、西點蛋糕職類、

餅乾職類 / 吳青華, 黃俊儒, 王俊勝, 

張潔婷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94-1 (平裝) NT$47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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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點心食譜 2.CST: 烹飪  

427.16  

烘焙初心者的天然酵母麵包 / 池田

愛實作 ; 涂雪靖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7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

401-603-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考照寶典 / 羅勻

彤, 鄭文聖, 洪淑卿作 .-- 四版 .-- 新北

市  : 新 文 創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40 面; 26 公分 .-- 2023 全新

版 .-- ISBN 978-957-9068-63-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烹飪 3.CST: 

考試指南  427.16  

輕奢華!百變起司蛋糕 : 蛋糕、塔、

泡芙、生乳包各種變化大公開,顛覆

你的既定印象! / gemomoge 作 ; 許郁

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海濱圖書, 1120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61-

93-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營養滿分零負擔!大人的起司甜點 41

道 / 石橋香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9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99-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點 心 嚐 一 口 ! / 大 森 裕 子 文 . 圖  ; 

Choyce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237-10-

6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糕 3.CST: 餅 

4.CST: 繪本  427.16  

麵粉.水.鹽.酵母. II : 頂級工匠烤模麵

包聖經 : 世界頂尖得獎麵包師 20 年

淬鍊的密技配方,獨創全新麵包型態,

讓居家烘焙者也能輕易製作出外酥

內軟、風味獨特的吐司、三明治、

披薩、前菜小點  / 肯 .福克緒 (Ken 

Forkish)作 ; 吳家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006-6-3 (精裝) NT$899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俬房甜 / 廖楷平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26 公分 .-- (Baking) .-- ISBN 978-

986-5481-3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微肉飲食 : 從主餐到甜點,125 道富含

動物蛋白質的增肌食譜 / 艾許萊.萬

霍頓(Ashleigh VanHouten), 貝絲.利普

頓(Beth Lipton)著 ; 王曼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44-93-

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肉類食譜 2.CST: 烹飪  427.2  

日日素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金會, 11201 .-- 44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96615-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素食食譜  427.31  

世界冠軍的完美居家咖啡指南 : 從

豆子的購買、挑選、研磨、保存到

沖煮,頂尖職人運用圖表與步驟,解說

在家也能做出好咖啡的關鍵技巧,建

立屬於你的自家風味 / 詹姆斯.霍夫

曼(James Hoffmann)著 ; 魏嘉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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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5 .-- 224 面; 

21 公分 .-- (飲饌風流) .-- ISBN 978-

986-459-475-7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精品咖啡侍豆師 : 台灣職人的精品

烘豆學 / 朱明德, 陳臺生, 賴世宗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橙舍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376-4-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調酒法典 : 基酒公式 X 配方組合 X

進階技法,350+風格酒譜全解析 / 艾

力克斯 .戴 (Alex Day), 尼克 .福查德

(Nick Fauchald), 大衛 .卡普蘭 (David 

Kaplan)作 ; 方玥雯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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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2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881-2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1.CST: 調酒  427.43  

癮型人的醉漢 101 : 不懂就喝喝,懂了

呵呵呵!關於調酒,你絕對好奇(但從

沒問過)的 101 個謎 / 癮型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12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59-469-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調酒 2.CST: 飲酒  427.43  

香草研究家的風味鹽 : 18 款特色配

方 x60 道絕品料理!簡單自製天然調

味料,打造煎炒炸沾煮都萬用的高 CP

值美味魔法 / 藍偉華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130-568-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鹽 2.CST: 香料 3.CST: 調味品 

4.CST: 食譜  427.61  

神醬料∞無限萬用調味料 / 大西哲

也作 ; 邱婉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

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 

11112 .-- 144 面; 26 公分 .-- (遊廚房 ; 

51) .-- ISBN 978-986-5520-82-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調味品 2.CST: 食譜  427.61  

鹽糖水.黃金比例醃漬法 : 拯救無味

乾柴 x 延長保存期限,新手&懶人零

秒上手!科學萬用醃漬食譜 65 選 / 上

田淳子作 ; 林安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112 面; 

23 公分 .-- (Sasugas ; KJ2084) .-- ISBN 

978-986-289-815-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食譜 2.CST: 食物酸漬 3.CST: 

食物鹽漬  427.75  

打造黃金發育力 : 掌握發育關鍵 X

飲食作息對策 X 生長問題治療,兒童

內分泌專科醫師寫給父母的全方面

生長指南 / 陳奕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

61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兒童發育生理  

428  

好眠寶寶安睡寶典 : 好眠師姜珮,讓

妳跟 0-6 歲孩子睡飽睡好 / 姜珮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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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生活 ; 82) .-- ISBN 978-626-

305-375-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睡眠  428.4  

我會尊重朋友的感受 / 莉迪亞.鮑爾

斯(Lydia Bowers)文 ; 伊莎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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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6727-6-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社

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428.8  

我會徵求對方同意 / 莉迪亞.鮑爾斯

(Lydia Bowers)文  ; 伊莎貝 .穆紐茲

(Isabel Muñoz)圖 ; 黃婷涵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727-7-6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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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好朋友對我說「不」...... / 莉迪亞.

鮑爾斯(Lydia Bowers)文 ; 伊莎貝.穆

紐茲(Isabel Muñoz)圖 ; 黃婷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4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626-96895-0-7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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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寶寶床邊故事 : 品格是學習的

隱形力量 / 管美玲, 葉靜雯, 簡子欣, 

王映婷文字創作 ; 臧瑄玟繪圖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聽覺

健康社會福利基金會, 11111 .-- 9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71-0-

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幼兒教育 3.CST: 

德育 4.CST: 品格 5.SHTB: 心理成長-

-3-6 歲幼兒讀物  428.89  

全彩圖解懷孕 40 週全記錄 / 曾翌捷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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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準爸媽 ; SQ0023) .-- ISBN 

978-626-7008-31-7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分娩 3.CST: 婦女

健康  429.12  

專業溝通於家庭護理之運用 / 邱馨

誼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112 .-- 10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2-916-0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家庭護理 2.CST: 溝通技巧  

429.5  

農業 

農漁業健康環境形塑 : 運用客製化

天氣與氣候資訊計畫成果專書 / 于

嘉順, 江偉全, 阮孟靈, 李明安, 呂方

妤, 吳俊宏, 邵允銓, 林桓億, 周鑑本, 

胡雅婷, 胥立南, 姚銘輝, 徐誌壕, 陳

建河, 陳孟詩, 陳柱中, 陳進益, 陳琬

婷, 許仁弘, 張可揚, 張郁婕, 張育承, 

張哲維, 張博雄, 張惠玲, 黃毓斌, 葉

子嫈, 曾于恒, 曾振德, 曾喜絃, 曾馨

儀, 楊晴雯, 趙俊傑, 蔣順惠, 廖正信, 

廖美慧, 鄭光浩, 鄭向農, 滕春慈, 劉

人鳳, 劉柏定, 劉哲良, 賴繼昌, 戴宏

宇, 戴靖萱, 蘇楠傑撰稿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1111 .-- 

2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3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業氣象 2.CST: 氣象觀測  

430.1637  

石門嵩山 : 石砌梯田 / 牛涵錚總策

劃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辦公室, 11111 .-- 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32-3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村教育 2.CST: 永續農業  

430.3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機關誌(民國 85-110 年) / 洪梅珠, 

蕭政弘, 楊嘉凌, 張惠真, 陳裕星, 田

雲生, 白桂芳, 周劉彥均, 陳美瑾, 柯

淑婉, 尤虹美, 張秀琪編 .-- 第一版 .-- 

彰化縣大村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1112 .-- 26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38-6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

業改良場  430.33  

主 要果樹 外銷 作業與 處理 專書  = 

Fruit tree export processing job / 劉碧鵑, 

吳寶芬主編 .-- 南投縣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 11112 .-- 3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0-3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產運銷 2.CST: 水果 3.CST: 

外銷  431.25  

A 級農躍.贏向百年 : 下營區農會百

年慶專刊 = 2022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S.D.F.A. / 楊家祈作 .-- 

臺南市 : 臺南市下營區農會, 11112 .-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906-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南市下營區農會 2.CST: 農

會  431.51  

害物整合管理原理 / 楊秀珠, 許如君, 

黃莉欣, 陳秋男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27-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植物病蟲害 2.CST: 農作物 

3.CST: 文集  433.407  

*推動農藥減量與農藥風險管理新思

維研討會專刊 / 張瑞璋, 陳子偉, 洪挺

軒, 顏瑞泓, 謝廷芳, 姜至剛, 黃振文

著 ; 宋孟真, 謝奉家, 蔡韙任, 徐慈鴻

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1111 .-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10-26-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農藥 2.CST: 風險管理 3.CST: 

文集  433.7307  

*普洱藏茶 / 吳德亮著.攝影 .-- 二版 .-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72 面; 22 公分 .-- (樂

活.LOHAS) .-- ISBN 978-957-08-6654-

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3.CST: 茶具  

434.181  

活水源泉 : 桃園大圳開鑿歷程 / 張齡

方總編輯 .-- 第一版 .-- 桃園市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

處, 11111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3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農業水利 2.CST: 水利工程 

3.CST: 歷史 4.CST: 桃園市  434.257  

新渠之水 : 三層圳與新福圳的歷史 / 

張齡方總編輯 .-- 第一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

管理處, 11111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3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農業水利 2.CST: 水利工程 

3.CST: 歷史 4.CST: 桃園市  434.257  

*觀塘.塘觀 : 尋訪千塘之鄉的桃花源

記 / 鄭文燦編著 .-- 第 1 版 .-- 桃園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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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出版 : 桃園市政

府發行,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9-78-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農業水利 2.CST: 水利工程 

3.CST: 歷史 4.CST: 桃園市  434.257  

農園作物育種研究成果研討會專刊 / 

徐智政, 邱國棟, 蔡尚翰, 李文立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試驗所, 11112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46-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農作物 2.CST: 植物育種 

3.CST: 植物繁殖  434.28  

優質種苗核心技術暨耐候技術發展

研討會. 2022 / 安志豪, 蔡瑜卿, 李濡

夙, 郭孄婷, 郭宏遠, 鍾文全編輯 .-- 第

一版 .-- 臺中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種苗改良繁殖場, 社團法人中華種苗

學會, 11111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28-7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植物育種 2.CST: 氣候變遷 

3.CST: 文集  434.2807  

柑橘整合生產及全程品質管理行事

曆. 2023 年 / 江一蘆, 張栢滄, 呂明雄, 

李堂察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國立

嘉義大學,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675-2-9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柑橘類 2.CST: 栽培 3.CST: 樹

木病蟲害  435.322  

玫瑰聖經圖譜解讀 = The bible of roses 

interpretation / 王國良著 ; 皮埃爾約瑟

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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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289-810-9 (精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玫瑰花 2.CST: 植物圖鑑  

435.415  

大人的多肉植物鑑賞圖鑑 / ブティ

ック社編輯部作 ; 林芷柔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1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506-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多肉植物 2.CST: 栽培  

435.48  

詩情與幽境 : 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 / 

侯迺慧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9-334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庭園設計 2.CST: 造園設計 

3.CST: 唐代  435.72  

森林碳匯與抵換機制 / 邱祈榮, 林俊

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853-0-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森林 2.CST: 林業管理 3.CST: 

碳排放  436  

松羅曼波 : 戰後羅東林場紀事 / 吳永

華著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

處, 11112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32-4 (精裝) NT$660 普

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

東林區管理處 2.CST: 林業行政 

3.CST: 林業管理  436.03  

臺 灣 常 見 商 用 木 材 圖 鑑 . II = 

Commercial timber of Taiwan vol. II / 呂

福原, 張坤城, 林建宗, 張博任著 .-- 宜

蘭縣羅東鎮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1111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44-7 (精

裝) NT$960 普遍級  

1.CST: 木材 2.CST: 圖錄 3.CST: 臺灣  

436.41025  

彩色圖解小動物外科手術 : 錯誤與

併發症案例處置指引 / Rodolfo Brühl 

Day, María Elena Martínez, Pablo Meyer, 

José Rodríguez Gómez 原著 ; 林毓暐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

社, 11201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68-492-3 (精裝) 普遍級  

1.CST: 獸醫外科學  437.26  

豬隻育種改良與超音波技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2 第一屆 / 羅玲玲編 .-- 臺

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 , 

11112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96-430-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養豬 2.CST: 家畜育種 3.CST: 

超音波學 4.CST: 文集  437.34307  

狗狗百科圖鑑 / 陳雅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20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8-61-5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動物圖鑑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437.35025  

貓室友只想窩在家 : 與貓快樂同居

的 100 件室內設計提案 / 加藤由子, 

RoomCilp 作 ; 洪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0-508-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3.CST: 室

內設計  437.364  

快樂天竺鼠完全飼育指南 / 姆姆媽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201 .-- 200 面; 23 公分 .-- (寵

物館 ; 111) .-- ISBN 978-626-320-350-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天竺鼠 2.CST: 寵物飼養  

437.39  

我家的鸚鵡超愛現! / 柴田祐未子, 海

老沢和荘監修 ; 彭春美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動物星

球 ; 25) .-- ISBN 978-957-686-852-8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鸚鵡 2.CST: 寵物飼養  

437.794  

圖解第一次養鳥就上手 / 陳雅翎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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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25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鳥類 2.CST: 寵物飼養  

437.794  

臺灣沿近海鬼頭刀漁業及族群特徵 

= Fisheries and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olphinfish off Taiwan / 林憲忠, 王

勝平, 江偉全, 何源興, 許雯淇, 林治

瑜, 蔡富元, 陳朝清, 張綦璿, 張芸甄, 

劉祐瑜, 許紅虹, 邱俊豪, 蔡惠萍, 鄭

明忠, 吳瑞賢, 河邊玲, 米山河良著 .-- 

基隆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

驗所, 111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27-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魚類 2.CST: 水產資源 3.CST: 

臺灣  438.11  

來到漁玩 : 漁村的尋趣 / 蕭堯仁總編

輯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臺灣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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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11112 .-- 40 面; 26X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673-8-2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漁港 2.CST: 繪本  438.26  

臺灣常見養殖軟體動物疾病與生物

安全措施 / 周昱翰, 陳石柱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

畜衛生試驗所, 11111 .-- 181 面; 30 公

分 .-- (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

輯 ; 25) .-- ISBN 978-626-7110-37-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貝類養殖 2.CST: 動物病理學  

438.663  

*中國金魚精典集 / 森文俊, 佐滕昭弘, 

杉野裕志, 太田和良幸, 後藤正生, 周

旭明作.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展新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67-8-

9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魚 2.CST: 養魚 3.CST: 動物圖

鑑 4.CST: 中國  438.667025  

茶之造 : 蔡榮章茶之書. 一 / 蔡榮章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65) .-- ISBN 978-626-7065-85-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439.4  

難忘的寨子味 : 雙龍號普洱茶 / 邱國

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1-67-2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3.CST: 茶藝  

439.46  

工程 

稀土關鍵材料供應鏈危機下的衝擊

與因應 / 楊任軒, 方聖予, 周靜, 張致

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技社, 11111 .-- 1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32-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程材料 2.CST: 稀土元素 

3.CST: 產業發展 4.CST: 文集  

440.307  

AutoCAD 建築與室內設計武功祕笈 / 

陳世勳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

書, 11112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9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2.CST: 

建築工程 3.CST: 電腦繪圖 4.CST: 電

腦輔助設計  441.3029  

臺灣建築論壇論文與演講專輯. 第十

九屆 : 立基建築 擘畫永續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11112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226-

5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文集  441.307  

歷史建築新埔鎮公所周邊舊行政區

域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

告書 / 林志成計畫主持 .-- 初版 .-- 新

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 

11111 .-- 5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91-48-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新竹縣新埔

鎮  441.41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

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 詹

氏書局編輯部編 .-- 十七版 .-- 臺北

市 : 詹氏書局, 11112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05-652-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建築物構造  

441.51  

晨興乙級室內設計證照線上課程應

考資料彙編 / 晨興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室, 11112 .-

- 11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782-5-3 (平裝) NT$60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室內設計 

3.CST: 工程圖學 4.CST: 考試指南  

441.521  

鑑定案例彙編. 2022 = Case of building 

inspection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全國

建築師公會, 11111 .-- 4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9226-51-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建築物 2.CST: 施工管理 

3.CST: 個案研究  441.527  

高強度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手冊 = 

Design guideline for high-strength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 中華民

國結構工程學會,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

學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科技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桃園市] : 成陽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655-568-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鋼筋混凝土 2.CST: 結構工程  

441.557  

解說鋼筋混凝土 / 歐陽編著 .-- 修訂

六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7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40-3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鋼筋混凝土  441.557  

彰化縣聚落建築群原彰化郡(公有)

宿舍群及縣定古蹟南郭宿舍 5、5-1

號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呂政道計畫

主持 ; 卓雯雯, 林宜君, 陳拓南, 孫仁

鍵協同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

化縣文化局, 11112 .-- 78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241-00-4 (平裝附

光碟片) NT$1800 普遍級  

1.CST: 宿舍 2.CST: 聚落 3.CST: 歷史

性建築 4.CST: 古蹟修護 5.CST: 彰化

縣  441.595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修復工程工作報

告書 / 郭俊沛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

中市 :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11112 .-- 

7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6-

5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臺中市  

441.595  

公路工程施工規範 / 交通部編審 .-- 

四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1112 .-- 6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45-

3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公路工程 2.CST: 施工管理 

3.CST: 公路法規  442.13023  

返家 : 高雄驛事 : 高雄帝冠車站第二

次遷移紀錄 / 張維舜, 方詩淵, 鄭長貴, 

吳冠益, 張運東, 張志年, 杜軒丞, 簡

克豪, 郭晏瑞, 曾健雄編輯 .-- 第一

版 .-- 高雄市 : 交通部鐵道局, 11111 .-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46-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鐵路車站 2.CST: 鐵路工程 

3.CST: 高雄市  442.4  

農田水利法規彙編 / 蔡巧蓮總編輯 .-

- 第二版 .-- 新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 11111 .-- 10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110-31-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農業水利 2.CST: 水利法規  

44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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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避碰與港區操船 / 方信雄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3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536-0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航海 2.CST: 航運管理 3.CST: 

航運法規  444.8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8 港

域風力觀測資料). 2021 年 / 曹勝傑, 

許義宏, 林達遠, 羅冠顯, 劉明鑫, 蔡

金吉, 張維庭, 陳子健, 陳孟宏, 李俊

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1112 .-- 2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42-2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8 港

域潮汐觀測資料). 2021 年 / 廖慶堂, 

林達遠, 羅冠顯, 劉明鑫, 曹勝傑, 張

維庭, 陳子健, 陳孟宏, 李俊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12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44-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8 港

域觀測波浪資料). 2021 年 / 羅冠顯, 

林達遠, 廖慶堂, 劉明鑫, 曹勝傑, 陳

子健, 陳孟宏, 張維庭, 李俊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12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41-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8 港

域觀測海流資料). 2021 年 / 林達遠, 

羅冠顯, 廖慶堂, 劉明鑫, 曹勝傑, 陳

子健, 陳孟宏, 張維庭, 李俊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12 .-- 2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43-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海洋氣象  444.94  

圖解機械設計 / 西村仁著 ; 蘇星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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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257-9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機械設計  446.19  

Mastercam 入門與範例應用 : V9 版 / 

周文成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6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60-2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機械工程 2.CST: 電腦程式  

446.89029  

車輛感測器原理與檢測 / 蕭順清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67-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車輛 2.CST: 感測器  447  

中古車專業查定圖解聖經 / 林鉦堯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63-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汽車 2.CST: 汽車工程  447.1  

人人都能學會投資電動車全圖解  / 

<<Smart 智富>>真.投資研究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45-9-0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電動車 2.CST: 投資 3.CST: 產

業發展  447.21  

特殊奧運  : 自行車  / 國際特奧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 華 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6-22-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腳踏車運動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447.32  

*(國民營事業)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致勝攻略 / 鄭祥瑞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46-1 (平裝) NT$570 普

遍級  

1.CST: 電機工程  448  

機器人控制原理與實務 / 施慶隆, 李

文猶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6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電整合 2.CST: 自動控制 

3.CST: 機器人  448  

配線設計 / 胡崇頃編著 .-- 三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6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力配送  448.34  

(國民營事業)電子學 / 陳震編著 .-- 第

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5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466-9 ( 平 裝 ) 

NT$530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子學  

448.6  

半導體元件物理學 / 施敏, 李義明, 伍

國珏著 ; 顧鴻壽, 陳密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12 .-- 560 面; 23 公分 .-- (電子電機

系列) .-- ISBN 978-986-5470-56-2 (下

冊: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  448.65  

物聯網理論與實務 / 鄒耀東, 陳家豪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5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聯網 2.CST: 通訊產業 

3.CST: 產業發展  448.7  

自動控制概論 / 陳朝光, 陳介力, 楊錫

凱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

有限公司, 11201 .-- 4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78-363-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自動控制  448.9  

Arduino 積木應用(IPOE G1 積木機器

人) : 使用 mBlock 5 圖控程式介面 / 

賴鴻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59-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機器人 2.CST: 微電腦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  

iPOE A1 輪型機器人應用與專題製

作 : 邁向 IRA 初級與中級智慧型機

器人應用認證 : C 語言使用 Arduino 

Mega / 梅克 2 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6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器人 2.CST: 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02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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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技術人員考驗制度創新計畫. 

111 年度 = 2022 innovation of water 

supply enterprise technician nationa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practice / 弘光科

技大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

署, 11112 .-- 1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25-6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給水工程  445.2  

一秒鐘的改變 / 郝廣才文 ; 貝尼索托

(Pedro Hector Penizzotto)圖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40 面; 29 公分 .-- (格林環

境保育繪本) .-- ISBN 978-626-7180-

40-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環境教育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繪本  445.9  

我們留下了什麼 : 一本關於垃圾的

書  / 史 坦 尼 斯 瓦 夫 . 盧 賓 斯 基

(Stanisław Łubieński)作 ; 鄭凱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

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

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201 .-- 256 面; 20 公分 .-- (For2 ; 

61) .-- ISBN 978-626-7063-2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廢棄物 2.CST: 廢棄物處理 

3.CST: 環境保護 4.CST: 文集  

445.907  

*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111 年 / 凌韻生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台灣

產業服務基金會, 11111 .-- 3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19-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文集  445.907  

海洋廢棄物管理工作成果年報. 2022

年 = 2022 annual report of marine debris 

management /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編著 .-- 高雄市 :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

育署, 1111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54-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廢棄物處理 2.CST: 廢棄物利

用 3.CST: 海洋汙染 4.CST: 海洋環境

保護  445.97  

永 續 年 夜 飯  : 人 類 世 的 餐 桌  = 

Sustainable new year's dinner tables : 

dining in the Anthropocene / 方慧詩, 陳

其農, 徐承堉, 林哲安, 湯立成, 林孟

慧, 郭庭君, 楊雅苓作 .-- 再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博物館, 11111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32-732-3 (平

裝) NT$285 普遍級  

1.CST: 永續發展 2.CST: 環境教育 

3.CST: 多元文化  445.99  

礦冶 

半屏山腳的歲月 : 記憶高雄煉油廠 / 

陸寶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行政法

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11112 .-- 248

面; 23 公分 .-- (高雄文史采風 ; 第 22

種) .-- ISBN 978-626-7171-21-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2.CST: 石油工業  457.06  

*氣宇非凡 : 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 欣林天然氣

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9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5798-3-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2.CST: 歷史  457.806  

應用化學；化工 

*一支番仔火點亮台灣一甲子 : 從火

柴盒看近代史 / 盧坤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餅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0967-8-3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火柴 2.CST: 近代史 3.CST: 臺

灣  462.3  

*走過六十,再創卓越 : 財團法人中華

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60 週年紀

念冊 / 施坤河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

究所, 111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3842-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

技術研究所 2.CST: 禾穀 3.CST: 食品

工業 4.CST: 臺灣  463.06  

食品加工學 / 施明智, 蕭思玉, 蔡敏郎

作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7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41-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食品加工  463.12  

香檳時光 : 品種、釀造、產區、酒

款、品飲、餐搭、故事,享受香檳必

備指南 / 陳匡民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飲饌

風流 ; 113) .-- ISBN 978-986-459-471-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香檳酒  463.812  

Let's Brew!自釀啤酒完全指南 : 第一

本由台灣精釀啤酒師撰寫!完全圖解,

毫不保留! / 宋培弘 Ray Sung 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260-9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啤酒 2.CST: 製酒  463.821  

番仔田陶業風華 .-- 南投縣埔里鎮 : 

水沙連社區大學,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02-1-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陶瓷 2.CST: 窯業 3.CST: 歷史 

4.CST: 南投縣魚池鄉  464.0933  

*帝國的香水  : 「香奈兒五號」與

「紅色莫斯科」的氣味世界 / 卡爾.

施洛格(Karl Schlögl)著 ; 劉于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 (Panorama ; 2) .-- ISBN 978-986-508-

16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香水 2.CST: 歷史  466.71  

精油香水新手實作課 : 精油調香師

教你成功調香的步驟和訣竅 ,玩出

1650 種精油香水 / 張君怡(Sasha)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12 .-- 432 面; 23 公分 .-- (自然生

活 ; 58) .-- ISBN 978-626-96773-2-0 (平

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香水 2.CST: 香精油  466.71  

製造 

物 聯 網 實 戰 . Cloud 篇  : 使 用

NodeMCU-32S/Arduino/LoRa/ 雲 端 伺

服器建立專屬物聯網 / 林聖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15-4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微電腦 2.CST: 雲端運算 

3.CST: 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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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弓的藝術 : 提琴收藏大師教你看

懂琴弓的價值 = The art of solo strings 

violin bow / 莊仲平, 鄭亞拿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華滋出版 : 高談文化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16

面; 22 公分 .-- (What's music) .-- ISBN 

978-626-96936-0-3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琴 2.CST: 工藝設計  471.8  

木工基本機具操作工具書 / 黃俊傑

作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 11112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3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木工 2.CST: 機械設備  474.1  

臺灣手抄紙造紙植物研究 / 劉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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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3-522-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造紙 2.CST: 造紙工業 3.CST: 

植物學 4.CST: 臺灣  476  

打造小小世界 : 用身邊小物製作情

景模型與袖珍屋 / Hanabira 工房作 ; 

甘為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

文化出版社, 11202 .-- 12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7-83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玩具 2.CST: 房屋  479.8  

圖解文具的科學 : 書桌上的高科技 / 

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著 ; 傅莞云翻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110-9-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文具 2.CST: 科學技術  479.9  

商業；各種營業 

臺灣茶多元健康茶飲與智能產製銷

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郭芷君, 楊美珠, 

蘇宗振編輯 .-- 桃園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11111 .-- 3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41-6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3.CST: 行銷

策略 4.CST: 文集  481.607  

突破 Web 的界線 : 融合網頁與電路,

打造個人專屬遊戲機! / 林昰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iThome 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

626-333-313-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電腦資訊業 2.CST: 數位產品 

3.CST: 電腦遊戲  484.6  

導讀臺灣 : 旅行時到書店邂逅一本

書 / 詹慶齡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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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7095-86-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書業 2.CST: 臺灣  487.633  

紙上極限運動 : 出版實踐的全球南

方取樣 = Xsport on paper : samplings of 

publishing practice from the global south 

/ 張紋瑄著 .-- 初版 .-- [彰化縣伸港

鄉] : 張紋瑄出版 : 書寫公廠發行, 

11111 .-- 380 面; 10X17 公分 .-- ISBN 

978-626-01-0711-6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出版業  487.7  

出版島讀 : 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

湖 / 蘇碩斌, 蔡易澄, 劉柳書琴, 林月

先, 張文薫, 楊佳嫻, 張俐璇, 王梅香, 

王鈺婷, 金瑾, 金儒農, 李淑君, 楊宗

翰, 趙慶華, 徐國明, 潘憶玉, 賴慈芸, 

黃崇凱, 郭正偉, 陳國偉, 吳昌政, 鄭

清鴻作 ; 張俐璇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04 面; 23 公分 .-- (歷史

與現場 ; 331) .-- ISBN 978-626-353-

187-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出版 2.CST: 出版業 3.CST: 歷

史 4.CST: 臺灣  487.7933  

服務業經營管理 / 吳政穎, 林村基, 陳

苑欽, 林俊裕, 曾俊洲編著 .-- 修訂再

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 4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

088-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服務業管理  489.1  

現在就出發!日本藥妝店大攻略 / 鄭

世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出版

有限公司, 11201 .-- 200 面; 19 公分 .-

- (好好玩 ; 17) .-- ISBN 978-626-95426-

8-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化粧品業 2.CST: 美容業 

3.CST: 購物指南 4.CST: 日本  

489.12  

旅店設計品牌再造 : 從策劃、設計

到創新的關鍵心法 / 袁世賢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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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08 面; 24 公分 .-- 

(Ideal business ; 26) .-- ISBN 978-986-

408-875-1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旅館經營 2.CST: 品牌行銷 

3.CST: 空間設計 4.CST: 個案研究  

489.2  

商學 

每個人都能打造線上課! : 知識付費

時代,你會的每一種本事,都能為你賺

進滾滾睡後收入! / 露西 .格里菲斯

(Lucy Griffiths)著 ; 許可欣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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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52 面; 21 公

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814) .-- 

ISBN 978-626-318-514-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行銷管理 

3.CST: 創業  490.29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 數位新知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4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561-2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網路行銷  

490.29  

創造力就是你的競爭力 : 十位運用

創造力,開拓驚人效益的商業模式! / 

溫思慧, 車正國, 周子汧, 胡凱傑, 游

鴻耀, 劉嘉仁, 鄭惟仁, 謝易宏, 璽固

馬耀, 謝榮輝合著 ; 卓天仁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巔峰潛能有限公司, 

11111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183-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造力  490.99  

英文 E-mail 抄這本就夠了 / 張慈庭英

語研發團隊著 .-- 增訂二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480 面; 23 公分 .-- (原來如

此 ; E264) .-- ISBN 978-626-7116-22-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商業書信 2.CST: 商業英文 

3.CST: 商業應用文 4.CST: 電子郵件  

493.6  

英 文 商 業 書 信 寫 作 技 巧 與 範 例  / 

Michelle Witte 著 ; 羅慕謙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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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00-170-1 (16K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商業書信 2.CST: 商業英文 

3.CST: 商業應用文 4.CST: 寫作法  

493.6  

會計 : 有錢人的語言: 生意有沒有賺

錢?財報裡透露什麼訊息?什麼錢不

該花?會賺錢的公司怎麼找?這些問

題以前人們都遇過,讀懂會計的歷史,

你會了解有錢人都在乎什麼? / 田中

靖浩作 ; 郭凡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Biz ; 419) .-- ISBN 978-626-

7192-90-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會計學 2.CST: 商業管理 

3.CST: 歷史  495.1  

圖解財務報表分析 / 伍忠賢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20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

291-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財務報表 2.CST: 財務分析  

495.47  

2040 數位行銷圈客法則 : 善用全新

行銷 4P 與顧客建立永續連結 / 奥谷

孝司, 岩井琢磨作 ; 高詹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

分 .-- (Big ; 405) .-- ISBN 978-626-353-

24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行銷管理 

3.CST: 顧客關係管理  496  

SEO 超入門. 2 / 嚴家成, 盧盟晃, 何慧

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37-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搜尋引擎 

3.CST: 網站  496  

區塊鏈品牌行銷術 : 品牌不逆襲,就

關門大吉 / 鄭聯達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9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7165-15-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品牌行銷 2.CST: 行銷策略  

496  

鐵粉狂下單社群經營變現術 : 業績

破億的電商女王教你從打造品牌、

創造互動率、紛絲養成到定價策略,

不用爆紅、不是 KOL 也能賺大錢! / 

藤あや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

訊出版社,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97-08-0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98%顧客都買單の成交心理學 : 為何

她不介紹產品,只用「一句話」就能

勾起顧客的購買欲望 / 和田裕美作 ; 

黃瓊仙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

分 .-- (Smart) .-- ISBN 978-626-7148-

31-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職場成功法  

496.5  

業務之神的絕學 : 加賀田晃簽約率

99％的銷售術牛津大學的 6 堂領導

課 / 加賀田晃作 ; 鄭舜瓏譯 .-- 三版 .-

- 新 北 市  : 大 樂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Smart) .-- 

ISBN 978-626-7148-32-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銷售  496.5  

簡單行銷學 : 看透客戶心理,巧用三

寸不爛之舌,「推」開世界的大門! / 

吳載昶, 尤貝貝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26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557-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廣告設計策略與管理 : 打造廣告人

安身立命的生存法則 / 翟治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8-377-0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廣告設計 2.CST: 策略管理  

497.2  

哇!!廣告還沒看完已經喊+1 的爆款

文案 : 我想教你在 LINE、抖音、IG,

寫出千萬流量與銷售的 72 個技巧! / 

許顯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48-29-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廣告文案 2.CST: 廣告寫作 

3.CST: 行銷策略  497.5  

*連鎖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許英傑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4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923-6-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連鎖商店 2.CST: 加盟企業 

3.CST: 企業管理  498.93  

企業管理 

<<老子>>思想於企業高階經理人

「領導」與「管理」實務應用之個

案研究 / 曾國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人

文商管 ; 1305002) .-- ISBN 978-986-

478-788-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老子 2.CST: 研究考訂 3.CST: 

企業領導 4.CST: 企業經營  494  

一口氣讀完 28 本管理學經典 / 宋學

軍作 .-- 四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

版圖書有限公司, 11201 .-- 384 面; 23

公分 .-- (成功講座 ; 388) .-- ISBN 978-

986-392-473-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一看就懂管理學 : 全方位精華理論

與實務知識 / 戴國良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82-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失落的杜拉克管理藝術 / 約瑟夫.馬

齊里洛(Joseph A. Maciariello), 凱倫.林

克萊特(Karen E. Linkletter)作 ; 許貴運

譯 .-- 臺北市 :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4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673-7-9 (精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打造敏捷企業 : 在多變的時代,徹底

提升組織和個人效能的敏捷管理法 / 

戴瑞.里格比(Darrell Rigby), 莎拉.艾

柯(Sarah Elk), 史帝夫 .貝瑞茲(Steve 

Berez)著 ; 江裕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178) .-- ISBN 978-626-

7195-14-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工作效率  

494  

百年企業的關鍵 : EMBA 同學與宗教

信徒必讀的 10 則故事 / 陳正勳著 .-- 

一版 .-- 臺中市 : 瑞成書局, 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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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5-

914-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管理 

3.CST: 成功法  494  

商戰與孫子兵法 / 郭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563-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孫子兵法 2.CST: 研究考訂 

3.CST: 品牌行銷  494  

國 際 企 業 概 論  / Ricky W. Griffin, 

Michael W. Pustay 著 ; 廖紫柔, 張務華

譯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201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92-6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企業 2.CST: 企業管理  

494  

專案管理 : 結合實務與專案管理師

認證 / 劉文良著 .-- 六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376-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專案管理  494  

從學徒到紅頂商人 : 胡雪巖傳奇 / 章

岩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3-78-9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胡雪巖 2.CST: 企業經營 

3.CST: 人生哲學 4.CST: 成功法  

494  

從獨立設計師到品牌經營 : 室內設

計創業經營管理學 / 張麗寶, 康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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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20 面; 22 公

分 .-- (Ideal business ; 27) .-- ISBN 978-

986-408-876-8 (精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品牌行銷  494  

無私的力量 : 鄭崇華的初心與台達

經營哲學 / 鄭崇華等口述 ; 傅瑋瓊採

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0 面 ; 21 公 分  .-- ( 社 會 人 文  ; 

BCB785) .-- ISBN 978-986-525-975-4 

(精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台達電子工業公司 2.CST: 企

業經營 3.CST: 企業管理  494  

微創新大突破 : 八大心法教你培育

創意的火花,看似平凡的點子也能累

積出意想不到的成果 / 喬希.林克納

(Josh Linkner)著 ; 連緯晏(Wendy Li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03-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商業 2.CST: 創意 3.CST: 創造

性思考  494  

變革驅動力 : 企業塑造變革 DNA、

提升競爭力的祕密 / 蘇志宏著 .-- 初

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出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

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63-3-

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組織管理 

3.CST: 個案研究  494  

不空轉的省時工作術 / 伊庭正康著 ; 

黃雅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

分 .-- (Think ; 246) .-- ISBN 978-626-

7251-02-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工作效率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01  

給企業人的法律書 / 寰瀛法律事務

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訊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3

公分 .-- (商訊叢書 ; YS09945) .-- ISBN 

978-626-96732-0-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企業法規 2.CST: 公司法  

494.023  

企業研究方法  / Roger Bougie, Uma 

Sekaran 原著 ; 陳可杰譯 .-- 八版 .-- 新

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536-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研究方法  

494.031  

全球化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 2022 =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ICGI, Bangkok, Thailand / 

謝介仁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仁成

數位圖文有限公司, 11111 .-- 2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42-0-5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全球化 2.CST: 企業管理 

3.CST: 國際貿易 4.CST: 文集  

494.07  

杜拉克講座選 : 管理、社會和經濟

的 必 修 課  / 彼 得 . 杜 拉 克 (Peter F. 

Drucker)作 ; 林麗冠譯 .-- 臺北市 : 博

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14 面; 

21 公分 .-- (跨世紀大師彼得.杜拉克

全集 ; 39) .-- ISBN 978-626-95673-5-5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文集  

494.0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術論壇經營與

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2 第二十

一 屆  = 2022 NTUB Conference of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 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管理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所)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05-4-

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國際企業 2.CST: 企業管理 

3.CST: 文集  494.07  

臺灣企業卓越管理實務導論 / 陳定

國, 吳哲生, 林俊裕編著 .-- 修訂再

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 40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

089-9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文集  

494.07  

大數據決策分析盲點大突破 10 講 : 

我分類故我在 / 何宗武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408 面; 23 公分 .-- (博雅

科普 ; 14) .-- ISBN 978-626-343-586-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決策管理 2.CST: 統計分析  

494.1  

企劃案撰寫實務 : 理論與案例 / 戴國

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538-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企劃書  494.1  

彼得原理 = Peter principle / 于珊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6-860-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管理理論  494.1  

最高數字思考術 : 解決問題最簡單

的方法!用小學生的「四則運算法」

成為高績效職場強者,19 堂提升自我

產值與賺錢敏銳度的數感課 / 中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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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一郎著 ; 劉格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62-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管理數學 

3.CST: 思考  494.1  

新競爭策略 : 從 idea 到創業 X 複利

成長經營 X 品牌轉型突破,一本網羅

創業人必學的觀念法則! / 李慶豐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36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01-6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企業競爭 2.CST: 企業策略 

3.CST: 策略管理  494.1  

管理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

著 ; 顧淑馨譯 .-- 臺北市 : 博雅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跨世

紀大師彼得.杜拉克全集 ; 38) .-- ISBN 

978-626-95673-6-2 ( 全 套 : 精 裝 ) 

NT$82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1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商務管

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致理科

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編輯 .-- 新北市 :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 11112 .-

- 1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196-7-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文集  

494.107  

千萬教練團隊必勝攻略 : 打造千萬

團隊的 30 個密技 / 邢益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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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56-16-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494.2  

世界最強顧問的 6 堂說話課從重點

開始說  : 重新排列你的「說話順

序」,讓對方的頻頻說好 / 田中耕比

古作 ; 黃立萍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Smart) .-- ISBN 978-626-

7148-34-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組織傳播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主管帶人的實戰手冊 : 海豹部隊指

揮官不藏私的帶人智慧,教你運用領

導力打造一支精銳的團隊 / 喬可.威

林克(Jocko Willink)著 ; 徐源懋譯 .-- 

臺北市  : 久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336 面; 21 公分 .-- (Business ; 

29) .-- ISBN 978-626-95288-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領導 2.CST: 策略規劃  494.2  

成為讓部屬願意追隨的上司 : 51 個

帶人先帶心的領導力 / 岩田松雄著 ; 

劉滌昭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58-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企業領導 

3.CST: 組織管理  494.2  

慣老闆帶來的五十道陰影 : 讓仇恨

值飆高的無腦發言,員工沒甩辭職信

是你走運! / 高海友, 龔學剛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24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9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3.CST: 說話藝術  494.2  

別讓不安吃掉你的人生 : 延伸 Google

「心理安全感」概念,發揮個人最大

潛能與團隊共贏 / 松村亞里著 ; 鍾嘉

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657-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組織心理學 2.CST: 社會心理

學  494.2014  

人力資源管理 / 鄭正豐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04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70-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管理  494.3  

漫畫圖解.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 

/ 石田淳著 ; 賴郁婷譯 .-- 再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5-72-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事管理 2.CST: 企業領導 

3.CST: 漫畫  494.3  

漫畫圖解.不懂帶團隊,那就大家一起

死! / 石田淳著 ; 何信蓉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

行,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73-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人事管理 2.CST: 企業領導 

3.CST: 漫畫  494.3  

10 歲開始自己做生涯規畫 : 讓喜歡

的事變成工作,提前部署快樂又有成

就的人生 / 寶槻泰伸監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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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19X21 公分 .-- (廣泛

閱讀)(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

7224-20-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心理

學 3.CST: 通俗作品  494.35  

不再陷入離職的循環 / 佐野創太作 ; 

黃立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

化,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內在

小革命 ; 67) .-- ISBN 978-626-7026-24-

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心理

學  494.35  

不費力就能得到的狡猾工作術 / 佐

久間宣行作 ; 羅淑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Think ; 244) .-- 

ISBN 978-626-7192-80-1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 : 人氣

podcast 製作人瓦基打造夢幻工作的

14 個行動計畫 / 瓦基(莊勝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工作生活 ; BWL094) .-- ISBN 

978-986-525-981-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生涯規劃  

494.35  

回話的藝術  : 有些時候你不該說

「正確答案」,你該說的是「聰明答

案」 / 鈴木銳智作 ; 易起宇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Smart) .-- 

ISBN 978-626-7148-35-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說話藝術  

494.35  

如果比爾蓋茲是我老闆 : 看透客戶

心理、落實時間管理、完美推銷自

己,最有效職場守則,所有客戶的疑難

雜症都不是問題! / 康昱生著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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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5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58-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找人,不找方法 : 提高團隊效能,達成

更 大 目 標 的 公 式  / 班 傑 明 . 哈 迪

(Benjamin Hardy), 丹 . 蘇 利 文 (Dan 

Sullivan)合著 ; 吳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商業周刊, 11202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9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找到對的主管,跟班當好當滿! : 相處

四禁忌 X 升遷五地雷 X 說話八原則,

掌握職場相處技術,晉升比火箭還快

速! / 宋希玉, 林凌一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4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人際關係  

494.35  

求職 RPG 關主換你當 : 古怪上司 X

機車同事 X 小人下屬,教你伏妖降魔,

一路過關斬將! / 殷仲桓, 林凌一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0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50-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思維的良率. 2 / 彭建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商業周刊, 1120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2-06-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被領導學 : 當下屬別只是坐著乾等,

向主管學習,直接培養你的領導能力! 

/ 戴譯凡, 原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2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551-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心理

學  494.35  

職場優升學 : 25 個自我優化、能力

躍遷的長勝法則! / 方植永(小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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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邁

向成功叢書 ; 89) .-- ISBN 978-626-

7181-3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離職說明書 : 擺脫萬年社畜心態,培

養專業工作者的十項核心力,隨時離

職都不怕! / 金湖著 ; 馮燕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113) .-- ISBN 978-626-

349-119-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資訊管理 : 後疫情時代企業的數位

轉型 / 魯明德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57-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資訊系統 2.CST: 資訊管

理  494.8  

國際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 第二十

七屆 : 擁抱智慧生活與數位轉型 =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Practice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廖則竣, 陳瑞甫

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嘉藥學校

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系 ; 

[嘉義縣民雄鄉] :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部

分 內 容 為 英 文  .-- ISBN 978-986-

99296-1-5 (平裝附光碟片) NT$1200

普遍級  

1.CST: 資訊管理 2.CST: 資訊科技 

3.CST: 電子商務 4.CST: 文集  

494.807  

社會科學類 

統計 

給論文寫作者的進階統計指南 : 傻

瓜也會跑統計. II / 顏志龍, 鄭中平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45-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教育 

羅素談理想人格與文明之路 : 出生

之年、性知識、大學教育、品性與

智力,世紀智者論現代教育 / 伯特蘭.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 郭繼麟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19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27-0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通俗作品  520  

耶拿教育手冊 : 一種自然的混齡教

學規律 = Jenaplan education : a natural 

rhythm for mixed-age education / 李嘉

年, 張朝翔, 林姵君, 簡圭彣, 楊肖悠

然, 陳詩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11112 .-- 1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7-20-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哲學 2.CST: 混齡教學  

520.11  

教育規準論 / 林逢祺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28-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教育哲學  520.11  

英美教育目的 : 分析傳統 / 簡成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51-3 (平裝) 

NT$570 普遍級  

1.CST: 教育哲學  520.14  

約翰.洛克論後天教育 : 身體健康、

品德高尚、待人有禮、學識淵博,英

國最著名哲學家的教育思想 / 約翰.

洛克(John Locke)著 ; 關明孚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1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21-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洛克(Locke, John, 1632-1704)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教育哲學  

520.148  

華德福教育創始人魯道夫.史坦納論

教育 : 模仿與遺傳、情感與意志、

性格與藝術,以精神科學研究教育的

基礎 / 魯道夫.史坦納(Rudolf Steiner)

著 ; 王少凱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23-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史坦納(Steiner, Rudolf, 1861-

1925)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教育

哲學  5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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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在教育領域應用 / 陳力俊, 吳清

基, 張國恩, 黃國禎, 林文源, 劉晨鐘, 

陳志銘, 曾憲雄, 楊鎮華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111 .-- 192 面; 30

公分 .-- (專題報告 ; 2022-01) .-- ISBN 

978-626-95628-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人工智慧 3.CST: 

文集  520.7  

當老師真是太棒了 : 一位年輕老師

在教育現場的無限可能 / 黃俊堯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 (Catcher ; 106) .-- ISBN 978-986-406-

328-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師生關係 3.CST: 

文集  520.7  

雙語教育與師資培育 / 周秋惠, 李佳

家, 林麗菊, 陳純音, 田耐青, 簡雅臻, 

鄒文莉, 林子斌, 黃家凱, 陳錦芬, 沈

力群, 莊育娟, 陳宥霖, 陳玉娟, 葉德

蘭作 ;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713-82-9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雙語教育 2.CST: 師資培育 

3.CST: 文集  520.7  

藝教深耕啟萬世 : 中小學視覺藝術

課程發展史 / 王麗雁, 丘永福, 江學瀅, 

李靜芳, 林仁傑, 陳育祥, 趙惠玲, 鄭

明憲, 盧姵綺, 羅美蘭合著 ; 趙惠玲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

院,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5-

055-4 (上冊 :平裝 ) NT$610 .-- ISBN 

978-626-345-056-1 ( 下 冊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臺灣教育 2.CST: 藝術教育 

3.CST: 教育史 4.CST: 中小學教育  

520.933  

成長性思維學習指南 : 幫助孩子達

成目標,打造心態致勝的實戰教室 / 

安妮.布魯克(Annie Brock), 希瑟.韓德

利(Heather Hundley)著 ; 王素蓮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28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BKEE0240P) .-- ISBN 

978-626-305-388-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學習心理 2.CST: 激勵  521.1  

耳讀學習法 : 比「閱」讀更有效率

的記憶法 / 清水康一郎著 ; 慕樂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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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92 面; 21 公

分 .-- (ideaman ; 150) .-- ISBN 978-626-

318-50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自我實現  

521.1  

最強學習法大全 : 能實現超高效學

習成果的 100 個技巧 / 和田秀樹著 ; 

劉愛夌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202 .-- 228 面; 21 公

分 .-- (勁草生活 ; 528) .-- ISBN 978-

626-320-34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521.1  

超強記憶學習法 : 用遺忘、複習的

學習周期,加速理解與維持記憶 / 彼

得.霍林斯(Peter Hollins)著 ; 林幼嵐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9-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521.1  

教學原理與實務  / 張清濱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4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91-9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教學理論 2.CST: 教學設計 

3.CST: 教學法  521.4  

創新教學可以這樣想 : 議題導向、

跨領域、敘事教學定向思考 / 林文

琪, 黃淑玲, 蔡郁焄, 謝宜真作 ; 陳明

柔主編 .-- 臺中市 : 跨維度教學創新

實驗室, 11112 .-- 160 面; 20X20 公分 .-

- (教學創新實驗室) .-- ISBN 978-626-

96851-0-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教學研究 2.CST: 教學設計  

521.4  

夢的實踐. 3 : MAPS 種子教師教學現

場紀實 / 第三屆 MAPS 種子教師合

著 ; 王政忠總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方寸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6 公分 .-- (言無盡 ; 6) .-- ISBN 

978-986-06907-2-9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教學法 2.CST: 系統化教學 

3.CST: 文集  521.407  

平權的校園對話 / 米卡.波洛克(Mica 

Pollock)著 ; 朱立群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200-37-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溝通 2.CST: 師生關係 3.CST: 

教育傳播  521.65  

福祿貝爾談「人的教育」 : 訓練發

展、學校與家庭、身體知識、自然

教育......現代學前教育理論 / 弗里德

里希 .福祿貝爾(Friedrich Fröbel)著 ; 

周博文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2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34-8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理論  523.21  

FOOD 超人ㄅㄆㄇ拼音遊戲書 / 風車

編輯群編著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1112 .-- 92 面; 30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784-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注音符號 

3.CST: 學前教育 4.SHTB: 語言文學--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核 心 素 養 導 向 的 課 程 與 教 學  = 

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 吳璧純, 林永豐, 周淑卿, 

丁思與, 單維彰, 張僑平, 林智中, 侯

惠澤, 葉珍玲, 甄曉蘭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 184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 ISBN 978-957-511-895-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教學設計 2.CST: 課程規劃設

計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  

自主學習紀實 : 從社群到課堂之實

踐  = A documentary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 from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o classroom 

practice / 洪詠善, 柯淑玲, 徐嘉郁, 王

敏如, 陳雅慈, 陳怡如, 康雅玲, 朱嘉

凰, 黃慈愛, 邱玟瑾, 莊士賢, 黃宛婕, 

蔡怡真, 林潔儀, 李宛倫, 黃寶靚, 陳

珮文, 宋雅筠, 林純如作 ; 林純如主

編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111 .-- 2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71-27-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自主學習 2.CST: 中小學教育 

3.CST: 文集  523.307  

一步一步學閱讀 / 賴慶雄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12 .-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

442-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閱讀指導 2.CST: 小學教學  

5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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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圖.增訂版天天閱讀. 中年級 / 賴慶

雄主編 .-- 三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

版社, 11201 .-- 冊 .-- ISBN 978-986-

452-439-6 (第 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52-440-2 (第 2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52-441-9 (第

3 冊:平裝) NT$17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小學教學  523.31  

彩圖.增訂版天天閱讀. 低年級 / 賴慶

雄主編 .-- 三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

版社, 11201 .-- 冊 .-- ISBN 978-986-

452-436-5 (第 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52-437-2 (第 2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52-438-9 (第

3 冊:平裝) NT$17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小學教學  523.31  

講義式評量. 英語. 3 下(康 Wonder 2) 

/ 林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

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77-1 (平

裝) NT$21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材  523.318  

講義式評量. 英語. 3 下(翰 Here 2) / 林

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78-8 (平裝) 

NT$21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3.CST: 教材  523.318  

素養導向 : 數學教學實務 / 謝如山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 ; 臺北市, 11111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41-22-9 (第 1 冊: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教學設計 

3.CST: 教學法 4.CST: 中小學教育  

523.32  

寫給小學生的健康小學堂 / 吳世硯

作 ; 金眞華繪 ;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305)(改變孩子未來的思考

閱讀系列 ; 1) .-- ISBN 978-626-349-

11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衛生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523.33  

勇闖媒體識讀樂園 : 表意權.敘事素

養與思辨 / 張耀仁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 學 林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299-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傳播教育 2.CST: 媒體教育 

3.CST: 初等教育  523.35  

芒果妹妹要出國 / 吳肇芸文 ; 趙雅玲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農村

發展基金會, 11112 .-- 27 面; 30 公分 .-

- (親親田園食農讀本 ; 1)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95725-1-9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繪本 3.CST: 

初等教育  523.39  

翡翠王國的祕密 / 洪佳如文 ; 灰塵魚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農村

發展基金會, 11112 .-- 31 面; 30 公分 .-

- (親親田園食農讀本 ; 2)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95725-2-6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繪本 3.CST: 

初等教育  523.39  

檳榔山大王的煩惱 / Aleaf 文 ; Singing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農村

發展基金會, 11112 .-- 27 面; 30 公分 .-

- (親親田園食農讀本 ; 3)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95725-3-3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繪本 3.CST: 

初等教育  523.39  

我的一天 / 包以紗作 .-- 臺北市 : 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 , 11111 .-- 24 面 ; 

21X29 公分 .-- ISBN 978-626-7144-94-

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新住民 2.CST: 多元文化教育 

3.CST: 繪本 4.CST: 初等教育  

523.933  

拉拉&卡卡在臺灣 / 劉倢妤, 王冠翔

文 ; 王慈瑄圖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 11111 .-- 22 面; 21X29 公

分 .-- ISBN 978-626-7250-15-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新住民 2.CST: 多元文化教育 

3.CST: 繪本 4.CST: 初等教育  

523.933  

預見善教 遇見樂學 : 促進自主學習

課堂教學實踐指引 2.0 = Proactively 

engage in SRL, encounter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 張明文總策畫 .-

- 新 北 市  : 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11112 .-- 17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35-85-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自主學習 2.CST: 中等教育 

3.CST: 文集  524.07  

樂高 SPIKE 機器人創意專題實作 : 使

用 LEGO Education SPIKE App 與擴充

組 / 李春雄, 李碩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6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機器人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4.CST: 中等教

育  524.375  

一本讀通英文詞性 : 圖解基礎英文

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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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513-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3.CST: 中等

教育  524.48  

風起竹嶺 百年飛颺 : 國立新竹高中

100 週年特刊 / 黃大展主編 .-- 初版 .-

- 新 竹 市  : 國 立 新 竹 高 級 中 學 , 

11112 .-- 5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451-65-3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國立新竹高中  524.833/112  

北海岸跨校永續實踐聯展暨共創北

海岸學術研討會 / 牛涵錚總策畫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辦公室, 11111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32-35-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學校與社會 

3.CST: 社會參與  525.016  

教之有方 : 2022 中央大學傑出與優

良教師群像 / 李瑞騰, 康珮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1112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492-3-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學法 

3.CST: 文集  525.03  

劍橋大學教授亞瑟.本森的「大學之

窗」 : 美感與藝術、教育之道、簡

樸人生,與心靈導師來場跨世紀交談 

/ 亞 瑟 . 克 里 斯 多 福 . 本 森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著 ; 張天紅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24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25-6 (平

裝) NT$3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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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高等教育 2.CST: 言論集  

525.07  

學術倫理、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  / 

許育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201 .-- 408 面; 21 公

分 .-- (國立成功大學法學叢書 ; 48) .-

- ISBN 978-957-511-920-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學術研究 2.CST: 大學自治 

3.CST: 高等教育 4.CST: 文集  

525.07  

牛津大學副校長喬治.戈登論人才培

育 : 推理能力、文學素養、品格塑

造、人生遠景,英國文學家論大學教

育 / 喬治.戈登(George Stuart Gordon)

著 ; 宋孚紅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81-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育理論  

525.1  

大學中原住民族文化永續教學的課

程研究 / 吳天泰, 何縕琪, 陳雅玲, 李

沛恩作 ; 吳天泰主編 .-- 初版 .-- 花蓮

縣壽豐鄉 :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

族學院, 11112 .-- 3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74-3-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原住民族 

3.CST: 民族文化 4.CST: 教學研究  

525.3  

輕鬆瞭解友善/有機產品與飼養 / 牛

涵錚總策劃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11111 .-- 60

面; 26 公分 .-- (飲食視角系列課程) .-

- ISBN 978-626-7032-36-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有機農業 2.CST: 高等教育  

525.3  

前瞻數位社會科學人才培育創新教

學方法. 二 : 扎根與實踐 / 葉婉如, 王

靖興, 胡中凡, 林常青, 李建霆, 蕭富

仁合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

大學社會科學院, 11112 .-- 1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227-0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社會科學 

3.CST: 教學研究 4.CST: 文集  

525.307  

前瞻數位社會科學人才培育創新教

學方法. 三 : 跨域與前瞻 / 蕭富仁, 林

常青, 蒙志成, 陳建仁, 葉婉如, 胡中

凡, 鄧佳恩, 郭彥廉, 陳韻如, 陳文典, 

王篤強, 陳建良, 林啟超, 王翊全, 朱

宏杰, 蔡慧萍, 江淑真, 巫博瀚合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學社會

科學院, 11202 .-- 16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27-02-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社會科學 

3.CST: 教學研究 4.CST: 文集  

525.307  

自然中正. 2e = CCU nature. 2e / 陸維

元撰文 .-- 嘉義縣民雄鄉 : 國立中正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63-2-8 (精

裝)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生態教育 

3.CST: 高等教育  525.33  

桃園文化廊道 : 雙溪行旅追尋中壢 / 

林煒舒, 張泓斌, 陳錦昌, 黃智明, 黃

智信, 藍博瀚作 ; 梁家祺總編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594-5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區域研究 

3.CST: 高等教育 4.CST: 桃園市  

525.33  

國防大學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第三屆 / 李成中總編輯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1111 .-- 21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80-50-4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全人教育 

3.CST: 文集  525.3307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6 / 臺大

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 ; 洪貞玲主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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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Taida 臺

大 系 列 ) .-- ISBN 978-986-350-675-1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大學教師 2.CST: 優良教師 

3.CST: 高等教育 4.CST: 教學法  

525.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社會責任暨

校務研究年度報告書. 2021 / 莊季高

總編輯 .-- 基隆市 :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 11111 .-- 1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73-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CST: 學

校管理 3.CST: 學校行政 4.CST: 社會

參與  525.833/105  

樹德金字招牌 修平點亮未來 : 校友

專刊. 第三輯 / 林彥霆總編輯 .-- [臺

中市] : 修平科技大學, 11112 .-- 1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53-7-7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修平科技大學 2.CST: 臺灣傳

記  525.833/117  

教育決策機制 : 檢討與改進 / 吳清山, 

顏國樑, 葉佐倫, 梁金盛, 劉鎮寧, 王

慧蘭, 陳佩英, 許仁豪, 湯堯, 何希慧, 

黃烽榮, 陳榮政, 楊雨樵, 丁志權, 陳

世聰, 黃國忠, 王如哲, 李宜珍(Doris 

Lee), 梁忠銘, 張慶勳合著 ; 張慶勳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59-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教育政策 2.CST: 文集  

526.1107  

偏鄉學校的經營與管理  =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in rural and remote 

schools / 葉信一, 劉鎮寧, 何俊青, 湯

志民, 鄭新輝, 徐明和, 王慧蘭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164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

系列) .-- ISBN 978-957-511-894-5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偏遠地區教育 2.CST: 學校管

理 3.CST: 文集  527.07  

學校衛生護理 = School health nursing 

/ 黃璉華, 周明慧, 梁宜芬, 洪毓玲, 黃

秀媚, 楊靜昀, 黃淳霞, 沈桂枝, 劉慧

茹, 孫蓉蓉, 姚念慈作 .-- 四版 .-- 臺北

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4-

69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學校護理  527.7  

北一女青春.樂旗 / 北一女中樂儀旗

隊永續發展協會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565-5-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北一女樂儀旗隊  527.83  

「被」分心的孩子,愛干擾的父母 : 

不暴躁、不苛求、不逼迫,雙方都該

學會「靜心」,爸媽更要一起練習! / 

胡郊仁, 陳雪梅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78-2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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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親職教育 2.CST: 注意力 

3.CST: 兒童教育  528.2  

一句教養 : 化解親子衝突,用薩提爾

對話連結內心渴望 / 李儀婷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272 面; 19 公分 .-- (家

庭與生活 ; 83) .-- ISBN 978-626-305-

374-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子溝通 2.CST: 親子關係 

3.CST: 親職教育  528.2  

十堂說話啟蒙課,孩子開口不再忐忑 : 

速讀、背誦、複述......從不善言辭到

侃侃而談,孩子只是欠缺一點口才訓

練 / 呂定茹, 陳雪梅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8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76-8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說話藝術 

3.CST: 口才  528.2  

小時候的棒不是棒,教到成材才是真

的強! : 挫折教育 X 自主意識 X 情緒

管理,學校沒有教的軟實力,從家庭中

學起! / 李雅婷, 陳雪梅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6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03-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天賦密碼 : 從基因科學了解孩子天

生優勢,掌握教養的成功關鍵 / 丹妮

爾.迪克(Danielle Dick)著 ; 尤采菲譯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80 面; 21 公分 .-- (親子共學

堂 ; 42) .-- ISBN 978-986-342-136-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育兒  528.2  

成為孩子的安全基地 : 諮商心理師

教你培養孩子的情緒彈性,同時也能

好好照顧自己 / 蘇鈺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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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商

周教育館 ; 59) .-- ISBN 978-626-318-

49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職教育  528.2  

你的孩子還沒長大成人,為何就已淪

為「孤家寡人」? : 橫行霸道、出口

成髒、自私自利......別人對孩子唯恐

避之不及,全都是家長的問題! / 黃依

潔, 欣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04-1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和孩子同一國 / 徐聖惠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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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08-32-4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關係 

3.CST: 兒童心理學  528.2  

孩子心中的那道疤,必須用一輩子療

傷 : 填平代溝、尊重隱私、停止比

較,營造良好氛圍的第一步,從改善親

子關係做起 / 胡郊仁, 曉秋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2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0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子溝通 2.CST: 親子關係 

3.CST: 親職教育  528.2  

孩子本無錯,父母逼太過 : 菁英培養、

才藝投資、陪讀輔導 ,究竟是父母

「想要」還是孩子「需要」? / 孫桂

菲, 欣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56-0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子女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528.2  

孩子越倔強,我越溫柔 : 30 個關鍵指

引,陪孩子、也陪青春期的自己再長

大一次 / 吳孟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72 面; 21 公分 .-- (catcher ; 107) .-- 

ISBN 978-986-406-331-4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關係 

3.CST: 親子溝通  528.2  

孩子總是驚慌?勇敢也是一種教養 : 

停止嚴厲責備和愛的小手,鐵血教育

早就生鏽! / 呂定茹, 麥小麥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263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06-5 (平

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自信  528.2  

洪蘭老師從科學實證中談孩子成長

與教養學習 : 給 0~12 歲孩子的家長 

符合大腦科學的教育方式 / 洪蘭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71-66-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兒童發展  528.2  

偵探少女事件簿 : 屁屁偷拍之謎 / 田

詠葳, 陳延昇著 ; 魏宜君繪 .-- 初版 .-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201 .-- 32 面; 26 公分 .-- (教育通識

系列) .-- ISBN 978-986-5470-55-5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媒體素養 2.CST: 親職教育 

3.CST: 繪本  528.2  

培養孩子的「內在力」,不愁未來沒

有一席之地 : 自主選擇、善用時間、

勇於質疑......擁有八種軟實力 ,孩子

才具備了跑第一的能力! / 方佳蓉, 陳

雪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2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69-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教孩子挫折,從故事講起 : 虛擬性困

難 X 激勵性困難 X 保護性困難,不經

一「事」不長一智,受到打擊也會馬

上爬起! / 方佳蓉, 陳添富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26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11-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教養是合作 : 阿德勒陪你探索最適

親子關係,讓共好成為家庭日常 / 李

家雯 Heidi Le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5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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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消音的童言童語 : 自卑膽怯、社

交恐懼、孤獨封閉......那些「安靜」

背後的原因,家長了解多少? / 陳盈如, 

趙華夏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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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59-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家庭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2  

這樣的教養,有毒 : 精神科醫師詳解,

終結父母也沒注意到的 NG 教養 / 井

上智介著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

659-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家庭教育 2.CST: 親子關係  

528.2  

與其為孩子披荊斬棘,不如教會他生

存能力 : 啟蒙教育、小天才計畫、

花式才藝班......整天望子成龍 ,小心

龍會變成蟲! / 孫桂菲, 欣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24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16-4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說故事代替碎念,孩子絕對聽得進 : 

交代任務法 X 鼓勵提問法 X 配音表

演法,花點時間陪伴孩子,別因為一句

吼叫就讓親子關係壞掉 / 李雅婷, 夏

天雪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77-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家庭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528.2  

誰的青春不叛逆  / 神老師&神媽咪

(沈雅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208 面; 21 公分 .-- (教養生活 ; 73) .-

- ISBN 978-626-353-229-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關係 

3.CST: 青春期  528.2  

換個語氣這樣做 : 教出高韌性堅強

孩子的親子管教萬用句 / 足立啓美

作 ; 劉姍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408-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1  

培養悅.讀.力 / 陳漢, 宋達, 歐家榮編

著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51-5-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公民教育 

3.CST: 中等教育  528.33  

50+心腦方成式 : 給高齡者的創意方

案四部曲 / 林麗惠主編 .-- 嘉義縣民

雄鄉 : 中華社會設計學會, 11111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738-

3-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老人教育 2.CST: 失智症 

3.CST: 教學方案  528.433  

樂齡動腦 共老共好 : 高齡團體活動

手冊 / 曾敏傑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11201 .-

- 384 面; 26 公分 .-- (國立臺北大學社

科院 USR 計畫系列叢書 ; 9) .-- ISBN 

978-626-96026-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老人教育 2.CST: 終身學習  

528.433  

上流教養 : 我在紐約曼哈頓豪門擔

任家教所學到的事 / 布萊絲.格羅斯

伯格(Blythe Grossberg)著 ; 謝靜雯譯 .-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潮浪文化, 11201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327-8-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格羅斯伯格(Grossberg, Blythe, 

1971- ) 2.CST: 補習教育 3.CST: 菁英

教育  528.47  

紅豆綠豆碰 : 綠豆兵想當網紅 / 吳佐

晰文 ; 吳淑華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112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26-779-4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德育 2.CST: 品格 3.CST: 漫畫  

528.5  

聖術師的覺醒 : 廉潔守護星際巡航 / 

張雅涵作 ; 巫宜蓁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務部廉政署, 111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20-07-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德育 2.CST: 繪本  528.5  

天還亮著! / 張慰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寰宇絲路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 148 面; 18 公分 .-- (生命的旅程 ; 1) .-

- ISBN 978-626-96926-0-6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生活態度 2.CST: 生命教育 

3.CST: 文集  528.59  

中華民國四健會 70 週年特刊 / 顏淑

玲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四健

會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12 .-- 

13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83604-7-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  

528.77  

創造性力量 : 性格養成的泉源 / Betty 

Lou Bettner 原著 ; 黃英俞, 李繼庚翻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90-0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家庭教育 2.CST: 兒童發展 

3.CST: 人格發展  528.8  

鑽石心態 : 運動心理學教你打造強

健的心理素質,跨越比賽與人生的難

關 / 麥特.費茲傑羅(Matt Fitzgerald)著 ; 

林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

潮社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

理 ; 179) .-- ISBN 978-626-7195-10-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運動心理  528.9014  

體適能與全人健康 / Charles B. Corbin, 

Darla M. Castelli, Benjamin A. Sibley, 

Guy C. Le Masurier 作 ; 林貴福, 李淑

芳, 李麗晶, 柳家琪, 林麗娟, 陳家信, 

蔡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

局有限公司, 11201 .-- 4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384-4-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體適能 2.CST: 健康法  

528.9016  

教練的語言 : 動作技巧教學的藝術

與 科 學  / 尼 克 . 溫 克 爾 曼 (Nick 

Winkelman)著 ; 吳妍儀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201 .-- 368 面; 28 公分 .-- (生

活風格 ; FJ1075) .-- ISBN 978-626-315-

224-3 (平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教練 2.CST: 運動教學 3.CST: 

運動訓練  528.915  

*指導楊俊瀚參加第 18 屆亞洲運動

會競賽實務報告  / 陶武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1110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84-3-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運動教學 

3.CST: 運動競賽  528.923  



53 

 

特殊奧運 : 田徑 / 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華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17-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田徑運動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528.94  

特殊奧運 : 雪鞋 / 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華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25-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賽跑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528.946  

特殊奧運 : 籃球 / 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華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8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97-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籃球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528.952  

特殊奧運 : 桌球 / 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華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20-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桌球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528.956  

特殊奧運 : 地板曲棍球 / 國際特奧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 華 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3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6-24-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曲棍球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528.958  

特殊奧運  : 地板球  / 國際特奧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 華 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6-28-2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球類運動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528.959  

特殊奧運 : 羽球 / 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華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97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23-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羽球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528.959  

特殊奧運 : 短道競速滑冰 / 國際特奧

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

作 ; 中華臺北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6-27-5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溜冰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528.967  

綜合格鬥制勝法寶 : 巴西柔術 / 張海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12 .-- 206 面; 21 公分 .-

- (格鬥術 ; 10) .-- ISBN 978-986-346-

40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武術  528.97  

守中傳藝 : 馬偉煥太極武學存珍 / 馬

偉煥作 ; 香港楊氏太極拳總會編輯

委員會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

武術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314 面; 

26 公分 .-- (武系列 ; A460) .-- ISBN 

978-626-95015-3-3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太極拳  528.972  

*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 理 論 與 實 務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port event 

management / 程紹同, 葉錦樹, 方信淵, 

張勝傑, 吳昆霖, 王慶堂, 呂宏進, 李

思璇著 ; 程紹同主編 .-- 三版 .-- 新北

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512 面; 23 公分 .-- (運動休閒

系列) .-- ISBN 978-986-298-410-9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運動會 2.CST: 體育行政  

528.98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十七輯 / 李

加耀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身體文

化學會, 11112 .-- 3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553-4-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運動員 2.CST: 人物志 3.CST: 

臺灣  528.99933  

哥倫比亞大學逐夢之旅 : 北一女中

教師在紐約的音樂與研究風景 / 張

哲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941-7-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留學生 2.CST: 學生生活 

3.CST: 美國  529.2652  

學校是我的部落 : 原住民族實驗教

育學校發展與推動成果專刊 / 黃寶

園總編輯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 11112 .-- 3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488-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原住民

族教育  529.47  

*明台高中幼保科多元友善融合教育

專題研究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

園, 11111 .-- 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30-5-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融合教育  

529.5  

*特殊教育暨焦慮症學生之教育與適

應支持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李姿瑩

主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11111 .-- 160 面; 30 公分 .-

- (特殊教育叢書 ; 145) .-- ISBN 978-

626-7144-92-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文集  

529.507  

特教教甄.捨我其誰 : 突破重圍,一戰

成名 / 張世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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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576-6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教師專業資

格  529.57  

幫助遲緩兒的魔法語言互動 / shizu

著 ; 劉好殊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書

泉出版社, 11201 .-- 1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51-292-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兒童生長遲緩 2.CST: 早期療

育  529.6  

成人學習障礙 / 呂偉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3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6-5-

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人學習 2.CST: 學習障礙 

3.CST: 特殊教育  529.69  

全球化時代的終身學習 / 楊國賜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1112 .-- 1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96-903-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終身教育  529.8  

禮俗；民族學 

孔廟釋奠樂學 / 蔡秉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41-2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祭孔 2.CST: 音樂  533.3  

原來世界是這樣子啊! / 村田弘子文 ; 

手塚明美圖 ; 劉淑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237-22-9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民族文化 2.CST: 世界地理 

3.CST: 繪本  535  

*看見臺北客家. 1, 拓墾、聚集區、

家族與社團 / 羅烈師, 劉郁忻, 江沛靜, 

張期鈞, 陳明惠, 謝名恒, 徐孟琪, 馬

在宥, 陳龍田, 陳彥傑, 陳嬿羽, 許瑞

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

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11111 .-- 304 面; 

23 公分 .-- (城客誌) .-- ISBN 978-986-

89094-3-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墾殖 3.CST: 歷史 

4.CST: 臺北市  536.211  

*看見臺北客家. 2, 都會客家大探索 / 

林思駿, 陳律瑄, 羅烈師, 張琬琳, 許

瑞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11111 .-- 272

面; 23 公分 .-- (城客誌) .-- ISBN 978-

986-89094-4-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表演藝術 3.CST: 

文化產業 4.CST: 臺北市  536.211  

*看見臺北客家. 3, 百工百業的客家

生命力 / 許瑞君, 林思駿, 陳律瑄, 葉

益青, 羅烈師, 尤雅韻, 江沛靜, 林芷

歆, 張凱閔, 張愛, 陳嬿羽, 楊宜庭, 鄭

雅淳, 謝名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 

11111 .-- 272 面; 23 公分 .-- (城客誌) .-

- ISBN 978-986-89094-5-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飲食 3.CST: 人物

志 4.CST: 臺北市  536.211  

*看見臺北客家. 4, 人口、遷移量化

調查與紀事 / 張維安, 典通股份有限

公司, 羅烈師, 許瑞君, 葉昆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

文化基金會, 11111 .-- 352 面; 23 公

分 .-- (城客誌) .-- ISBN 978-986-89094-

6-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人口分布 3.CST: 

臺北市  536.211  

湊陣 : 有千百種實踐的可能 / 游文宓, 

張平, 廖彥筑, 陳佳謙執行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2-

05-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文化 3.CST: 臺灣  

536.211  

返生 : 跨界與反芻的進行式 / 游文宓, 

張平, 廖彥筑, 陳佳謙執行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2-

0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民族文化 3.CST: 

現代藝術 4.CST: 文集  536.21107  

客家研究與族群研究的對話 / 張翰

璧, 蔡芬芳, 陳秀琪, 賴維凱, 黃雯君, 

王保鍵, 孫煒, 黃菊芳, 張陳基著 ; 張

翰璧, 蔡芬芳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84-

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族群 4.CST: 文集  536.21107  

參詳 : 話語誕生的前線場域 / 游文宓, 

張平, 廖彥筑, 陳佳謙執行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2-

03-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文化 3.CST: 客家

文學 4.CST: 文集  536.21107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一輯(第 50 期~第

53 期) / 謝世忠總編輯 .-- 初版 .-- 新

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12 .-- 3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35-71-

4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期刊文

獻  536.33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環境教育體

驗手冊 : 塔瑪麓灣 Tamaluwan / 馬昀

甄, 李思燕作 .-- 第一版 .-- 屏東縣瑪

家鄉 :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

化發展中心, 11111 .-- 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35-70-7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民族文

化 3.CST: 環境教育  536.33  

生命鄒紀 : 鄒族兩社紀念傳統領袖

與文化傳承田調研究 / 蔡立德, 吳柏

泓, 湯佳臻田調採訪 ; 林君玲, 蔡立德

研究撰文 ; 白惠蘭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出版, 11111 .-- 

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01-

6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鄒族 2.CST: 臺灣原住民族 

3.CST: 民族文化 4.CST: 訪談  

536.335  

排 灣 族 自 然 知 識 中 之 天 候 學  = 

caquan tua kinaqadavan a kemasitua 

kinaqatian a kinljangan nua se Paiwan / 

Ljavuras.Kadrangian 拉夫琅斯.卡拉雲

漾作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2 .-

- 206 面; 23 公分 .-- 中文、排灣語對

照 .-- ISBN 978-626-7117-98-9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氣象學 

3.CST: 排灣族  536.3361  

瑪 家 部 落 傳 統 信 仰  = saluan 

kasicuayan na se Makazayazaya / 林竹

君作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2 .-

- 109 面; 23 公分 .-- 中文、排灣語對

照 .-- ISBN 978-626-7117-97-2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排灣族 2.CST: 信仰 3.CST: 祭

禮  536.3361  

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  / 李子寧主

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

文 教 基 金 會 , 國 立 臺 灣 博 物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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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319-1-2 (線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魯凱族 

3.CST: 文物展示 4.CST: 博物館特展  

536.3363  

老人的話 : 卑南族卡大地布的歷史

敘說 / Dominik Schröder 原著 ; Patrick 

Veil 蒐集 ; Anton Quack 編著 ; 鄧芳青, 

陳文德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1112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2-86-5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卑南族 2.CST: 民族志  

536.3365  

Betunux lukus 織.藝.憶 : 16 族原住民

娃娃風華再現 / 羅美菁總編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

族行政局, 11111 .-- 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35-82-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服飾 2.CST: 服裝工藝美術 

3.CST: 臺灣原住民族  538.1833  

好好吃的節慶美食 / 紹華文.圖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尖端出版發行, 11201 .-- 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28-13-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節日 2.CST: 飲食風俗 3.CST: 

通俗作品  538.533  

美食祕境 : 用味蕾品嘗全世界!500 道

歷史、文化、旅行、慶典佳餚驚喜

上菜 / 瑟希莉.王(Cecily Wong), 狄倫.

圖拉斯(Dylan Thuras)著 ; 李郁淳, 蔡

宜真, 趙睿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2 .-- 424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7044-98-8 ( 精 裝 ) 

NT$168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世界地理 

3.CST: 食物  538.7  

一午二紅沙,三鯧四馬鮫 : 台灣海產

的身世 / 曹銘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62-605-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臺灣  

538.7833  

山裡來的健康原味 = Aboriginal health 

original taste / 古屏生(Giwas Maray), 

祝文君(Bleu Chu)作 .-- 二版 .-- 桃園

市  : 大真文化創意出版有限公司 , 

11111 .-- 224 面 ; 23 公分  .-- (life ; 

v004) .-- ISBN 978-986-89561-7-9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泰雅族  

538.7833  

田媽媽臺灣好食味 : 隱身鄉間的質

樸好味道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

院著 .-- 新竹市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

研究院, 11112 .-- 2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06-9-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餐飲業 

3.CST: 食譜 4.CST: 臺灣  538.7833  

料理風土 : 往山裡去的地方,九種食

材從山到海建構客家飲食 / 蕭秀琴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04-97-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 3.CST: 

客家  538.7833  

劉伯溫與哪吒城 : 北京建城的傳說 / 

陳學霖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4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故事  539.5211  

林投姊與周阿司 / 王金櫻劇本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閩南嶼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95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98335-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539.533  

你不懂其實很有哏的生肖 : 文學與

歷史形塑下的十二靈獸 / 黃啟方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3 公

分 .-- (人文) .-- ISBN 978-957-05-3465-

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生肖 2.CST: 中國文化  

539.5941  

社會學 

人為什麼要找理由?21 世紀社會學之

父的理由學,推動人際關係建立與修

復的祕密 / 查爾斯.蒂利著 ; 林怡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3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85-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社會學  540  

流動的敍事 : 華人文化認同的危機

與重建 / 林安慶, 黃潤宇, 胡植喜, 朱

天, 廖偉鈞, 廖昱瑋, 譚家博, 邱吉璽, 

阮清香, 莊士倫著 .-- 臺北市 : 國立政

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 

11112 .-- 3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7-19-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文化認同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541.207  

中國古代文化漫談 : 百種調香 X 異

域歌舞 X 相馬游獵,古人其實比你更

懂生活! / 趙超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3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63-8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中國文化 2.CST: 通俗作品  

541.262  

中華文化生態論綱 / 馮天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897-6 (精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化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文化生態學  541.262  

域外華人的多音交響 : 2022「東南亞

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 簡光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02 面; 23 公分 .-- (學術論文集叢書 ; 

1500028) .-- ISBN 978-986-478-784-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化 2.CST: 文集 3.CST: 

東南亞  541.26207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專論 / 王淳熙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1112 .-- 1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720-0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化資

產維護 3.CST: 文化景觀  541.27  

文化景觀保存操作手冊 / 王淳熙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1112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721-7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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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化景

觀  541.27  

史蹟保存操作手冊 / 劉銓芝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22-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 2.CST: 史蹟 3.CST: 

史蹟保存 4.CST: 工作說明書  

541.27  

聚落建築群保存操作手冊 / 劉銓芝

編著 ; 劉銓芝, 陳佾芬, 陳姿蓉, 吳佩

諭文章編寫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 111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29-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化資

產維護 3.CST: 聚落 4.CST: 歷史性建

築  541.27  

*台灣八 0 : 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 / 

王俊傑, 黃建宏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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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96 面; 23

公分 .-- (灰盒子 ; 6) .-- ISBN 978-626-

96680-7-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台灣文化  

541.2933  

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 = The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cultural 

heritages conservation / 林會承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32-

05-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化法

規 3.CST: 臺灣  541.2933  

文明的邏輯 : 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 陳

志武著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讀

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發行, 1120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34-07-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社會人類學  541.3  

5000 天後的世界  : 繼網際網路、

iPhone、社群網站之後,全球科技趨

勢大師 KK 的未來預測 / 凱文.凱利

(Kevin Kelly), 大野和基, 服部桂著 ; 

黃品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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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

597-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未來社會 2.CST: 資訊社會  

541.49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何慧卿, 王敏

菱, 劉金鎮, 王育瑜, 黃志成, 莊文芳, 

陳瑛琦, 曾竹寧合著 .-- 二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12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917-7 (平裝) NT$425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人類行為 

3.CST: 社會環境  541.75  

國際傳播新視野 : 精準分析重大國

際傳播議題 完全掌握全球媒體發展

脈絡 = The new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黃采瑛, 吳宇涵, 徐也

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論壇有

限公司, 11112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893-96-4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際傳播 2.CST: 傳播研究  

541.83  

*通訊傳播績效報告. 110 年 .-- 初版 .-

- 臺北市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11111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44-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大眾傳播 2.CST: 傳播制度 

3.CST: 傳播政策  541.83  

家庭心理與動力 / 唐先梅, 張歆祐, 吳

志文, 黃聖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24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336-3-0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家庭心理學  544.014  

不只需要愛 / 福智文化編輯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亮

點 ; 8) .-- ISBN 978-626-95909-8-8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家庭關係 2.CST: 親子關係 

3.CST: 通俗作品  544.1  

有愛就是一家人 : 我們這個時代的

多元家庭想像圖  / 蘇珊 .葛倫伯克

(Susan Golombok)著 ; 劉雨津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3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05-3466-5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家庭 2.CST: 多元文化  544.1  

老公怎麼還不去死 : 家事育兒全放

棄還要人服侍?!來自絕望妻子們的

深層怒吼 / 小林美希著 ; 陳姵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656-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夫妻 2.CST: 家庭關係  

544.143  

陳德星堂 : 奉祀 160 週年 重建 110 週

年慶祝紀念特刊 / 陳德星堂編輯委

員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陳德星堂, 11111 .-- 3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88968-2-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陳氏 2.CST: 宗祠  544.24  

黃東昇八五回顧 : 府城黃葉兩家故

事 / 黃東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 法 人 吳 三 連 臺 灣 史 料 基 金 會 , 

11111 .-- 326 面; 23 公分 .-- (你的故事.

咱的歷史 ; 3) .-- ISBN 978-626-96211-

4-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黃東昇 2.CST: 家族史 3.CST: 

臺灣傳記 4.CST: 臺南市  544.2933  

破解親密關係的密碼 : 婚姻危機!諮

商師的情感修復診間 / 王裕如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6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50-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夫妻 3.CST: 兩性

關係  544.3  

讓我們結婚吧 / 陳艾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理念行銷有限公司 ,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7800-3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擇偶 3.CST: 兩性

關係  544.31  

一路戀習,陪你成為自己的光 / 米鹿

DeerDeer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59-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我們的每日一問 : 兩人 3 年日記 / 波

特風格(Potter Style)著 ; 許恬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368 面; 18 公分 .-

- (smile ; 192) .-- ISBN 978-626-7206-

60-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直說無妨 : 非常關係. 2 / 鄧惠文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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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21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747 種)(兩性之間 ; 47) .-- ISBN 

978-626-7181-35-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愛情必修學分 : Z 世代的情感和性別

關鍵字 / 陳維平, 徐婕, 袁詠蓁, 李王

瀚, 翁智琦, 蔡孟哲著 .-- 初版 .-- 新竹

市  :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出 版 社 ,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教育通識

系列) .-- ISBN 978-986-5470-57-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教育 3.CST: 

兩性關係  544.37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 烏利西 .貝克

(Ulrich Beck), 伊利莎白.貝克-葛恩胥

菡 (Ulrich Beck.Elisabeth Beck-

Gernsheim)著 ; 蘇峰山, 陳雅馨, 魏書

娥譯 .-- 三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1 公

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

360-203-3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是非論愛情 / Jean-Claude Lavie 著 ; 賴

怡妝譯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56 面; 22

公分 .-- (風格翻譯文學叢書 ; 2) .-- 

ISBN 978-626-96091-7-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2.CST: 精神分析  

544.37014  

*為 什 麼 我 們 不 想 生  / 梅根 .達 姆

(Meghan Daum)編 ; 于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二十張出版, 11112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456-5-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生育 2.CST: 家庭計畫  544.4  

女英雄的旅程 : 透視女性生命十階

段 ,活出最獨特的妳  / 茉琳.莫德克

(Maureen Murdock)著 ; 吳菲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12 面; 21 公

分 .-- (Holistic ; 152) .-- ISBN 978-986-

357-267-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女性 2.CST: 性別角色 3.CST: 

女性心理學  544.5  

和平女力 真愛傳承 : WFWP Taiwan 

30 年動人的故事 / 世界和平婦女會

台灣總會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

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分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13-54-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  

544.5533  

解決兒童疏忽 : 研究、政策與實證

本位的實務工作 / Ruth Gardner 編輯 ; 

梁育慈譯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臺灣

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11111 .-- 550

面; 23 公分 .-- (兒童福利叢書 ; 58) .-- 

ISBN 978-986-96895-2-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兒童虐待 2.CST: 兒童保護  

544.61  

天賦就是你的超能力 : 陪伴青少年

認識自我,成就最好的自己 / 曲智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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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61) .-- ISBN 

978-626-318-520-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青少年 2.CST: 青少年問題 

3.CST: 自我肯定  544.67  

性與欲望的中國 : 從性事看見真正

的中國 / 安田峰俊著 ; 葉廷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0 公分 .-- 

(mark ; 176) .-- ISBN 978-626-7206-56-

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性學 2.CST: 歷史 3.CST: 中國  

544.7  

性史. 第一卷, 知識的意志 / 米歇爾.

傅柯(Michel Foucault)作 ; 林志明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

分 .--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 62) .-- 

ISBN 978-626-353-209-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性學 2.CST: 歷史  544.709  

消除青春期の 25 個煩惱. 心理篇 / 孫

京伊著 ; 方仁泳繪 ; 申旻鑫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9

歲 小 男 生 的 性 教 育 指 南 ) .-- ISBN 

978-626-7230-05-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青春期 3.CST: 

男性  544.72  

探索青春期の 23 個關鍵. 身體篇 / 孫

京伊著 ; 元真民繪 ; 申旻鑫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36 面; 21 公分 .-- (9

歲 小 女 生 的 性 教 育 寶 典 ) .-- ISBN 

978-626-7230-06-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青春期 3.CST: 

女性  544.72  

揭開青春期の 20 個祕密. 身體篇 / 孫

京伊著 ; 方仁泳繪 ; 申旻鑫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20 面; 21 公分 .-- (9

歲 小 男 生 的 性 教 育 指 南 ) .-- ISBN 

978-626-7230-04-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性知識 3.CST: 

青春期 4.CST: 男性  544.72  

奧里森.馬登論「沉默之罪」 : 新型

自由的危險、女性之間的殘酷行為、

罪惡的雙重標準,人文勵志大師致不

知 情 者 的 性 教 育  / 奧 里 森 . 馬 登

(Orison Marden)著 ; 胡彧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2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55-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544.72  

解決青春期の 30 個心事. 心理篇 / 孫

京伊著 ; 元真民繪 ; 申旻鑫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1 公分 .-- (9

歲 小 女 生 的 性 教 育 寶 典 ) .-- ISBN 

978-626-7230-07-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青春期 3.CST: 

女性  544.72  

解剖情色學 / 澀澤龍彥作 ; 蔡麗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2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18-18-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性學 2.CST: 情色文學  

544.72  

我的人生下半場.精彩 : 新竹縣樂齡

夥伴的生命故事 / 楊郡慈主編 .-- 第

一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

教育局, 11111 .-- 1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1-47-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高齡化社會 2.CST: 文集  

544.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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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老化對於我國產業、社會

的影響和因應 : 延後退休年齡之機

會與挑戰 / 詹文男, 高雅玲, 勵秀玲, 

林博文, 陳忠仁, 辛炳隆, 楊振甫, 盧

冠芸, 楊晴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技社, 111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32-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高齡化社會 2.CST: 勞工退休

制度  544.83  

老人照顧專業倫理 / 古旻陞編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

司, 1111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18-4 (平裝) NT$275 普

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2.CST: 職業倫理  

544.85  

地方創生理論概念與個案應用 / 廖

洲棚, 鄭錫鍇, 林淑馨, 王皓平, 徐偉

傑, 柳婉郁, 李天裕, 蔣麗君, 鄭國泰, 

陳姿伶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99-

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個案研

究  545  

風土再造 : 看見地方的光 : 25 個社區

營造的實踐之路 / 李佳芳, 李雅伶, 周

培文, 高嘉聆, 陳培英, 葉亞薇, 蕭玉

品, 鍾文萍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文化部出版 ; [臺北市] : 天立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2 .-- 2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36-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臺灣  

545.0933  

野力再生 : 翻轉社區營造 DNA / 侯志

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12 .-- 256 面; 22 公分 .-- (左

岸設計 ; 351) .-- ISBN 978-626-7209-

06-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文集 

3.CST: 臺灣  545.0933  

臺南市北區社區資源調查紀錄手冊. 

107~109 年 = 2018~2020 North District 

Tainan City community resource survey 

results / 李皇興總編輯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市北區區公所, 11112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

60-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社區發

展 3.CST: 臺南市  545.0933/127  

咱ㄟ社區大小事 : 高雄市社造成果

專 輯  = Kaohsiu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 周欣儀執行

編輯 .-- 二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11111 .-- 7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71-29-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高雄市  

545.0933/131  

樂智竹田,共下來尞 : 開放式失智症

照顧的理念與實踐 / 國立成功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編 .-- 初版 .-- 屏

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1 .-- 2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7-90-3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社區衛生護理 2.CST: 失智症 

3.CST: 老人養護 4.CST: 屏東縣  

545.0933/135  

南投縣農村再生成果輯. 110 年度 / 

陳瑞慶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南

投縣政府, 11111 .-- 113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71-24-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農村 2.CST: 再生 3.CST: 南投

縣  545.5  

關係人口的多元路徑 : 農村地方創

生手冊 / 陳玠廷, 陳品穎, 蘇之涵, 陳

慧蓉, 張哲誌, 張宸邦, 張宇忻, 黃性

男, 王慧瑜, 林媛玉, 李佳芳, 許昊仁

文字編輯 .-- 新竹市 : 財團法人農業

科技研究院, 11111 .-- 1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95306-8-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農村 2.CST: 再生 3.CST: 社區

發展  545.5  

美 國 黑 幫 史  / 比 爾 . 歐 萊 利 (Bill 

O'Reilly), 馬 汀 . 杜 格 (Martin Dugard)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

公司, 11201 .-- 448 面; 21 公分 .-- (Tell ; 

48) .-- ISBN 978-626-7192-91-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黑社會 2.CST: 幫會 3.CST: 歷

史 4.CST: 美國  546.9952  

*青少年兒童福利機構之經營與管理 

=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郭啓祥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98-411-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組織管理 

3.CST: 青年福利 4.CST: 兒童福利  

547  

孩是期待 父母相伴 : 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實務 / 李麗慧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社會福利促進

協會, 11112 .-- 41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915-0-0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家庭關係 

3.CST: 家庭衝突  547  

全國衛生福利志工特殊貢獻獎暨績

優志工團隊獎得獎專輯. 111 年度 / 

蘇昭如主編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111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7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志工 2.CST: 志願團體 3.CST: 

公共衛生 4.CST: 臺灣  547.16  

社會團體工作 : 理論與實務 / 許臨高, 

曾麗娟, 莫藜藜, 張宏哲合著 ; 許臨高

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47-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團體工作  547.3  

瞭望童心 / 陳雅惠, 張育慈, 張乃云, 

李子薏, 楊慧瑜, 呂佳育, 吳翊綾編

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

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11112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546-3-

8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福利 2.CST: 文集  

547.5107  

智能及發展障礙者在社區中的居住、

生活、參與  / 艾咪 .休伊特(Amy S. 

Hewitt), 凱莉.奈倫格曼(Kelly M. Nye-

Lengerman)共同編輯 ; 朱玉玲, 李宇

美譯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瑪

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11111 .-- 3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302-6-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身心障礙福利 2.CST: 生活輔

導 3.CST: 社區服務  547.56  

社會福利行政 / 林勝義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29-2 (平裝) NT$530 普

遍級  

1.CST: 社會福利 2.CST: 社會行政  

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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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傻瓜繞台灣 : 盲人環台為公益

而跑感動紀錄 / 陳雨德, 楊鍾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工商稅務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臺灣盲人環

台為公益而跑協會發行, 11112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146-50-

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公益事業  548.1  

*為兒少生命織網 / 王美玉, 王惠元, 

張正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

院, 11111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9-82-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受虐兒童 2.CST: 兒童保護 

3.CST: 社會福利  548.13  

十五年慈善路 / 孙吉龙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1 .-- 

120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09-7-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廈門慈善基金會 2.CST: 公益

事業  548.192  

服務鄉梓 心存大愛 : 友善動物村里

長獎得主全集 2020~2022 / 台灣動物

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編著 .-- 臺北市 : 

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 11111 .-

- 1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96803-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動物保育 3.CST: 通

俗作品  548.38  

犯罪人格剖繪檔案 / 史丹頓.沙門諾

(Stanton E. Samenow)著 ; 盧相如, 麥慧

芬譯 .-- 增訂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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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

504-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犯罪心理學 2.CST: 青少年犯

罪  548.52  

沉 默 俱 樂 部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MeToo 風暴。 / 瑪蒂爾達.沃斯.古斯

塔夫森(Matilda Voss Gustavsson)作 ; 

蘇文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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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8-831-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瑞典學院 2.CST: 性犯罪 

3.CST: 性侵害 4.CST: 報導文學  

548.544  

*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 Anti-money laundering annual 

report,2021 /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

處編  .-- 新北市  : 法務部調查局 , 

11111 .-- 6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220-0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洗錢 2.CST: 犯罪防制 3.CST: 

中華民國  548.545  

*恐懼,是保護你的天賦 : 暴力年代完

全自救指南 / 蓋文.德.貝克(Gavin de 

Becker)著 ; 梁永安,賴皇良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416 面; 23 公分 .-

- (Open ; 1) .-- ISBN 978-957-05-3462-7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暴力犯罪 2.CST: 犯罪防制 

3.CST: 犯罪心理學 4.CST: 求生術  

548.547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中華民國一一 0

年 : 2021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 / 法務部

司法官學院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 11112 .-- 52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20-09-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犯罪統計  548.55  

都市生存手冊 : 從地震、火災到暴

力犯罪,我們第一時間該如何自保求

生? / Fielder 編集部作 ;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19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8-17-4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犯罪防制 2.CST: 防災教育  

548.56  

我所遇見的少年犯 : 韓國少年法官

千宗湖,八年間遇見一萬兩千名青少

年的故事 / 千宗湖著 ; 王詩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16 面; 21 公分 .-- 

(Next ceneration ; 4) .-- ISBN 978-957-

08-666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青少年犯罪 2.CST: 少年犯罪 

3.CST: 通俗作品  548.581  

有故事的人 : 介穩講師 心靈手扎 = 

Story teller / 許以霖, 陳月英, 吳秀琴

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 :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1112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01-5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反毒 2.CST: 毒品 3.CST: 藥物

濫用防制  548.82  

家.國.安全 : 從聖戰士媽媽、德國新

納粹到斬首者,在全球「暴力極端主

義」時代尋找消弭衝突的希望 / 卡

拉.鮑爾(Carla Power)著 ; 黃佳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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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00 面; 21 公

分 .-- (麥田叢書 ; 114) .-- ISBN 978-

626-310-369-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恐怖主義 2.CST: 恐怖活動  

548.86  

共匪 : 左派、烏托邦與馬克思主義

的未竟之業 / 楊碧川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2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6-84-2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共產主義 2.CST: 共產黨 

3.CST: 歷史  549.309  

經濟 

人的行為 : 經濟學專論 / 路德維希.馮.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 謝宗林

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8 面; 21 公

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15) .-- ISBN 

978-626-343-539-1 ( 下 冊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大威脅  / 魯里埃爾 .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著 ; 陳儀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16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82) .-

- ISBN 978-986-398-843-4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經濟預測 2.CST: 總體經濟  

550  

經濟學 / 周麗娟, 郭俊賢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04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65-2 (下冊: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寫給小學生的經濟小學堂 / 朴賢姬

作 ; 金旼俊繪 ;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306)(改變孩子未來的思考

閱讀系列 ; 2) .-- ISBN 978-626-349-

117-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通俗作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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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基督新教研究文集 / Max Weber

著 ; 張旺山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國

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1111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25-4-1 (平

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韋伯(Weber, Max, 1864-192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宗教倫理 

4.CST: 資本主義 5.CST: 文集  

550.1858  

您好,馬克思先生 : <<資本論>>及其

所創造的世界 / 楊照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450 面; 23 公

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

387-628-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 

2.CST: 馬克斯主義 3.CST: 資本主義  

550.1862  

人類世的資本論 : 決定人類命運的

第四條路 / 齋藤幸平作 ; 林暉鈞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Beyond ; 43)(世界的啟

迪) .-- ISBN 978-626-7052-64-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 

2.CST: 資本論 3.CST: 馬克斯主義 

4.CST: 資本主義  550.1863  

資本主義與自由  / 密爾頓 .弗利曼

(Milton Friedman)著 ; 謝宗林譯 .-- 五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568-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資本主義 2.CST: 自由 3.CST: 

經濟政策 4.CST: 美國  550.187  

*大失衡 : 重建一個繁榮、穩定的新

未來 / 亞歷克.羅斯(Alec Ross)著 ; 周

怡伶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32 面 ; 21 公 分  .-- ( 財 經 企 管  ; 

BCB784) .-- ISBN 978-626-355-008-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資本主義 2.CST: 政商關係 

3.CST: 經濟預測  551.98  

斷 層 時 代  / 彼 得 . 杜 拉 克 (Peter F. 

Drucker)作 ; 陳琇玲, 許晉福譯 .-- 臺

北 市  : 博 雅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576 面; 22 公分 .-- (跨世紀大

師彼得.杜拉克全集 ; 9) .-- ISBN 978-

626-95673-4-8 (精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經濟史 2.CST: 社會史  552.1  

經濟整合策略之發展與趨勢 : 東、

西 方 模 式 的 實 證 比 較 對 話  =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ategy : an empirical 

comparative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models / 洪美蘭著 .-- 臺北市 : 洪

美蘭,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48-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國際經濟關係 2.CST: 經濟發

展  552.15  

亞洲大未來 : 經濟整合與全球典範

轉移的新趨勢 / 謝笠天(Pasha L. Hsieh)

著 ; 紀揚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95-3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區域經濟 2.CST: 區域整合 

3.CST: 亞洲  552.16  

日治時期台灣經貿文獻叢編. 第七輯 

/ 翔大圖書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翔大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 ISBN 978-957-8651-87-6 (全套:精裝) 

NT$130000 普遍級  

1.CST: 臺灣經濟 2.CST: 日據時期 

3.CST: 叢書  552.3308  

日治時期台灣經貿文獻叢編. 第八輯 

/ 翔大圖書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翔大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 ISBN 978-957-8651-88-3 (全套:精裝) 

NT$130000 普遍級  

1.CST: 臺灣經濟 2.CST: 日據時期 

3.CST: 叢書  552.3308  

東協明日之星 : 馬來西亞 / 許文志, 

許淑敏, 張李曉娟, 蕭景楷, 丁重誠, 

王綏恒, 簡敏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1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53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經濟發展 2.CST: 區域研究 

3.CST: 馬來西亞  552.386  

南高屏三環區域產官學發展創新論

壇. 2022(IV) : 傳產新生 VS 設計 4.0 : 

大學 USR 3 創永續發展(III)論壇手冊 

/ 盧圓華主編 .-- [高雄市] : 樹德科技

大 學 橫 山 USR 專 案 推 動 辦 公 室 , 

111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355-5-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區域開發 2.CST: 產業發展 

3.CST: 高等教育  553.16  

公平交易委員會工作成果報告. 中華

民國 110 年 /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公平交易委員會, 

111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60-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經濟行政  553.333  

*家族財富傳承 / 方燕玲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567-5-2 (平裝) NT$483 普遍級  

1.CST: 家族企業 2.CST: 繼承  

553.67  

公司治理 : ESG 企業永續經營 / 李華

驎, 孔繁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

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9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36-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司 2.CST: 企業管理  

553.97  

用 水 統 計 年 報 彙 編 . 110 年  = 

Compilation of annual water 

consumption for 2021 / 逢甲大 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1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24-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管理 2.CST: 給水工程 

3.CST: 調查統計  554.61  

各 標 的 用 水 統 計 年 報 . 110 年  = 

Annual water consumption report for 

2021 / 逢甲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23-2 (平

裝附光碟片)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管理 2.CST: 給水工程 

3.CST: 調查統計  554.61  

省水標章新增項目規格標準評估 . 

111 年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

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31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管理 2.CST: 能源節約  

554.61  

省水標章管理稽查計畫. 111 年 / 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著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11-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管理 2.CST: 能源節約  

5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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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常態節水查核及績優選拔. 

110-111 年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4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13-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管理 2.CST: 能源節約  

554.61  

小資族房地產交易勝經 / 胡偉良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3 公

分 .-- (識財經 ; 42) .-- ISBN 978-626-

353-19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  

554.89  

不動產投資.不動產經濟學 : 歷屆考

古題解析 / 施甫學作 .-- 第 2 版 .-- 臺

北市 : 大日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560 面; 21 公分 .-- (房地產叢書 ; 77) .-

- ISBN 978-957-8418-98-1 ( 平 裝 ) 

NT$69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3.CST: 不動產經濟  554.89  

台灣收益型不動產投資與營運管理 : 

建築專業跨領域學習的入門書 / 蔡

清徽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567-4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管理  

554.89  

看屋驗屋一本通 : 聰明買屋實作本,

工班主任、設計師、買房達人教你

買房秘訣,省裝潢、住舒適、不吃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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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128 面; 25 公分 .-- (Solution ; 

107X) .-- ISBN 978-986-408-873-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投資  

554.89  

*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照法規全

集 / 蔡國委彙編 .-- 第四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7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74-2-

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房地產法規 2.CST: 土地法規 

3.CST: 地政士 4.CST: 考試指南  

554.89023  

走過半世紀的卓越 : 中華民國不動

產協進會五十週年紀念專輯 = Half a 

century of excellence and beyond :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R.O.C. 50th 

anniversary special publication / 王淑宜

採訪撰文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暨世界不動產聯

盟臺灣分會, 11112 .-- 168 面; 28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

99301-2-3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2.CST: 不動產 3.CST: 不動產業  

554.8906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摘

要 論 文 集 . 2022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fety &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CSSMET 2022(final 

program and abstracts) / 汪楷茗, 何漢

彰, 紀人豪, 趙偉勛編輯 .-- 初版 .-- 嘉

義縣民雄鄉 :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

鳳科技大學, 11112 .-- 140 面; 29 公

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

986-5931-43-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工業管理 

3.CST: 工業技術 4.CST: 文集  

555.5607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 2022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fety &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ICSSMET2022) 

/ 汪楷茗, 何漢彰, 紀人豪, 趙偉勛編

輯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吳鳳學

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11112 .-- 

冊 .-- ISBN 978-986-5931-44-5 (第 1 冊:

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5931-

45-2 (第 2 冊: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工業管理 

3.CST: 工業技術 4.CST: 文集  

555.5607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 2022 第二十

屆 : 疫(情)後中小企業的振興策略 = 

2022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Regional 

Economy(ICARE2022) : SME's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環球科

技大學管理學院, 1111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17-56-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區域經濟 2.CST: 產業發展 

3.CST: 文集 4.CST: 亞洲  555.9307  

*唯一不變 就是創新 / 呂正華, 楊志

清, 陳佩利, 周崇斌, 林碧郁, 吳振華, 

陳國軒, 邱明良, 陳柏豪, 陳渝翔, 邱

婕欣, 陳淑琴, 曾于軒企劃.編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工業局 , 

11111 .-- 1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08-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產業 2.CST: 技術發展 3.CST: 

個案研究 4.CST: 臺灣  555.933  

臺 灣 產 業 群 聚 發 展 地 圖 . 2022 = 

Taiwan cluster mapping / 陳嘉茹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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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4-389-1 (平裝) NT$3000 普

遍級  

1.CST: 產業發展 2.CST: 聚集經濟 

3.CST: 臺灣  555.933  

勞資爭議類型化個案選輯. 第十九輯 

= Selection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disputes / 葉建能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111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5-84-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2.CST: 個案研究  

556.2  

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 111 年 / 

勞動部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勞

動部, 11112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5-87-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勞動力統計 2.CST: 移工 

3.CST: 調查統計  556.5028  

*(高普考)勞資關係(含概要) / 陳月娥

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54-6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556.6  

企業勞資治理師檢定考試 / 鄧學良, 

陸敏清, 李德純, 李國郎, 許震宇編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中華

勞資事務基金會, 11111 .-- 3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01-9-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2.CST: 法規 3.CST: 

考試指南  556.6  

*(高普考)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

要) / 陳月娥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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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60-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行政 2.CST: 勞動法規  

556.84  

經濟性解僱論 / 王沛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

905-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2.CST: 勞動契約 

3.CST: 人事管理  556.84  

我國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規劃與自

動輔助駕駛技術導入初探 / 陳柏君, 

林幸加, 溫蓓章, 宋彥青, 曹晉瑜, 廖

建韋, 黃品慈, 陳其華, 吳東凌, 陳國

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1111 .-- 6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34-7 ( 平 裝 ) 

NT$740 普遍級  

1.CST: 大眾運輸 2.CST: 公車 3.CST: 

運輸管理 4.CST: 自動控制  557  

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

務水準分析之研究. (3/3) : 快速公路

分析及容量手冊研訂 / 黃家耀, 林貴

璽, 廖晉毅, 陳威瑜, 李祐德, 莊宜芳, 

林佳欣, 張舜淵, 楊幼文, 歐陽恬恬, 

洪瑋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11111 .-- 35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440-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公路管理 2.CST: 交通流量  

557  

應用鐵道容量分析方法進行營運改

善規劃 / 黃笙玹, 鍾志成, 賴勇成, 胡

仲瑋, 陳桂豪, 徐任宏, 黃邵琪, 李崑

育, 張舜淵, 劉昭榮, 楊國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11 .-- 2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3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鐵路管理 2.CST: 運輸系統 

3.CST: 容量分析 4.CST: 臺灣  557  

臺中市大甲區市定古蹟日南火車站

百年歲月 / 張慶宗撰文 .-- 臺中市 : 臺

中市大甲區公所, 111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49-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鐵路史 2.CST: 鐵路車站 

3.CST: 臺中市大甲區  557.26339  

汽車客運業路線別成本計算制度檢

討規劃及應用軟體建置計畫. (1/2) / 

李思葦, 陳其華, 張學孔, 陳雅雯, 陳

柏君, 何楝國, 廖亭瑋, 田梓伶, 江芷

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1111 .-- 3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38-5 ( 平 裝 ) 

NT$440 普遍級  

1.CST: 客運 2.CST: 成本分析 3.CST: 

運輸系統  557.345  

千里猶咫尺 : 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報

與電話通訊 / 曾立維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歷 史 學 系 , 

11201 .-- 452 面; 23 公分 .-- (政治大學

史學叢書 ; 35) .-- ISBN 978-626-7147-

17-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電信史 2.CST: 電報 3.CST: 電

話 4.CST: 日據時期  557.7  

*蓬萊仙山 : 春遊記 / 黃郁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1 .-- 208 面; 20 公分 .-- (Regard ; 

3) .-- ISBN 978-626-96818-6-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蓬萊仙山電視台 2.CST: 電視

臺 3.CST: 歷史 4.CST: 臺灣  557.77  

*蓬萊仙山 : 悲情夢 / 倪瑞宏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1 .-- 208 面; 20 公分 .-- (Regard ; 

4) .-- ISBN 978-626-96818-7-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蓬萊仙山電視台 2.CST: 電視

臺 3.CST: 歷史 4.CST: 臺灣  557.77  

110 年度臺北市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

委託專業服務案 111 年度後續擴充

(行人交通量部分) / 易緯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交

通管制工程處, 11112 .-- 7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250-1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交通流量 2.CST: 臺北市  

557.8933/101  

110 年度臺北市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

委託專業服務案 111 年度後續擴充

(路口、圓環、路段) / 易緯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

交通管制工程處, 11112 .-- 8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1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交通流量 2.CST: 臺北市  

557.8933/101  

航空運輸學 = Air transportation / 張有

恆作 .-- 五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6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68-2-1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航空運輸 2.CST: 航空運輸管

理  557.94  

瑞秋空姐教室. 2023~2024 最新版 : 空

服員+地勤 100％錄取聖經,髮妝儀態

X 中英回答 X 面試技巧 X 應考流程

全攻略 / 瑞秋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9-46-1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航空勤務員 2.CST: 考試指南  

557.948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學術與實務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22 年 第 三 屆  =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Empirical Conference of 

Commerce & Art Literature in Taiwan. 

2022 /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台灣國際商

務及人文研究學會, 11112 .-- 200 面; 

29 公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99795-2-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國際貿易 2.CST: 人文學 

3.CST: 文集  558.07  

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發展趨勢分析 / 

黃朝熙, 陳添枝, 蔡中民, 楊子霆, 楊

書菲, 彭心儀, 何之行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112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32-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全球化 2.CST: 區域經濟 

3.CST: 反貿易協定 4.CST: 網路安全  

558.6  

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第 22 屆 / 王煦棋, 王震宇, 江念慈, 

李淳, 林盟翔, 施文真, 洪德欽, 倪伯

嘉, 倪貴榮, 張愷致, 張新平, 陳貞如, 

彭心儀, 黃詩婷, 楊光華, 楊培侃, 劉

威廉, 鍾騏合著 ; 楊光華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

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 11111 .-- 589

面; 22 公分 .-- (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

研究中心學術叢書 ; 23) .-- ISBN 978-

626-7147-18-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國際貿易協定 2.CST: 貿易政

策 3.CST: 文集  55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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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金融；投資 

貨幣銀行學 / 邱臙珍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200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

書 .-- ISBN 978-957-572-668-3 (下冊: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貨幣銀行學  561  

貨幣銀行學 / Frederic S. Mishkin 作 ; 

陳思寬, 高一誠審校 .-- 十三版 .-- 臺

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468-1-4 (平裝) NT$840 普遍級  

1.CST: 貨幣銀行學  561  

中央造幣廠幣章圖鑑 : 一 0 五年至一

一二年 / 中央造幣廠幣章圖鑑籌備

委員會編輯 .-- 第 1 版 .-- 桃園市 : 中

央造幣廠, 11201 .-- 138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49-1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貨幣 2.CST: 圖錄 3.CST: 臺灣  

561.3933025  

行動的勇氣 : 危機與挑戰的回憶錄 / 

柏南克(Ben S. Bernanke)著 ; 顧淑馨, 

劉道捷, 陳重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592 面; 21 公分 .-- (焦點 ; 23) .-- ISBN 

978-626-7014-89-9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柏南克(Bernanke, Ben.) 2.CST: 

傳記 3.CST: 中央銀行 4.CST: 金融危

機  562.4521  

AFP 理財規劃顧問 : 模擬試題解析. 

2023 版 /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

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台灣金融研訓院, 11111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99-243-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563  

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錢課 / 李雅雯(十

方)著 .-- 新北市 : 虎吉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Method ; 

1) .-- ISBN 978-626-96887-0-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生涯規劃 3.CST: 

退休  563  

半工作半退休的微 FIRE 理財計畫 : 

上班族也能無痛實現的財務自由 / 

阿千作 ; 林詠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2 .-- 224 面; 21 公

分 .-- (認真職場 ; 24) .-- ISBN 978-626-

96591-4-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我只押成長股 : 最強基金經理人拉

爾夫.萬格用五原則打造超越大盤報

酬率 / 拉爾夫.萬格(Ralph Wanger)著 ;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

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9-69-0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證券投資 

3.CST: 投資組合  563  

投資不投機 : 儲蓄 X 基金 X 證券,精

打細算,突破盲點,人生第一桶金早就

捧在懷裡! / 梁夢萍, 永樂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8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59-2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哇!小學生就懂理財超棒 der : 8 個家

庭金錢觀,改變孩子的一生 / 李恩珠, 

權俊著 ; 郭宸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352 面; 21 公分 .-- (親子田系列 ; 

54) .-- ISBN 978-626-349-11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兒童教育  563  

個人理財 / 陳登源, 李進生, 柯輝芳, 

黃聖棠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

廊有限公司, 1120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92-6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稅制  563  

*理財小達人養成記. 2, 創業大作戰 / 

沛亞作 ;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980-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理財 2.CST: 通俗作品  563  

理財從概念開始 : 投資策略 X 商用

術語 X 儲蓄計畫,淺談基礎金融觀念 

/ 納坦尼爾.克拉克.小福勒(Nathaniel 

C. Fowler Jr.)著 ; 胡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23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80-5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單身經濟學 : 就算情場失利,我財務

上比誰都得意 / 崔英勝, 吳為著 .-- 修

訂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61-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563  

富爸爸,有錢有理 : 掌握現金流象限,

才能通往財富自由 / 羅勃特.T.清崎

(Robert T. Kiyosaki)著 ; 龍秀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2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606-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猶太人賺錢聖經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59-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理財 3.CST: 猶

太民族  563  

翻轉財富的人生練習 : 全方位理財

實踐版 / 詹惠珠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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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69) .-- 

ISBN 978-626-7207-08-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變身少年巴菲特 培養財富創造力 : 

學校沒教的 22 堂理財課 / 陳重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256 面; 26 公分 .-- (創

富 ; 48) .-- ISBN 978-626-96799-0-4 (精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3.CST: 通俗

作品  563  

三小時帶你掌握 NFT 潮流 : 商務應

用 x 行銷案例 x 開發實務 / Jack Hsu, 

Dylan Lin, Alina Shih 合著 ; 鄧萬偉

(Sway)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16-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網際網路 4.CST: 市場分析  

563.146  

理財勇者 RPG. 電子支付挑戰篇 / 學

研 PLUS 著 ; 李彥樺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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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05-382-3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電子貨幣 3.CST: 

電子商務 4.CST: 通俗作品  563.146  

圖解 NFT 一看就上手 / 增田雅史原

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71-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563.146  

數位貨幣 : 商機與挑戰 / 黃仁德, 夏

靖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60-5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563.146  

投機的藝術 : 巴菲特盛讚的最佳長

期投資者,暢銷近百年的投資經典 / 

菲利浦.凱瑞特(Philip Carret)著 ; 呂佩

憶, 吳慧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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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周

刊叢書 ; BW0812) .-- ISBN 978-626-

318-50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證券投資  563.5  

長期贏家的投資哲學 : 史登商學院

名師教你如何透析市場運作,精準選

出投資策略與技術 / 亞斯華斯.達摩

德仁(Aswath Damodaran)著 ; 黃嘉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寰宇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644 面; 23 公分 .-

- (寰宇投資策略 ; 473) .-- ISBN 978-

626-96835-0-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證券市場  

563.5  

理財勇者 RPG. 實體支付挑戰篇 / 學

研 PLUS 著 ; 李彥樺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05-381-6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消費 3.CST: 通俗

作品  563.5  

黑天鵝策略 : 無畏金融風暴的避險

投資法  / 馬克 .史匹茲納格爾(Mark 

Spitznagel)著 ; 黃嘉斌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寰 宇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42 面; 21 公分 .-- (寰宇投資

策略 ; 472) .-- ISBN 978-626-95352-9-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投資組合 3.CST: 

金融危機  563.5  

美國證券詐欺判例選粹 / 林建中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300-3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證券法規 2.CST: 判例彙編 

3.CST: 美國  563.51  

黑心理專的自白 : 揪出你常看到卻

不知道的投資話術,保護畢生血汗積

蓄,聰明實現財務自由 / 史蒂芬.史派

塞(Stephen Spicer)作 ; 賴孟宗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9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3-38-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分析  

563.52  

日本股神教你長線&當沖賺二億 : 傳

奇交易員寫給散戶的 9 堂投資必修

課! / 工藤哲哉作 ; 林信帆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Money) .-

- ISBN 978-626-7148-33-4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日本最強股票勝經 : 從 1 萬到 1 億的

理智投資法 / 安恒理著 ; 蘇聖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07-205-7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股票投資  

563.53  

如果巴西下雨,就買星巴克股票 / 彼

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著 ; 牛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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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292 面; 21 公分 .-- (RI ; 370) .-

- ISBN 978-986-506-615-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3.CST: 投資管理  563.53  

社畜的億級財務計畫 : 社畜變操盤

手,不再天天盯盤,30 億變 300 億 / 遊

牧民著 ; 張鑫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7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股市大贏家. II, 贏在修正 不在預測 / 

陳進郎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76 面; 

21 公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66) .-- 

ISBN 978-626-7014-98-1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股市大贏家 : 我用 K 線寫日記 / 陳進

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8 面; 21

公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65) .-- ISBN 

978-626-7014-92-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長線獲利之道 : 散戶投資正典 / 傑諾

米.席格爾(Jeremy J. Siegel)著 ; 吳書榆

譯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

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 11112 .-- 440 面; 23 公分 .-- (寰宇

投資策略 ; 474) .-- ISBN 978-986-341-

493-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股票 2.CST: 股票投資 3.CST: 

利潤  563.53  

*阿格力教你這樣存股就對了! : 獨家

自組 ETF,提早達成財富自由 / 阿格

力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

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3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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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爾街的華爾滋 : 影響近代股市多

空轉折最重要的 90 張致富圖表 / 肯

恩.費雪(Ken Fisher)著 ; 簡瑋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55-2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證券市場 

3.CST: 圖表 4.CST: 美國  563.53  

銅板雪球股的 100 個投資致富法則 / 

貳億貯男作 ;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business ; 

8) .-- ISBN 978-626-7087-76-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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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價值投資完全手冊 : 穩固財富 抗經

濟巨浪 / 李誠洙作 ; 陳慧瑜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11111 .-- 456 面; 23

公分 .-- (投資) .-- ISBN 978-626-95445-

9-2 (平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股票投資  

563.53  

數位時代的價值投資指南 : 掌握科

技公司的企業評價與獲利能力,在股

市中充分獲利 / 亞當.西塞爾(Adam 

Seessel)著 ; 陳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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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320 面; 23 公分 .-- (新商業周

刊叢書 ; BW0815) .-- ISBN 978-626-

318-526-5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股票投資  

563.53  

科學方法賺大錢 : 用 Python 進行商

品期貨量化交易  / 胡凱博, 史超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46-72-9 ( 平 裝 ) 

NT$780 普遍級  

1.CST: 期貨交易 2.CST: Python(電腦

程式語言)  563.534  

(金融證照)14 堂人身保險課業務員

資格測驗 / 陳宣仲, 李元富編著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467-6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人身保險  563.74  

政府財務與預算 / 李永騰, 孫克難, 李

顯峰, 劉志宏合著 .-- 修訂再版 .-- 新

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41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6-7-8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財政 2.CST: 預算 3.CST: 財務

管理  564.1  

政府採購決標實務應用 / 王國武著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 11112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4-1-1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公共財務法

規 3.CST: 招標制度  564.72  

由法院判決看透政府採購法 / 陳錦

芳, 陳高星, 劉時宇, 林哲安, 邱煌傑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長昇法律事

務所, 1120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15-3-2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判決  

564.72023  

*實用租稅大全(系列 3) / 林裕哲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1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7-6-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租稅  567  

稅法輯要. 111 年版 / 財政部賦稅署

編纂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政部, 

11111 .-- 14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45-31-7 (精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房屋稅契稅法令彙編. 111 年版 / 財

政部法制處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財政部, 11112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5-30-0 ( 精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房屋稅 2.CST: 契稅 3.CST: 稅

法  567.25023  

海關行政執行行政救濟法規彙編 . 

111 年版 / 財政部關務署編 .-- 臺北

市 : 財政部關務署, 11111 .-- 4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5-32-4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海關法規 2.CST: 行政執行法 

3.CST: 行政救濟法  568.733023  

打狗開港 : 條約、海關、地方的三

角關係 / 黃寶雯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巨流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3 公分 .-- (高雄研究叢刊 ; 第 12 種) .-

- ISBN 978-626-7171-20-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海關史 2.CST: 港埠管理 

3.CST: 高雄  568.9332  

政治 

*(高普考)榜首不傳的政治學秘笈 / 

賴小節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442-3 (平裝) NT$610 普遍級  

1.CST: 政治學  570  

革命與快感 / 謝宏聲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

公司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古今之辯

系列叢書 ; 4) .-- ISBN 978-986-6131-

7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政治思想 2.CST: 倫理學  

570.1  

胡佛政論集 / 胡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胡蒓,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01-0777-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01-0778-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01-0779-6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01-0780-2 (第 4 冊:

平裝) .-- ISBN 978-626-01-0781-9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01-0782-6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政治 2.CST: 言論集  570.7  

一本書讀懂地緣政治學 : 50 張國際

形勢圖解 X 零基礎淺顯解說,迅速掌

握各國衝突! / 澤邊有司著 ;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

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平

安叢書 ; 第 746 種)(TOPIC 話題書 ; 

21) .-- ISBN 978-626-7181-38-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地緣政治  571.15  

極 權 基 因  / 凱 蒂 . 史 塔 拉 德 (Katie 

Stallard)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

化,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6-10-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極權政治 2.CST: 政權  

571.76  

平等的暴政 : 戰爭、革命,崩潰與瘟

疫,暴力與不平等的人類 / 沃特.席代

爾(Walter Scheidel)著 ; 堯嘉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640 面; 21 公分 .-- 

(企業傳奇) .-- ISBN 978-957-08-6662-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平等 2.CST: 暴力 3.CST: 分配

理論  571.92  

*(高普考)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

政學 / 楊銘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43-0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行政學  572  

臺灣與香港政治發展比較研究 / 莊

吟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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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03 面; 21 公

分 .-- (人文系列 ; 106) .-- ISBN 978-

986-5600-76-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政治發展 2.CST: 比較研究 

3.CST: 臺灣 4.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572  

臺灣強國崛起物語 / 陳源發, 吳富炰

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人民之聲

出版社, 1111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873-0-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言論集  

573.07  

餘生 : 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

路 / 李登輝著 ; 劉又菘譯 .-- 修訂初

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669-2-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李登輝 2.CST: 臺灣政治 

3.CST: 臺灣傳記  573.07  

轉型正義之路 : 島嶼的過去與未來, 

又名, 臺灣少年國民轉型正義讀本. 

二 0 二二 / 周婉窈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335-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社會正義 

3.CST: 白色恐怖  573.07  

2025-2027 台海一戰? / 戴東清著 .-- 臺

北市 : 致出版, 11112 .-- 1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3-49-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中美關係 

3.CST: 臺灣政治  573.09  

*圍台軍演 : 最接近統一的第四次台

海危機 / 李夢舟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國夢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3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635-9-

2 (平裝) NT$108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573.09  

三分天下 : 台灣客家族群政治的轉

型 / 蕭新煌, 周錦宏, 林宗弘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76-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選舉 2.CST: 政治 3.CST: 客家  

573.3  

*工友管理法規釋例彙編 / 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111 .-- 5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51-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事法規  573.4023  

清代科舉 / 劉兆璸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

334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舉 2.CST: 清代  573.4417  

共軍人事專輯. 2022 年 / [中共研究雜

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 一版 .-- 新

北市 : 中共研究雜誌社, 11112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22-2-

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574.1  

「中共 20 大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

會 論 文 集  =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gional Security" /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國家圖書館, 中

共研究雜誌社 ,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編 .-- 新北市 : 法務部調查局出版 : 中

共研究雜誌社,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發

行, 11112 .-- 272 面; 26 公分 .-- 部分

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626-7220-08-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兩岸關

係 3.CST: 文集  574.107  

中國周邊外交 : 台日韓三方比較新

視野 / 蔡東杰等著 ; 青山瑠妙, 韓碩

熙, 蔡東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

546-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外交 2.CST: 國際關係 

3.CST: 文集  574.1807  

台灣之危  : 黨國遺民末日狂奔  = 

Dangerous Taiwan : KMT old guards 

abandon ship / 陳昭南著 .-- 臺北市 : 麥

菲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0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25-0-7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時事評論 

3.CST: 言論集  574.33  

俄羅斯的政治發展 / 郭武平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郭武平, 11112 .-- 2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822-

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政治發展 2.CST: 俄國  

574.48  

普欽政權二十年(2000-2020) : 中央再

集權之延續與轉變 / 許菁芸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96-4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普欽(Putin, Vladimir 

Vladimirovich, 1952-) 2.CST: 政治制

度 3.CST: 政治發展 4.CST: 俄國  

574.48  

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 / 理查德.

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著 ; 崔

永祿, 王忠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50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89) .-- ISBN 978-626-343-569-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美國政府 2.CST: 政治制度  

574.52  

苗栗縣社區共讀站成果專輯. 111 年 : 

共讀苗栗有 GO 站 = Reading Miaoli 

community library / 葉芯慧, 彭秀珍, 黃

馨蕙, 饒芫慈, 劉佳欣作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 11111 .-- 7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70-42-0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閱讀 2.CST: 學校與社區 

3.CST: 公共行政 4.CST: 苗栗縣  

575.13  

第一次監督地方議會就上手 / 社團

法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全國議會監

督聯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46-7-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地方議會 2.CST: 公共監督  

575.19  

金門縣縣政紀要. 中華民國 108 年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政府, 11111 .-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215-18-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福建省金門

縣  575.231/205  

金門縣縣政紀要. 中華民國 109 年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政府, 11111 .-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215-19-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福建省金門

縣  575.2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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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臺北 海綿城市 : 104-111 年臺北

市政府海綿城市成果彙編 / 李文芳

主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11111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8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永續發展 

3.CST: 臺北市  575.33/101  

未來城市備忘錄 : 從基隆治理經驗

看台灣 / 陳芛薇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88 面; 21 公分 .-- (社會

人文 ; BGB545) .-- ISBN 978-986-525-

990-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都市發展 2.CST: 公共行政 

3.CST: 基隆市  575.33/105  

桃園市民手冊. 2023 = 2023 Taoyuan 

citizen's handbook / 吳君婷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 11201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59-80-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桃園市  

575.33/109  

*中間。中堅 : 島嶼中心的不平凡 / 

駱亭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272 面; 20X20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44) .-- ISBN 978-986-525-993-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產業發展 

3.CST: 南投縣  575.33/119  

南投縣政府重要紀事. 2021 =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 林琦瑜總編輯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11112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1-2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南投市  

575.33/119  

高雄市議會紀念專刊. 第三屆 / 王雅

湘, 施美旭, 黃亭慈, 陳如薇, 陳霈瑄, 

張筧, 廖順福撰文 ; 黃錦平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議會, 11112 .-- 1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71-17-2 (精

裝) 普遍級  

1.CST: 高雄市議會 2.CST: 地方自治  

575.33/131  

春日鄉公所日安施政八年成果專刊 

= Overview of 8 years of Chunri 

Township policy performance / 蔡英勇

總編輯 .-- 屏東縣春日鄉 : 屏東縣春

日鄉公所, 11111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96-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屏東縣春日鄉公所  

575.33/135  

(消防設備師士)10 堂消防法規(含概

要)必修課 / 傅維廷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79-9 (平裝) NT$750 普

遍級  

1.CST: 消防法規  575.81  

警察實務法典 / 徐強, 陳立作 .-- 第二

版 .-- 高雄市 : 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

司, 11112 .-- 2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13-9-7 (精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警政法規  575.81  

水庫集水區流量預報技術整合暨推

廣應用 = Integration of reservoir inflow 

forecasting techniques and promotion of 

results application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

發展基金會, 楊道昌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 11111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18-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00 普遍級  

1.CST: 防災工程 2.CST: 氣候預測 

3.CST: 降水量 4.CST: 集水區  

575.87  

警政工作年報. 110 年 / 內政部警政

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

警政署, 11112 .-- 4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8-26-7 ( 精 裝 ) 

NT$435 普遍級  

1.CST: 警政 2.CST: 中華民國  

575.8933  

中國共產黨百年史 : 革命、開放到

專政,共產黨特質的世紀追尋 / 石川

禎浩著 ; 瞿艷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歷史.中

國史) .-- ISBN 978-957-05-3467-2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中國共產黨 2.CST: 歷史  

576.25  

被埋葬的中國共產黨史 : 國民黨不

提起的那些事,如何改變了中(華民)

國的命運? / 譚璐美著 ; 潘承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Tell ; 49) .-

- ISBN 978-626-7192-86-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共產黨 2.CST: 歷史  

576.25  

一滴一露 終成明珠 : 越南姊妹的多

元綻放 / 李萍, 李文瑜, 李宛澍, 柯燕

美, 區雅倫, 張怡芬, 葉亞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丁善

理先生社會福利慈善紀念基金會 , 

111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5398-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新住民 2.CST: 人物志 3.CST: 

越南  577.67  

晶片戰爭 / 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

著 ; 洪慧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20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84) .-- 

ISBN 978-986-398-847-2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國際競爭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地緣政治 4.CST: 晶片  578.1  

自由民主與法治 : 2022 世/亞盟國際

視訊論壇 =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 2022 WLFD/APLFD 

international video forum / 劉廣平, 李

呈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自

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 世界自由

民主聯盟, 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

秘書處, 11112 .-- 220 面; 23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80972-4-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自由民主聯盟 2.CST: 自

由 3.CST: 民主化 4.CST: 法治  

578.12  

歐盟法要義 / Robert Schütze 原文作 ; 

藍元駿, 高育慈, 陳盈雪, 張之萍, 徐

彪豪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92-6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歐洲聯盟 2.CST: 法規  

578.1642023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土耳其外交政策 : 

總統制後真的走向埃爾多安獨斷的

決定嗎? / 王順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64-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外交政策 2.CST: 國際關係 

3.CST: 現實主義 4.CST: 土耳其  

57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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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象 : 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

現 實  / 約 翰 . 米 爾 斯 海 默 (John 

Mearsheimer)著 ; 盧靜翻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544 面; 

21 公分 .-- (八旗國際 ; 19) .-- ISBN 

978-626-7234-09-9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美國外交政策 2.CST: 國際關

係 3.CST: 自由主義  578.52  

中國大陸船舶金廈海域盜採砂石之

跨 邊 界 海 洋 治 理 機 制 研 究  = The 

transboundary marin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prevent the mainland 

China vessels illegal sand mining on 

Kinmen-Xiamen waters / 高瑞新彙編 .-

- 初版  .-- [高雄市] : 宏冠出版社 , 

11111 .-- 1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95389-3-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海洋政策 2.CST: 海岸線 

3.CST: 海洋環境保護 4.CST: 福建省

金門縣  579.14  

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 五 / 司法院

憲法法庭書記廳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1112 .-- 775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99-43-3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人權 2.CST: 裁判 3.CST: 歐洲  

579.27  

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 六 / 司法院

憲法法庭書記廳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1112 .-- 6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99-44-0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人權 2.CST: 裁判 3.CST: 歐洲  

579.27  

留住一切親愛的 : 生存.反抗.欲望與

愛的限時信 /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著 ; 吳莉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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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麥田人

文 ; 123) .-- ISBN 978-626-310-357-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國際安全 2.CST: 國際經濟關

係 3.CST: 恐怖活動  579.36  

法律 

美魔女律師教你生活不犯錯 : 人人

都需要知道的法律常識，自己的人

生自己顧! / 李貴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80 面; 21 公分 .-- (文化

思潮 ; 208) .-- ISBN 978-626-353-21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教育輔導  580  

認真對待權利 / 朗諾.德沃金(Ronald 

Dworkin)著 ; 孫健智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528 面; 21 公分 .-

- (經典名著文庫 ; 71) .-- ISBN 978-

626-343-583-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法律哲學 2.CST: 法理學  

580.1  

台一國際法律事務所七十周年紀念

文集 / 蔣文正, 黃秀蘭, 桂齊恒, 江郁

仁, 何娜瑩, 廖正多, 林美宏, 蘇英偉, 

楊世安, 洪鶯娟, 王麗真, 陳亮之, 涂

軼, 蔣瑞安作 .-- 臺北市 : 台一國際法

律事務所, 11112 .-- 25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905-0-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台一國際法律事務所 2.CST: 

法律 3.CST: 文集  580.7  

*英美法入門 : 法學資料與研究方法 

= Introduction to Anglo-American law : 

materials and methods / 楊自然著作 .-- 

臺北市 : 楊自然出版 ; 新北市 : 文笙

書局經銷,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87-1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美法系 2.CST: 研究方法 

3.CST: 資訊檢索  580.914  

中華民國憲法 / 陳新民著 .-- 修訂再

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

087-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憲法案例研習講義 / 張陳弘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97-6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2.CST: 憲法解

釋  581.21  

大陸事務法規彙編 / 大陸委員會編

著 .-- 修訂 17 版 .-- 臺北市 : 大陸委

員會, 11111 .-- 143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50-7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大陸事務法規  581.26  

港澳事務法規彙編 / 大陸委員會編

著 .-- 第 17 版 .-- 臺北市 : 大陸委員

會, 11112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55-2 (平裝) NT$60 普遍

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大陸事務法

規  581.26  

臺灣心 港澳情 : 臺港澳交流 Q&A / 

大陸委員會編著 .-- 第 18 版 .-- 臺北

市 : 大陸委員會, 11112 .-- 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53-8 (平裝) 

NT$8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大陸事務法

規  581.26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逐 條 釋 義  / 

Christofer Lenz, Ronald Hansel 作 ; 林

明昕, 林昱梅, 陳愛娥, 程明修, 王韻

茹, 江嘉琪, 呂理翔, 李東穎, 李寧修, 

周佳宥, 邱晨, 范文清, 張志偉, 陳汶

津, 陳信安, 陳衍任, 陳錫平, 陳靜慧, 

傅玲靜, 黃相博, 謝碩駿, 劉如慧等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司 法 院 , 

11112 .-- 1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99-45-7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Germany) 

2.CST: 憲法 3.CST: 德國  581.43  

民法成年指南 /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務部 , 

11111 .-- 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220-0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法  584  

不動產優先購買權總論 / 黃健彰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914-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所有權  584.212  

債之涉他關係 : 民法講義. V / 陳自強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8 面; 23 公

分 .-- (臺大法學教科書 ; 16) .-- ISBN 

978-986-526-296-9 (平裝) NT$470 普

遍級  

1.CST: 契約  584.31  

民法. 身分法篇 : 親屬、繼承 / 戴瑀

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

大學, 1120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085-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親屬法 2.CST: 繼承  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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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普考)刑法總則考前必讀爭點 : 以

實務見解建立邏輯思考地圖 / 禾翔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76-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刑法總則 / 呂秉翰編著 .-- 修訂再

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 4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

086-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刑法總則  585.1  

醫事鑑定實務參考手冊 / 朱兆民, 甘

添貴, 廖建瑜, 林萍章, 陳星助, 林秀

敏合著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898-3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醫療糾紛 2.CST: 醫事法規 

3.CST: 文集  585.7907  

調解心鄉土情 /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 11112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166-52-9 ( 下 冊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調解 2.CST: 通俗作品  

586.48  

商業事件法規彙編 /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 11111 .-- 90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220-0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事法  587  

商業事件專題研究. 111 年 / 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111 .-- 3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20-06-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商事法 2.CST: 論述分析  

587  

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 / 陳昭華, 王敏

銓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916-4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商標法  587.3  

商標法規暨審查基準 /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編 .-- 4 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 11112 .-- 71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20-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商標法  587.3  

商標法體系研究 : 商標形成、善意

先使用與侵權議題評析 / 陳匡正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915-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商標法  587.3  

票據簽發與收受 Q&A / 陳世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201 .-

- 2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

28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票據法規  587.4  

(司法特考)尹析老師的行政法觀念

課 : 圖解、時事、思惟導引 / 尹析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48-5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高普考)尹析老師的行政法觀念課 : 

圖解、時事、思惟導引 / 尹析編著 .-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7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447-8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法 / 陳新民著 .-- 修訂四版 .-- 新

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36-6-1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公務人員培訓法規彙編 /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編 .-- 四版 .-- 臺北

市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 

11111 .-- 4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83-9 (平裝) NT$96 普遍級  

1.CST: 公務人員法規 2.CST: 在職教

育  588.12  

著作權和新技術 : 從文藝品到人工

智慧 / 陳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919-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著作權  588.34  

軍事 

軍事新聞論壇. 第十集, 認知作戰的

傳播理論與實踐 / 曹開明, 吳佳純, 李

佩珊, 謝奇任, 方鵬程, 胡光夏, 陳竹

梅, 吳宗翰, 郭文平作 ; 孫懋嘉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 11112 .-- 1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0-60-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軍事 2.CST: 軍事新聞 3.CST: 

媒體 4.CST: 文集  590.7  

中共軍史、軍力與對臺威脅 / 翁衍

慶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2 .-- 450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7128-58-9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軍事史 2.CST: 軍事戰略 

3.CST: 中國大陸研究  590.92  

共軍心理服務工作系列研究. 三 : 平

常時期之心理服務工作 / 陳依翔, 王

憲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

政治作戰學院, 11111 .-- 11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626-7080-51-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軍事行政 2.CST: 社會工作 

3.CST: 心理衛生 4.CST: 中國大陸研

究  590.92  

青天白日勳章(1929~2022) / 祝康明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金剛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384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97216-9-1 ( 精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軍官 2.CST: 傳記 3.CST: 中華

民國  590.92  

金馬地區解除戰地政務 30 週年暨轉

型正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劉名峰

主編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行政

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5-17-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戰地政務 2.CST: 民主化 

3.CST: 文集  591.7807  

中國七大兵法註釋 : 富國強兵之路 / 

陳福成註釋 .-- 初版 .-- 臺北市 : 時英

出版社, 1111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22-7-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兵法 2.CST: 注釋  592.09  

風雲起 : 抗戰時期中國的氣象事業 = 

Weather and warfare : Chinese 

meteorology during the Second Sino-

Japanese War / 劉芳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11 .-- 312 面; 21 公分 .-- (民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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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 11) .-- ISBN 978-626-7157-68-8 (精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戰略情報 2.CST: 氣象  

592.76  

二次大戰視覺史 : 從閃電戰到廣島 / 

DK 出版社編輯群作 ; 于倉和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112 .-- 372 面; 24X28 公分 .-- 

ISBN 978-626-96369-5-2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戰史  

592.9154  

憲兵故事 / 陳經曜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53-12-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憲兵 2.CST: 通俗作品  

593.97  

*國造輕兵器選輯 / 王明瑞主編 .-- 臺

北市 :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11111 .-- 

139 面; 21 公分 .-- (軍史 ; 53) .-- ISBN 

978-626-7080-58-0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兵器  595.5  

裝甲雄師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

甲部隊之創建、戰鬥與敗亡. 第七部, 

靜靜的頓河 1942 東線夏季攻勢 = 

Aufstieg,Kampf und Untergang der 

deutschen Panzertruppen im 2. Weltkrieg. 

Band 7, Ruhig fließt der Dom / 滕昕雲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老戰友工作室

軍事文粹部, 11111 .-- 218 面; 23 公

分 .-- (裝甲雄師系列 ; 7) .-- ISBN 978-

986-98742-8-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裝甲兵 2.CST: 陸戰史 3.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4.CST: 德國  

596.943  

國防大學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究論

文集. 民國 111 年 / 李懿芳、潘瑛如、

宋修德、林政榮、劉立偉、王先正

作 ; 梁庭蔚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1112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0-57-3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國防教育 2.CST: 文集  

599.03  

海洋與國防專題講座論文集. 111 年

第十四屆 / 趙建國、郁瑞麟、簡銘

儀、李彥璋、姜皇池、楊太源、高

木蘭、林穎佑、賴璽互、黃鶴樓、

Beryl Charity T. Bacolcol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1112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0-52-8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國防 2.CST: 海洋戰略 3.CST: 

文集  599.07  

全民國防前瞻探索 : 新冷戰與後疫

情時代之政治作戰 / 林志龍, 彭志凌, 

鄭兆恩, 王智民, 高辰毅, 魏弘武, 林

奕安, 陳珮嘉, 鄭又禎, 茆家麒, 蕭頌

主作 ; 林志龍, 黃耀宗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11111 .-- 208 面; 30 公分 .-- (軍事社會

科學叢書 ; 111-2) .-- ISBN 978-626-

7080-59-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國防政策 2.CST: 國防教育 

3.CST: 政治作戰 4.CST: 文集  

599.107  

海巡法規彙編與解析 / 伍姿蓉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伍姿蓉, 11112 .-- 

4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28-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海防 2.CST: 警政法規  

599.41  

國慶閱兵 : 金門民眾自衛隊 / 陳永富

訪談.撰述 ; 吳美瑩紀錄 .-- 初版 .-- 金

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111 .-

- 232 面; 21 公分 .-- (金門口述歷史叢

書 ; 3) .-- ISBN 978-626-7215-20-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民防團隊 2.CST: 自衛隊 

3.CST: 訪談 4.CST: 福建省金門縣  

599.78  

拒止戰略 / 柯伯吉(Elbridge A. Colby)

作 ; 李永悌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11112 .-- 423 面; 

21 公分 .-- (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 ; 

673) .-- ISBN 978-626-7080-61-0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防戰略 2.CST: 軍事戰略 

3.CST: 中美關係 4.CST: 美國  

599.952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Selden Map 與東西洋唐人 : 地理知識

與世界景象的探索(1500-1620) / 陳宗

仁著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11111 .-- 572 面; 23 公分 .-- 

(專刊 ; 5) .-- ISBN 978-626-7002-83-4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地圖繪製 2.CST: 古地圖 

3.CST: 航運史 4.CST: 中國  609.292  

中國史 

*如果史記這麼帥. 4, 良將俠客(超燃

漫畫學歷史+成語) / 戴建業主編 ; 漫

友文化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176 面; 

21 公分 .-- (Graphic times ; 38) .-- ISBN 

978-986-384-810-3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史記 2.CST: 漫畫  610.11  

如果史記這麼帥. 5, 漢代群英(超燃

漫畫學歷史+成語) / 戴建業主編 ; 漫

友文化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184 面; 

21 公分 .-- (Graphic times ; 39) .-- ISBN 

978-986-384-820-2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史記 2.CST: 漫畫  610.11  

王朝是怎樣砍掉重練的. 1, 夏朝~春

秋戰國 : 賽雷三分鐘看懂漫畫中國

史 / 賽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08 面; 21 公分 .-- (Fun 系列 ; 91) .-- 

ISBN 978-626-353-214-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3.CST: 漫畫  610.9  

王朝是怎樣砍掉重練的. 2, 秦朝~東

漢 : 賽雷三分鐘看懂漫畫中國史 / 賽

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8 面; 

21 公分 .-- (Fun 系列 ; 92) .-- ISBN 978-

626-353-21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3.CST: 漫畫  610.9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11, 南宋金元篇

(萌貓漫畫學歷史) / 肥志編.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Graphic times ; 25) .-- ISBN 978-986-

384-821-9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3.CST: 漫畫  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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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忍細究全集 / <<百家論壇>>

編輯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

版社出版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1112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383-7-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中國斷代史 

宋代<<春秋>>學研究論集 / 劉德明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306 面; 23 公

分 .-- (經學研究叢書. 經學史研究叢

刊 ; 501033) .-- ISBN 978-986-478-776-

0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春秋(經書) 2.CST: 研究考訂 

3.CST: 宋代  621.7  

左傳新解 / 左丘明原著 ; 馬玉山編

注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 (諸子百家大講座 ; 23) .-- ISBN 978-

626-96716-2-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左傳 2.CST: 注釋  621.732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 熙寧變法的源

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  / 

梁庚堯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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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0-671-3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北宋史 2.CST: 王安石變法  

625.15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 <<倫敦新聞

畫報>>記錄的晚清 1842-1857 / 沈弘

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5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60-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晚清史 2.CST: 中國史 3.CST: 

新聞報導  627.6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 <<倫敦新聞

畫報>>記錄的晚清 1861-1873 / 沈弘

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7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79-9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晚清史 2.CST: 近代史 3.CST: 

新聞報導  627.7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 <<倫敦新聞

畫報>>記錄的晚清 1857-1860 / 沈弘

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4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66-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晚清史 2.CST: 近代史 3.CST: 

新聞報導  627.72  

重探抗戰史. 三 : 抗戰與中國之命運 

/ 郭岱君, 尚如平, 岩谷將, 林孝庭, 洪

小夏, 張世瑛, 陳立文, 鹿錫俊, 黃自

進, 潘敏, 嵯峨隆, 楊天石, 蘇聖雄著 ; 

郭岱君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36

面; 23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665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628.5  

間不容髮 : 黃河花園口決堤 / 何世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5 公

分 .-- (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叢

書) .-- ISBN 978-957-16-0988-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戰略 3.CST: 

軍事謀略  628.5  

駝峰生命線 : 抗戰時期印緬物資內

運 紀 錄 (1942-1945) = The hump :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inward transport 

from India and Burma 1942-1945 / 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民國史料 ; 78-79) .-- 

ISBN 978-626-7157-71-8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157-72-5 (下

冊: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軍事運輸 

3.CST: 史料  628.58  

中國文化史 

中國文化史 / 王建文等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352 面; 23 公分 .-- (歷史.地

理/中國史) .-- ISBN 978-957-14-758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中國  630  

正史不提的中國文明史 : 出土文物

與文獻,還原古人生活的樣貌,正史沒

說的邊緣文化史。 / 侯印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Tell ; 49) .-

- ISBN 978-626-7192-81-8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文化史 3.CST: 

中國  630  

閻宗臨的中西交通史 : 開國貿易 X

異族來朝 X 入境傳教,從閉關到開放

的西學傳播之路,為何沒有延續下去? 

/ 閻宗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4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62-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東西方關係 2.CST: 文化史  

630.9  

中國地方志 

北竿鄉志續編 / 王花俤撰述 .-- 連江

縣 北 竿 鄉  : 連 江 縣 北 竿 鄉 公 所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215-16-

6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1  

北竿故事集 . 1, 煙雲往事 = Beigan 

story collection / 劉宏文著 .-- 連江縣

北竿鄉 :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11111 .-

- 101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

7215-13-5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北竿故事集 . 2, 神明有聖 = Beigan 

story collection / 劉宏文著 .-- 連江縣

北竿鄉 :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11111 .-

- 121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

7215-14-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民間信仰 

3.CST: 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北竿故事集 . 3, 燈火平生 = Beigan 

story collection / 劉宏文著 .-- 連江縣

北竿鄉 :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11111 .-

- 107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

7215-15-9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光輝歲月 1970~1997 : 香港百年. 2 / 

雪姬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

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4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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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人文地理 2.CST: 社會生活 

3.CST: 歷史 4.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673.84  

盈科而進 : 從鄉土史到澳門歷史文

化專題 / 溫如嘉, 張偉保, 鄭潤培, 李

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10 面; 23 公

分 .-- (大學叢書. 新亞文商學術叢刊 ; 

1707007) .-- ISBN 978-986-478-783-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澳門特別行政區  

673.92  

中國遊記 

哈囉小梅子 : 坐飛機到中國 / 徐智沅

文 ; 金洪善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128 面; 

26 公分 .-- (知識漫畫環遊世界) .-- 

ISBN 978-986-371-412-5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漫畫 3.CST: 中國  

690  

徐暇客記遊 / 徐暇客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11 .-- 336 面; 

26 公分 .-- (記遊 ; TN11101) .-- ISBN 

978-957-447-383-0 (精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中國  690  

世界史地 

一戰後,帝國主義的瓦解 : 分贓醜劇、

戰爭賠款、軍備競賽、列強紛爭、

革命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醞釀背

景 / 潘于真, 胡元斌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3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83-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戰史  

712.84  

公職考試講重點 : 世界文化史 / 丁永

恩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441-9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世界史  713  

神祕魷魚的驚奇冒險  / 飢餓蕃茄

(Hungry Tomato) 作  ; 貝 利 . 亞 伯 特

(Barry Ablett)繪圖 ; 魏嘉儀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201 .-

- 48 面; 29 公分 .-- (科學繪本 ; 3) .-- 

ISBN 978-626-96773-1-3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地理 2.CST: 通俗作品  

716  

世界年鑑. 2023 = The world almanac / 

中央通訊社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央通訊社, 11112 .-- 9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765-5-8 ( 精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世界地理 2.CST: 年鑑  

716.058  

亞洲史地 

葡語國家瞭望. 下輯, 亞非葡語國家

地區篇 / 柳嘉信, 吳玉嫻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88 面; 24 公分 .-- (葡語

國家研究論叢 ; 3) .-- ISBN 978-957-

732-682-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文集 3.CST: 

亞洲 4.CST: 非洲  730.07  

東京骨灰紀行 / 小澤信男作 ; 章蓓蕾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

限公司發行, 11201 .-- 320 面; 21 公

分 .-- (日本再發現 ; 22) .-- ISBN 978-

626-7207-10-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日本東京都  731.726085  

東京半日慢行 : 一日不足夠,半日也

幸福,走進脫胎換骨的東京! / 張維中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59-5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自助旅行 2.CST: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遇見 NEO 東京 : 跟著在地人品嘗美

食、最新據點、採買伴手禮的 One 

day trip 提案 / Shinon 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精 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62-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商店 3.CST: 購物

指南 4.CST: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京都'23-24 / MAPPLE 昭文社編輯部

作 ; 甘維治, 許懷文, 蔣詩綺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26 公分 .-- 

(哈日情報誌 ; 40) .-- ISBN 978-986-

461-318-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京都市  

731.75219  

北海道我來囉! : 雪祭、滑雪、破冰

船、溫泉、美食,冬季這樣玩就對了 

/ 娜塔蝦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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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24 面; 23 公分 .-

- (樂遊 ing) .-- ISBN 978-626-7149-45-

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北海道  

731.7909  

大和日記 : 東日本 / 小林賢伍著 ; 盧

慧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40 面; 21 公

分 .-- (wander ; 5) .-- ISBN 978-626-

96818-1-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CST: 

風景攝影 4.CST: 日本  731.9  

日本御朱印小旅行 / 三須亞希子著 ; 

康逸嵐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

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20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9-50-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神社 3.CST: 日本  

731.9  

去日本自助旅行!給超新手的旅遊密

技全圖解 : 交通攻略 X 食宿玩買 X

旅程規劃,有問必答萬用 QA / 超級旅

行貓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2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9-48-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自助旅行 2.CST: 日本  731.9  

帶著孩子去旅行 : 家族旅行大力提

升孩子的心智成長!! / 村田和子作 ; 

胡慧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

光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54-00-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親子 3.CST: 日本  

731.9  

圖解韓戰 / 上田信作 ; 張詠翔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73 

 

978-626-7218-15-0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韓戰 2.CST: 軍事 3.CST: 兵器  

732.2723  

中亞地區政經發展析論 / 郭武平著 .-

- 再版 .-- [新北市] : 郭武平,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1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政治經濟分

析 3.CST: 文集 4.CST: 中亞  734.07  

阿拉伯人 3000 年 / 提姆.麥金塔-史密

斯(Tim Mackintosh-Smith)著 ; 吳莉君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736 面; 

22 公分 .-- (臉譜書房) .-- ISBN 978-

626-315-223-6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阿拉伯史  735.901  

越南旅繪手帖 : 深入走訪 7 大城市,

體驗美食 x 建築 x 生活 / Ros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652-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插畫 3.CST: 越南  

738.39  

臺灣史地 

口述歷史. 第 16 期 = Oral history /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

>>編輯委員會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02-84-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口述歷史  

733.21  

國家、環境治理與原住民族的文化

實踐 / 張珣, 許雪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學普類) .-

- ISBN 978-626-7002-85-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民族研

究 3.CST: 臺灣史  733.21  

關刀山麓風雲 : 西元 1861-1945 關刀

山麓大湖地區開拓誌 / 羅文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71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794-231-9 ( 平 裝 ) 

NT$9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臺灣開發史 

3.CST: 苗栗縣大湖鄉  733.27  

南洋復命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

案日治時期南洋視察報告書彙編. 一 

/ 張家榮編著 .-- 初版 .-- 南投市 : 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 11112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97-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外交史 2.CST: 臺灣史 3.CST: 

歷史檔案 4.CST: 東南亞  733.28  

文協百年 : 近代東亞跨域比較的觀

點 / 陳俊強, 洪健榮, 林佩欣主編 .-- 

新北市 : 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

中心, 新北市立圖書館出版 : 國立臺

北大 學 , 新 北 市政 府 文化 局發 行 , 

11112 .-- 299 面; 26 公分 .-- 部分內容

為日文 .-- ISBN 978-626-96026-5-0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日據時期 2.CST: 歷史檔案 

3.CST: 臺灣史 4.CST: 文集  

733.2807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三十, 基隆市 / 

黃翔瑜, 吳俊瑩, 陳世局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11112 .-- 5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96-

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二二八事件 2.CST: 歷史檔案  

733.2913  

<<爺爺說故事>>台灣人權村傳奇彩

色圖畫書 : 一九五二的寒冬 / 江姮姬, 

廖昭昌, 陳壽寶作 ; 呂世吉繪圖 .-- 新

北市 : 新北市光明頂農業發展協會, 

11111 .-- 1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79-0-9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通俗作品  

733.2931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泰源事件史料

彙編 / 薛月順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7119-88-4 (全套:精裝) NT$1300 普遍

級  

1.CST: 獄政 2.CST: 政治迫害 3.CST: 

臺灣政治 4.CST: 史料  733.2931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美麗島事件史

料彙編. 九, 案發後大審前的國際救

援 / 何鳳嬌, 林本原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

物館, 11112 .-- 6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89-1 (精裝) NT$620 普

遍級  

1.CST: 美麗島事件 2.CST: 臺灣民主

運動 3.CST: 臺灣史  733.2945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美麗島事件史

料彙編. 十, 軍法大審期間的國際救

援 / 何鳳嬌, 林本原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

物館, 11112 .--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90-7 (精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美麗島事件 2.CST: 臺灣民主

運動 3.CST: 臺灣史  733.2945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美麗島事件史

料彙編. 十一, 發監執行後的國際救

援 / 何鳳嬌, 林本原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

物館, 11112 .-- 6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91-4 (精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美麗島事件 2.CST: 臺灣民主

運動 3.CST: 臺灣史  733.2945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美麗島事件史

料彙編. 十二, 高俊明案 / 張世瑛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1111 .-- 8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92-1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美麗島事件 2.CST: 臺灣民主

運動 3.CST: 臺灣史  733.2945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美麗島事件史

料彙編. 十三~十五, 林宅血案 / 蕭李

居, 林映汝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19-93-

8 (全套: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美麗島事件 2.CST: 臺灣民主

運動 3.CST: 臺灣史  733.2945  

*山海嬉遊紀 : 跟著風型人、土型人,

發現地方生機 / 王靜如, 財團法人建

蓁環境教育基金會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

卷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12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2-8-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生態旅遊 2.CST: 臺灣遊記  

733.69  

出走,探尋島國印記 : 綿羊到福爾摩

沙一號的旅行 / 家永實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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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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033-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733.69  

台灣文史快易通 / 苦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87-629-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人物志  733.7  

跨越世紀的信號. 3 : 圖像裡的臺灣史 

/ 簡宏逸, 盧正恒, 鄭螢憶, 林紋沛, 莊

勝全, 蔡思薇, 曾獻緯, 黃悠詩, 楊淳

嫻, 陳偉智著 ; 張隆志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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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62-596-5 ( 平 裝 ) 

NT$599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史料 3.CST: 圖

錄  733.71  

探路台北 : 大台北公路車深度旅行 / 

陳穎青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

220-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腳踏車旅行 2.CST: 臺北市  

733.9/101.6  

百年菁桐坑 / 陳勤忠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財團法人新北市台灣藝術創

生文化基金會, 11111 .-- 1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447-1-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礦業 3.CST: 

鐵路 4.CST: 新北市平溪區  

733.9/103.9/117.4  

良醫藥師舖子 : 坪林茶鄉 X 老屋新

生 X 共善共好,打造松竹蘭梅健康販

賣所 / 劉惠蘭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41-8-

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文化 3.CST: 

新北市坪林區  733.9/103.9/127.4  

探索繽紛萬金石  / 李鴻謀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李鴻謀, 11111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736-

9 (中冊: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新北市萬里區 4.CST: 新北市金山區 

5.CST: 新北市石門區  

733.9/103.9/149.4  

看海記事 : 基隆港職人生活誌 / 葉奕

緯, 鄭詩怡, 林佳慧, 田美子, 施博文, 

戴秀真, 廖芷瑩採訪.紀錄.撰文 ; 好風

土文化有限公司企劃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4-99-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基隆市  733.9/105.4  

東台首港 : 南方澳漁港百歲紀念廣

場興辦事業專輯 / 陳財發, 張志弘撰

文 .-- 初版 .-- 宜蘭縣蘇澳鎮 : 宜蘭縣

討海文化保育協會, 11111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059-4-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漁港 2.CST: 歷史 3.CST: 宜蘭

縣蘇澳鎮  733.9/107.9/123.2  

漁港印記 : 期頤漁港 南方澳開港文

獻專輯 / 戴寶村, 陳偉智, 林正芳, 陳

財發, 陳凱雯, 古川勝三, 吉尾寬, 吳

淑菁, 蔡昇彰撰文 ; 張瓊方, 張文義翻

譯 .-- 初版 .-- 宜蘭縣蘇澳鎮 : 宜蘭縣

討海文化保育協會, 1111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059-5-5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漁港 2.CST: 歷史 3.CST: 文獻 

4.CST: 宜蘭縣蘇澳鎮  

733.9/107.9/123.2  

幸福城市經濟學 : 桃園好投資.好創

意.好環保.好精采.好好買 / 陳筱君, 

黃詩茹, 范毓雯, 洪敏隆, 方心逸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111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9-70-5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都市發展 2.CST: 經濟發展 

3.CST: 桃園市  733.9/109.5  

以人為本 移動城市 : 構建暢行桃園

的美好生活 / 陳玉鳳, 王盈雅, 廖淑鈴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 

11111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7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都市交通 2.CST: 交通建設 

3.CST: 桃園市  733.9/109.57  

作客龍潭大北坑 / 桃園市政府著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出

版 : 桃園市政府發行, 1111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96-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客家 3.CST: 

桃園縣龍潭鄉  733.9/109.9/119.4  

樹有一群 / 郝秀慧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過溪生活,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66-0-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樹木 3.CST: 

桃園市龜山區  733.9/109.9/121.4  

新竹清華園的歷史現場 / 王俊秀著 .-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

社, 11112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25-7-2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新竹市  733.9/112.4  

聚焦汶水 / 黃鼎松作 .-- 初版 .-- 苗栗

縣大湖鄉  :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47-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自然景觀 

3.CST: 苗栗縣  733.9/113.4  

續修後龍鎮志 / 張明權, 林宗德, 陳冠

文, 張孟桃, 黃文成, 梁金群, 祖孟萱

撰述 ; 廖振富總主筆 ; 黃文成主編 .-

- 初版 .-- 苗栗縣後龍鎮 : 苗栗縣後龍

鎮公所, 11112 .-- 65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70-50-5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苗栗縣後龍鎮  

733.9/113.9/119.1  

*續修泰安鄉志 : 「應許之地」的榮

耀 與 滄 桑  = Continuing the Tai'an 

Township chronicle : glory and 

vicissitudes of the promised land / 古鎮

清總編纂 .-- 苗栗縣泰安鄉 : 苗栗縣

泰安鄉公所,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7070-43-7 (全套:精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方志 2.CST: 苗栗縣泰安鄉  

733.9/113.9/123.1  

彰化縣聚落建築群彰化中興莊修復

及再利用計畫 / 郭俊沛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11 .-- 18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241-03-5 (平裝) NT$900 普

遍級  

1.CST: 聚落 2.CST: 文化資產 3.CST: 

彰化縣  733.9/1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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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跡里山 : 八卦台地 / 劉抒芳總編

輯 .-- 彰化縣大村鄉 : 大葉大學環境

教育中心, 1111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57-6-1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聚落 2.CST: 人文地理 3.CST: 

通俗作品 4.CST: 彰化縣  

733.9/121.4  

竹籬笆也有春天 : 重現中興莊前世

與今生 / 楊秋蘋著 .-- 第一版 .-- 彰化

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大家來寫村史 ; 52) .-- 

ISBN 978-626-7241-04-2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彰化市  

733.9/121.9/101.9  

遊逛土庫看世界 / 陳璧君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12 .-

- 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0-

93-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人文地理 3.CST: 

雲林縣土庫鎮  733.9/123.9/107.6  

朴子高明寺志 / 闞正宗編纂 .-- 嘉義

縣朴子市 : 財團法人嘉義縣朴子高

明寺, 11112 .-- 3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230-1-6 (精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歷史 3.CST: 民間

信仰 4.CST: 嘉義縣朴子市  

733.9/125.9/117.61  

大隱於市的街屋們 : 台南現代建築

及人文歷史見學  / 家永實, 王茗禾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04-98-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建築 3.CST: 

臺南市  733.9/127.4  

漫漶時光 : 臺南人權歷史場址. III = 

Memorial sites and human rights in 

Tainan III / 戴文鋒, 莊永清, 葉瓊霞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

化局, 11112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01-69-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臺南市  733.9/127.4  

回家順路提豆油 : 高雄山、海、縱

貫線的里鄰雜貨店 / 蘇福男, 林建志, 

林芷琪, 楊路得, 妍音, 儲玉玲, 江舟

航, 曾愉芬, 林佩穎, 余嘉榮文字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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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71-19-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商店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歷史 4.CST: 高雄市  733.9/131.4  

*大高雄時空散策 : 建築與美食 / 魚

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觀光局, 1111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1-26-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高雄市  

733.9/131.6  

安家.茄萣噠 / 邱中川總編輯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茄萣區蟯港人

文協會, 11112 .-- 160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689-2-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攝影集 

3.CST: 高雄市茄萣區  

733.9/133.9/133.4  

台灣最美的金針山 : 因緣六十石山

傳奇 / 廖登清編著 .-- 臺中市 : 廖登

清, 11111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792-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人文地理 3.CST: 

花蓮縣富里鄉  733.9/137.9/113.6  

國際島嶼 海上明珠 / 奇兒漫畫 ; 黃惠

鈴腳本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

府文化局, 11111 .-- 148 面; 21 公分 .-

-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ISBN 978-

626-7211-05-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都市發展 2.CST: 歷史 3.CST: 

漫畫 4.CST: 澎湖縣  733.9/141.2  

澎湖古蹟與歷史  / 卓克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112 .-- 

264 面; 21 公分 .-- (臺灣史研究叢書 ; 

20) .-- ISBN 978-626-96643-3-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古蹟 2.CST: 歷史 3.CST: 歷史

性建築 4.CST: 澎湖縣  733.9/141.6  

澎 湖 智 慧觀 光 導覽 手 冊  = Penghu 

smart tourism guidebook / 雅凱藝術事

業有限公司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馬

公市 :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11112 .-- 17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31-436-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手冊 3.CST: 澎湖

縣  733.9/141.6  

續修七美鄉志 = The history of Cimei 

Township / 陳昱名總編輯 .-- 澎湖縣

七美鄉 : 澎湖縣七美鄉公所, 11112 .-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1-

11-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澎湖縣七美鄉  

733.9/141.9/103.1  

澎湖傳說 : 竹篙灣與內塹 = Legends 

of Penghu : legends of Penghu-

Zhugaowan and Nei-Qian / 張宏宇, 莊

文啟, 林妍伶故事創作 ; 王意婷, 徐雅

琦英文作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11111 .-- 

24 面; 21X30 公分 .-- (澎湖縣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 海洋故事繪本系列)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211-1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海洋 2.CST: 文化 3.CST: 傳說 

4.CST: 繪本 5.CST: 澎湖縣西嶼鄉  

733.9/141.9/107.4  

歐洲史地 

穿越到古希臘過一年 : 逃奴、新娘、

運動員,八方職人討生活,親臨古奧運

會前的群像日常! / 菲利浦.馬提札克

作 ; 金瑄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914-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古希臘 2.CST: 文明史 3.CST: 

文化史  740.212  

地獄之行 : 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 / 伊

恩.克蕭(Ian Kershaw)著 ; 林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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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 550 面; 23 公分 .-- (Master's ; 18) .-- 

ISBN 978-626-7234-13-6 (卷 1: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二十世紀 2.CST: 歐洲史  

740.27  

從黎明到衰頹 : 二十世紀終極歷史

鉅著,史學大師巴森帶你追溯西方文

化五百年史 / 巴森(Jacques Barzun)著 ; 

鄭明萱譯 .-- 五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 冊 .-- 穿線精裝典藏版 .-- ISBN 978-

986-262-603-0 (上冊:精裝) NT$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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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262-604-7 (下冊:精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西洋文化 2.CST: 文明史 

3.CST: 生活史 4.CST: 學術思想  

740.3  

閻宗臨的歐洲文化史論 : 征服異邦 X

種族清洗 X 階級革命,文明的開始是

戰爭!自血腥中誕生的歐陸文明傳承

史 / 閻宗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7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18-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歐洲  740.3  

時間怪獸 : 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

進步假象 / 普莉亞.沙蒂婭(Priya Satia)

著 ;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53-205-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帝國主義 2.CST: 史學 3.CST: 

史學評論 4.CST: 英國  741.25  

葡語國家瞭望. 上輯, 葡萄牙篇 / 柳嘉

信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4 公

分 .-- (葡語國家研究論叢 ; 1) .-- ISBN 

978-957-732-680-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文集 3.CST: 

葡萄牙  746.207  

冰島深度之旅 : 當地最大旅行網站

專欄作家的超詳盡景點攻略 / 冰島

島民 Lau Yuet Tan 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256

面; 22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122) .-

- ISBN 978-986-336-437-5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冰島  747.79  

膨脹的帝國 : 俄羅斯土地收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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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512 面; 23 公分 .-

- (Spot ; 34) .-- ISBN 978-626-7063-28-

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俄國史  748.1  

美洲史地 

極簡巴西史 / 関眞興作 ; 陳聖怡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202 .-- 213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218-19-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巴西史  757.1  

葡語國家瞭望. 中輯, 巴西篇 / 周平, 

柳嘉信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34 面; 

24 公分 .-- (葡語國家研究論叢 ; 2) .-- 

ISBN 978-957-732-681-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文集 3.CST: 

巴西  757.107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高年級實習生 : 馬里亞納海溝跳島

記 / 劉玉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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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ross ; 

65) .-- ISBN 978-626-353-248-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CST: 

馬里亞納群島  776.59  

*世界盡頭的瘋人院 : 史上首支成功

度過南極冬季的探險隊求生錄 / 朱

利安.桑肯頓(Julian Sancton)著 ; 羅慕

謙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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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6-587-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傑拉許(Gerlache de Gomery, A. 

de(Adrien), 1866-1934.) 2.CST: 庫克

(Cook, Frederick Albert, 1865-1940.) 

3.CST: 阿蒙森(Amundsen, Roald, 

1872-1928.) 4.CST: 地理考察 5.CST: 

探勘船 6.CST: 南極  779  

傳記 

台灣路名談名人 / Xavier, Vicky, 老溫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有限公司, 11111 .-- 19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61-54-8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781  

穿越神秘的大海 / 林躍奇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2 .-- 

148 面; 20 公分 .-- ((藍色家園)原創科

普叢書. 人文海洋系列) .-- ISBN 978-

626-96858-5-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航海 3.CST: 

歷史故事  781  

*活好 : 全球 25 位生命總統活出初心

的故事 = Stay gold / 周進華, 張芝瑄, 

蔡潔玲, 周上觀, 周天觀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

基金會, 11111 .-- 4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047-7-0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781.05  

作家印象記 / 謝冰瑩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8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作家 2.CST: 世界傳記  

781.054  

從 此 君 王 不 早 朝  : 金 屋 藏 嬌 的

「嬌」、悲情才女班婕妤、洛神甄

皇后、皇帝武則天、慈禧太后......從

秦漢至清代,揭開歷史上傳奇后妃的

面紗 / 孟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61-4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后妃 2.CST: 女性傳記 3.CST: 

中國  782.22  

歷史上的紅顏之罪 : 懂玩夏姬 X 被

渣西施 X 最衰昭君 X 間諜貂蟬 X 嬌

蠻貴妃,中國五大美人的風流豔史 / 

陳為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17-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中國  

782.22  

明清儒學家著述生卒年表 / 麥仲貴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

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新亞研究

所 叢 刊 ) .-- ISBN 978-957-15-1903-6 

(全套: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明代 3.CST: 清代  

782.236  

*陶淵明 / 廖仲安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78-777-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南北朝)陶潛 2.CST: 傳記  

782.832  

厚黑教主李宗吾全傳 / 方東野主編 .-

- 修訂一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6-861-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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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傳記  782.885  

且歌且行 / 陈华珍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1 .-- 36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09-9-6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陳華珍 2.CST: 自傳  782.887  

有去無回的地方 : 一個維吾爾女孩

在新疆「再教育營」的真實經歷  / 

米日古麗.圖爾蓀(Mihrigul Tursun), 安

德莉亞.C.霍夫曼(Andrea C. Hoffmann)

著 ; 顏涵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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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生活視

野 ; 33) .-- ISBN 978-626-318-515-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傳 2.CST: 政治迫害 3.CST: 

維吾爾族  782.887  

坎坷风雨路 / 黄初寿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1 .-- 550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坎坷風雨路 .-- 

ISBN 978-626-96509-8-9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黃初壽 2.CST: 傳記  782.887  

紅色賭盤 : 令中共高層害怕,直擊現

代中國金權交易背後的腐敗內幕  / 

沈棟(Desmond Shum)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焦點 ; 

24) .-- ISBN 978-626-7014-96-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沈棟 2.CST: 企業家 3.CST: 傳

記 4.CST: 中國  782.887  

成為啟動未來的力量 / 王怡棻, 王維

玲, 王曉晴, 沈勤譽, 林芝安, 陳芛薇, 

黃筱珮, 錢麗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72 面; 23 公分 .-- (社會

人文 ; BGB547) .-- ISBN 978-986-525-

997-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783.31  

信步回家 : 紀念王鎮華.林怡玎 / 王鎮

華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德簡書院文教基金會,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2856-1-3 (平

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王鎮華 2.CST: 林怡玎 3.CST: 

臺灣傳記  783.31  

跳越逆流 : 48 位未贏在起跑點的職

涯菁英故事 / 孫寶年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

人關懷機構, 11112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27-615-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783.31  

成為引領前進的力量 / 王怡棻, 王維

玲, 沈勤譽, 林芝安, 邵冰如, 倪可誠, 

陳芛薇, 錢麗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248 面; 23 公分 .-- (社會

人文 ; BGB546) .-- ISBN 978-986-525-

996-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783.318  

成為臺灣人 : 山東師生到臺灣的流

離與扎根 / 林寶安訪問.撰述 .-- 澎湖

縣 馬 公 市  : 澎 湖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 

11111 .-- 冊 .--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33-334) .-- ISBN 978-626-7211-08-3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

7211-09-0 (下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訪談  783.318  

Lighthome : 以光為家─燈塔人的故

事 / 黃銘彰, 李姿穎, 曾楚芳, 陳貞蓉

文字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航港局, 11111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1-435-4 ( 精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燈塔 2.CST: 人物志 3.CST: 臺

灣  783.32  

他鄉.故鄉 : 韓戰老兵在臺灣 / 郭冠麟, 

顏瑞宏, 楊媛鈞, 王譔評採訪撰稿 ; 胡

光夏總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1112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07-0-1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退役軍人 2.CST: 口述歷史 

3.CST: 人物志 4.CST: 臺灣  783.32  

遇見青年. 4, 苗栗籽 / 彭德俊, 涂榮輝, 

劉芸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 

11111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70-4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創業 3.CST: 苗

栗縣  783.36/113  

勇建人生 : 20 位百工百業臺南客家

人故事 / 林芷琪, 周季嬋, 徐泰雯, 徐

琬甯, 黃怜穎, 謝欣珈文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 11111 .-- 2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01-65-4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人物志 3.CST: 臺

南市  783.36/127  

奮力啟航 : 18 位臺南客家領航者的

故事 / 林芷琪, 周季嬋, 邱薇樺, 徐琬

甯, 黃怜穎, 謝欣珈文字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市政府, 11111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01-62-3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客家 3.CST: 臺

南市  783.36/127  

從許黃店出發 / 許薌君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9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許氏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家族史  783.37  

七點總裁 : 王任生回憶 / 王任生口述 ; 

鄧海珠採訪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

301-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王任生 2.CST: 企業家 3.CST: 

回憶錄  783.3886  

四兩撥千斤 / 涂鄂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798-4-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涂鄂良 2.CST: 企業經營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永不放棄 / 龐建國紀念文集編輯委

員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史記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1 .-- 257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06447-3-

9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龐建國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集  783.3886  

李友邦將軍 / 徐宗懋撰文 .-- 初版 .-- 

臺 北 市  : 新 世 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148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05-0-4 (精裝) NT$1600 普

遍級  

1.CST: 李友邦 2.CST: 臺灣義勇隊 

3.CST: 臺灣傳記 4.CST: 相片檔案  

783.3886  

從愛出發 : 李瑞騰教授七秩榮退紀

念文集 / 朱嘉雯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0-

512-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李瑞騰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集  783.3886  

捨得歡喜 : 葛濟捨和孫慈喜的喜捨

人生 / 鄭茹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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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

業基金會,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 典藏版 .-- ISBN 978-626-7205-19-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葛濟捨 2.CST: 臺灣傳記 

3.CST: 醫療服務  783.3886  

棋局  : 走過戡戰歲月 1929-2009 = 

Chess game : those years through 1929-

2009 / 祝戡著 .-- 一版 .-- 桃園市 : 大

真文化創意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life ; V005) .-- ISBN 

978-986-89561-8-6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480 普遍級  

1.CST: 吳福助 2.CST: 自傳  

783.3886  

蛻變,是一件瘋狂的事 / 黃啓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557-3-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黃啓勛 2.CST: 自傳 3.CST: 自

我實現  783.3886  

戰後臺灣史料與研究 : 黃杰任職警

總時期日記 / 黃杰著 ; 廖文碩, 陳昶

安, 李仕寧編輯校訂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史館,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7119-98-3 (全套 :精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黃杰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灣史 4.CST: 史料  783.3886  

*薪火相傳 慧命永續 : 「迎暾書房」

成立紀錄專輯 / 王雅萍編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圖書館, 11112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8-12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吳福助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小女孩大力量 : 沈芯菱的公益世界 / 

周姚萍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32 面; 

22 公分 .-- (少年博雅 ; 11) .-- ISBN 

978-626-343-598-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沈芯菱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自我實現  783.886  

靜謐的榮光 : 馬洛里、大英帝國與

聖母峰之一頁史詩  / 韋德 .戴維斯

(Wade Davis)著 ; 鄭煥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12 .-- 冊 .-- (Meters ; FM1007-

FM1008) .-- ISBN 978-626-315-240-3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315-241-

0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馬洛里(Mallory, George, 1886-

1924.) 2.CST: 登山 3.CST: 傳記 

4.CST: 聖母峰 5.CST: 英國  784.11  

鉑金的完美紫色 : 威廉.亨利.珀金如

何運用化學創造紫色? / 塔米.路易斯.

布朗(Tami Lewis Brown), 黛比.洛倫.

鄧恩(Debbie Loren Dunn)文 ; 法蘭切

絲卡.桑娜(Francesca Sanna)圖 ; 游珮

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56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40-464-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珀金(Perkin, William Henry, 

Sir, 1838-1907) 2.CST: 化學 3.CST: 傳

記 4.CST: 繪本 5.CST: 英國  784.18  

鐳的發現者 : 最偉大的女科學家居

禮夫人的故事 / 宋姝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原創精

品 ; 31) .-- ISBN 978-626-7199-44-2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居禮(Curie, Marie, 1867-1934) 

2.CST: 科學家 3.CST: 傳記  784.28  

獨行的王者 : 德克.諾威斯基成就非

凡的籃球人生  / 托馬斯 .普萊辛格

(Thomas Pletzinger)著 ; 高子璽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2 .-- 456 面; 23 公分 .-- (人魂 ; 

19) .-- ISBN 978-626-7240-03-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諾威斯基(Nowitzki, Dirk, 

1978- ) 2.CST: 運動員 3.CST: 職業籃

球 4.CST: 傳記 5.CST: 德國  784.38  

辛波絲卡傳 : 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

好友和夢 / 安娜.碧孔特(Anna Bikont), 

尤安娜.什切斯納(Joanna Szczęsna)著 ; 

林蔚昀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

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480 面 ; 23 公 分  .-- ( 臉 譜 書 房  ; 

FS0160) .-- ISBN 978-626-315-230-4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辛波絲卡(Szymborska, 

Wisława) 2.CST: 傳記 3.CST: 波蘭  

784.448  

我可能錯了 : 森林智者的最後一堂

人生課  / 比約恩 .納提科 .林德布勞

(Björn Natthiko Lindeblad), 卡洛琳.班

克勒(Caroline Bankler), 納維 .莫迪里

(Navid Modiri)著 ; 郭騰堅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人文思

潮 ; 161) .-- ISBN 978-986-134-445-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林德布勞(Lindeblad, Björn 

Natthiko, 1961-2022) 2.CST: 傳記 

3.CST: 比丘 4.CST: 自我實現  

784.758  

克里姆林宮的料理 : 刀叉與麵包打

造的俄羅斯帝國 / 維特多.沙博爾夫

斯基(Witold Szablowski)著  ; 葉祉君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16 面; 21 公分 .-- (Beyond ; 44)(世界

的 啟 迪 ) .-- ISBN 978-626-7052-61-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傳記 3.CST: 報導

文學 4.CST: 俄國  784.82  

功成行滿見真如 : 康士林教授八秩

榮慶論文集 = "With merit and work 

perfected, he sees the real" : a festschrift 

for Nicholas Koss on his 80th birthday / 

梁欣榮, 齊邦媛, 李有成, 高天恩, 單

德興, 楊乃喬, 唐維敏, 陳榮彬, 呂健

忠, 蘇其康, 徐學庸, 吳靖遠, 楊明蒼, 

余慧珠, 劉雪珍, 王儀君, 彭輝榮, 李

奭學, 黃渼婷, 曾麗玲作 ; 李奭學, 劉

雪珍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

版有限公司, 11112 .-- 452 面; 21 公

分 .-- (文學觀點 ; 40) .-- ISBN 978-626-

7193-15-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康士林(Koss, Nicholas)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文

集  785.28  

回到地球 : 我從太空生活中學到的

家園事--以及我們保護它的使命 / 妮

可 .斯托特(Nicole Stott)著  ; 蔡承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知田出版, 福

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US ; 2) .-- ISBN 978-626-

95778-4-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斯托特(Stott, Nicole) 2.CST: 太

空人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785.28  

我身旁的陌生人 : 連續殺人犯泰德.

邦迪的成魔之路 / 安.魯爾(Ann Rule)

著 ; 樊德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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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有限公司, 11112 .-- 6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808-4-9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邦迪(Bundy, Ted.) 2.CST: 傳記 

3.CST: 殺人罪 4.CST: 報導文學 

5.CST: 美國  785.28  

剪故事的人 : 奧斯卡金獎剪接師縱

橫好萊塢傳奇 50 年 / 保羅.赫希(Paul 

Hirsch)著 ; 李斯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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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32 面; 23 公分 .-- (NEW

不歸類 ; 49) .-- ISBN 978-626-310-364-

1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赫希(Hirsch, Paul, 1945-) 

2.CST: 傳記 3.CST: 美國  785.28  

教天鵝跳舞 / 葛戴芬著 ; 汪仲, 尹鴻

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

限公司, 11112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81-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魏海瑟(Whitestone-McCallum, 

Heather) 2.CST: 傳記 3.CST: 美國  

785.28  

下埔下蔡氏族誌 / 蔡世舜總編輯 .-- 

金門縣金寧鄉 : 社團法人金門縣金

寧鄉下埔下蔡氏宗親會, 11111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29-0-

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蔡氏 2.CST: 族譜  789.2  

金水黃氏族譜 / 黃國龍總編輯 .-- 金

門縣金城鎮 : 社團法人金門縣金水

黃氏宗親會, 11112 .-- 93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849-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黃氏 2.CST: 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修復一個時代 : 文化部藝術品及相

關 檔 案 搶 救 修 復 寄 藏 計 畫  = The 

restoration of our time : the documentary 

of rescue and restoration of artworks 

project / 林明賢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

臺灣美術館, 11111 .-- 37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18-7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文物保存維護 2.CST: 文物修

復 3.CST: 藏品修復  790.72  

殷墟甲骨斷代綜述 / 吳俊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1 .-- 500 面; 26 公分 .-- (文

獻研究叢書 . 出土文獻譯注研析叢

刊 ; 902023) .-- ISBN 978-986-478-780-

7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甲骨文 2.CST: 研究考訂  

792.2  

綜合甲骨文、金文、楚簡字典與釋

例 / 孫啟峯作 .-- 初版 .-- 新竹市 : 孫

啟峯, 11111 .-- 9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12-3 (平裝) NT$2400 普

遍級  

1.CST: 假骨文 2.CST: 金文 3.CST: 字

典  792.2044  

玉雕工藝顯微痕跡研究圖集. 第四卷, 

良渚文化玉雕工藝 / 陳啟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志美術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楊建芳

師生古玉研究會圖集系列  ; 4) .-- 

ISBN 978-986-95338-8-1 (全套:平裝) 

NT$6000 普遍級  

1.CST: 古玉 2.CST: 玉器 3.CST: 工藝 

4.CST: 文物研究  794.4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6 個月學會任何一種外語 : 3000 萬人

證實有效,國際語言學權威教你超速

學習,半年從不敢開口到流暢表達 / 

龍飛虎(Chris Lonsdale)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24 面; 23 公分 .-- (輕鬆

學系列 ; 37) .-- ISBN 978-626-349-127-

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語言學習 2.CST: 學習方法  

800.3  

詞彙化與語法化 : 理論框架及應用

分析 / 陳菘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111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901-

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語言學 2.CST: 詞彙 3.CST: 語

法 4.CST: 文集  800.7  

3R 英、日、德會話學習 : 回憶、釋

義、記憶 / 史宗玲, 吳怡萍, 馮蕙嫻, 

謝作偉, 黃愛玲, 陳玫君, 黃靖時, 余

淑雲, 翁幸瑜編著 .-- 1 版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外語學院出版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發行, 11111 .-- 35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557-8-

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日語 3.CST: 德語 

4.CST: 會話  801.72  

*佛經音義與<<說文>>學綜合研究 / 

李淑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10 面; 

26 公分 .-- (文獻研究叢書. 出土文獻

譯注研析叢刊 ; 902022) .-- ISBN 978-

986-478-779-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說文解字 2.CST: 佛經 3.CST: 

訓詁學  802.17  

中國字例 / 高鴻縉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7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

758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中國文字  802.2  

彩色實用國語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

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1248 面; 19 公分 .-- (中文字典系列 ; 

27) .-- ISBN 978-626-313-107-1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二十四史成語辭典 : 在歷史中讀成

語,在成語中學歷史 / 劉立峰, 牛文明, 

牛家良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99-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2.CST: 成語 3.CST: 

中國史  802.35  

精編實用成語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

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1600 面; 21 公分 .-- (成語辭典 ; 7) .-- 

ISBN 978-626-313-108-8 ( 精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2.CST: 成語  

802.35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 四 : 華語

- 西 班 牙 語 辭 典  =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V : 

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 / 李毓中, 

陳宗仁,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石文

誠, Regalado T. José, 吳昕泉主編 .-- 初

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臺南市 ]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11112 .-- 2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325-5-8 (精裝)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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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閩南語 2.CST: 詞典 3.CST: 文

獻 4.CST: 手稿  802.523231  

現 代 漢 語 語 法 講 義  = Lectures on 

modern Chinese syntax / 鄧守信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93-11-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漢語語法  802.6  

公文撰作解析 / 國家文官學院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文官學院 , 

11111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8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應用文 3.CST: 公

文程式  802.791  

(高普考)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 徐弘

縉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61-4 (平

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前进中文  : 中级课程教师手册  = 

Progressive Chinese : intermediate 

course teacher's manual / 邱新富, 吴瑜, 

杨玉笙, 叶信鸿编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104 面; 26 公分 .-- 正體題名:前進中

文: 中級課程教師手冊 .-- ISBN 978-

957-09-1989-9 (第 1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實用中日同形詞攻略法 / 張瓅勻, 魏

吟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正中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9-1988-2 (第 2

冊: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日本語 50 音別再鬧彆扭了 : 學發音、

練假名,趣味圖,最有梗的日語教室 / 

吉松由美, 山田玲奈, 林勝田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實用日語 ; 9) .-- ISBN 978-986-246-

736-7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音 3.CST: 假名  

803.1134  

超好記!今天就學會日語五十音 / 陳

光作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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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6-02-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音 3.CST: 假名  

803.1134  

誰說學不會?一看就通的基礎日語文

法 / 雅典日研所企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 320 面; 15 公分 .-- (全民學日語 ; 

72) .-- ISBN 978-626-7245-02-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太神奇了!造句式日語學習書 / 鄭哲

明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智寬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6 公

分 .-- (日語學習系列 ; J004) .-- ISBN 

978-986-99111-5-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句法  803.169  

透過日本文學學日語 / 范淑文, 林慧

君, 洪瑟君, 柯明良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400 面; 

26 公分 .-- 中日對照 .-- ISBN 978-626-

345-084-4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可以馬上和日本人聊不停的日語會

話 / 渡邊由里, 林小瑜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304 面; 21 公

分 .-- (日語通 ; 9) .-- ISBN 978-626-

7203-07-1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新日検完勝対策 N1 : 文法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621-

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2 : 文法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622-

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3 : 文法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623-

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影子跟讀法&填空測驗 : 絕對合格 

日檢必勝單字 N4 / 吉松由美, 西村惠

子, 田中陽子, 千田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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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22) .-- ISBN 978-986-246-737-4 

(平裝附光碟片) NT$34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你好 = 안녕하세요 / 李松熙(이송희), 

黃慈嫺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

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6 公

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115-) .-- ISBN 

978-986-5560-92-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迷妹的韓文自學法 : 零基礎也能無

痛養成韓文腦 / LJ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21 公分 .-- (Happy language ; 

165) .-- ISBN 978-986-136-647-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韓語 40 音聽.說.讀.寫一本通 / 繽紛

外語編輯小組編著 .-- 修訂二版 .-- 臺

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繽紛外語系列 ; 

117) .-- QR Code 版 .-- ISBN 978-986-

5560-95-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韓檢初級 TOPIK I 官方考題解析+題

型實戰演練+擬真模擬試題 / 韓國教

育振興研究會著 ; 韓蔚笙, 吳采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36 面; 26 公

分 .-- (EZKorea ; 42) .-- ISBN 978-626-

7238-2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289  

台語認證中高級 kap 寫作講義 / 高嘉

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56-1 (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考試指南  803.3  

臺語文素養導向教學全攻略 / 魏俊

陽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開朗雜誌

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6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060-41-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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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臺語 2.CST: 教學法  803.3  

*聲韻學驗證的閩南話語詞 / 呂理組

編著 .-- 桃園市 : 呂理組, 11111 .-- 43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747-

5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語彙 3.CST: 語音 

4.CST: 聲韻學  803.34  

柬埔寨人天天說的高棉語 / 孫雅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

公司,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繽

紛外語系列 ; 116) .-- ISBN 978-986-

5560-94-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高棉語 2.CST: 讀本  803.788  

高級越南語會語 / 潘氏清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系列 ; 116) .-- ISBN 978-986-5560-93-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越南語 2.CST: 讀本  803.798  

西班牙最接地氣 500 句日常用語 / 鮑

曉鷗, 陳南妤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416 面; 

23 公分 .-- (語言學習 ; 27) .-- ISBN 

978-626-320-349-5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西班牙語 2.CST: 讀本  

804.78  

奇蹟訓練法!英單+文法 1 分鐘快學通 

/ 張翔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

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72 面; 21

公分 .-- (試在必得 ; 4) .-- ISBN 978-

986-271-956-5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805.12  

英文核心詞彙 5000 = Core vocabulary 

made easy : 5000 words / 陳坤田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93-12-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高中英單魔法記憶 : 用字首字根聰

明背單字(108 課綱字表)(寂天雲隨身

聽 APP) / Edward Vinc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語言工場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5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963-85-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單字冒險王 : 英語字根從小學,英文

單字忘不了! / 姜聲泰著 ; 姜信榮圖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冊 .-- (外語先修班 ; 1-) .-- 

ISBN 978-986-342-482-6 (第 1 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986-342-579-3 (第

2 冊: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彙 3.CST: 漫畫  

805.12  

實境式照單全收!圖解單字不用背 / 

簡孜宸(Monica Tzuchen Chie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20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59-8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CST: 慣用

語  805.12  

CNN 主播教你美國最常用的英語慣

用語&片語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69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新聞英文 2.CST: 慣用語  

805.123  

FOOD 超人生活情境英語圖鑑字典 / 

風車編輯群編著 ; 日光路繪圖 .-- 新

北 市  : 風 車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23-772-4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字典 3.SHTB: 詞

彙書--3-6 歲幼兒讀物  805.132  

英語輕鬆學 : 學好 KK 音標就靠這本!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

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常春藤英語輕鬆

學系列 ; E65) .-- ISBN 978-626-7225-

08-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音標 3.CST: 發音  

805.141  

學會 KK 音標的第一本書 : 開始就把

發音練到像母語 / 里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192 面; 21 公分 .-- (英語 Jump ; 

8) .-- ISBN 978-986-246-738-1 (平裝附

光碟片) NT$31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音標 3.CST: 發音  

805.141  

(實境式)生活大小事 文法這樣用 / 

Joseph Che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

際學村出版社, 11201 .-- 2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54-255-0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會考英文 A++計畫. 2023 / 馮海明作 .-

- 初版 .-- 桃園市 : 經國英文有限公司, 

11111 .-- 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910-0-5 (平裝) NT$50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3.CST: 讀本  

805.16  

1 本就通 國中英文關鍵字 用法零失

誤 / 關正生, 煙草谷大地著 ; 洪嘉穗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

社,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4-260-4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動詞  805.165  

每天 6 小句簡單親子英文 / Hillary 原

著 ; 陳盈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4-378-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句法  805.169  

我的第一本英文寫作教科書 : 全圖

解「倒三角形」英文寫作法 / 傅友

良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203-5-7 ( 平 裝 ) 

NT$37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寫作法  805.17  

30 天致勝英文閱讀素養 / 黃淑芬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賴世雄智網

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05-55-1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CNN 主播教你用英語看懂國際品牌

故事+全球熱門趨勢 / 希伯崙編輯團

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41-698-1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新聞英文 2.CST: 讀本  

805.18  

小王子(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安東

尼 . 聖 艾 修 伯 里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著 ; 李思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英漢典藏

版+中英情境有聲書 .-- ISBN 978-626-

300-172-5 (25K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初級聽力 Easy 通 / 珊卓沃克, 張清芳

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 272 面; 21 公分 .-- (英語通 ; 16) .-- 

ISBN 978-626-7203-08-8 ( 平 裝 ) 

NT$37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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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文文學欣賞 / 梁彩玲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96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67-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文閱讀的技術 : 台大名師最強高

理解速讀課!養成大量接收資訊與抓

住關鍵的能力,大幅提升英語閱讀力! 

/ 周昱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出版社, 11201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54-258-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瞬間開口說英語 : 腦內英語革命,以

國中 3 年基礎英語文法重新塑造英

語腦 / 竹內智則著 ; 王韶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1112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81-4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讀出英語核心素養. 4 : 九大技巧打造

閱 讀 力 ( 寂 天雲 隨 身聽 APP 版 ) / 

Owain Mckimm 著 ; 劉嘉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71-8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老外在用最高頻率英文使用書 / 高

橋基治, 阿部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出版社,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09-6-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英語會話 / 史穎君, 何欣芸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40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66-9 (第 2

冊: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英語輕鬆學 : 學好入門會話就靠這

本!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

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56 面; 23 公分 .-- (常春藤英語輕鬆

學系列 ; E66) .-- ISBN 978-626-7225-

09-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英語輕鬆學 : 學好初級口語就靠這

本!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

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00 面; 23 公分 .-- (常春藤英語輕鬆

學系列 ; E67) .-- ISBN 978-626-7225-

10-3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口語 3.CST: 會話  

805.188  

商用英語會話 / 徐琍沂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72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69-0 (下冊: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商業英文 2.CST: 會話  

805.188  

就 算 不 用 考 英 文 , 也 要 繼 續 speak 

English : 基本會話 X 搭訕起手式 X 求

職用語 X 旅遊英文,掌握這幾大類常

用英語,流利的對話比你想的還容易! 

/ 翁哲維, 朗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26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82-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3.CST: 讀本  

805.188  

菜英文. 生活應用篇 / 張瑜凌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2 .-- 320 面; 15 公分 .-- (全民

學英文 ; 66) .-- QR 版 .-- ISBN 978-

626-7245-01-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圖解英語會話關鍵單字 / 徐寧助著 ; 

陳靖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626-

7238-06-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3.CST: 詞彙  

805.188  

英檢初級聽力 滿分速成攻略 / 珊卓

沃克, 張清芳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

文化,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英

檢系列 ; 15) .-- ISBN 978-626-7203-10-

1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NEW TOEIC 決戰新制多益高分全攻

略 : 解題攻略+模擬試題+解答 / 徐碧

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7239-00-1 (全套: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突破 900 分 NEW TOEIC 會考的單字 

/ 張小怡, Johnson Mo 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240 面; 21 公

分 .-- (多益系列 ; 5) .-- ISBN 978-626-

7203-09-5 (平裝) NT$369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新多益黃金互動 16 週. 進階篇 / 多益

900 團隊, 李海碩, 張秀帆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758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制多益大全.聽力+閱讀+單字看這

本就夠了! : 1,800 萬考生選擇的多益

系列 / Hackers Academia 著 ; 陳建安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65 面; 26 公分 .-- (英語

學習系列 ; 4) .-- ISBN 978-986-342-

260-0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如何讀寫古埃及文聖書體 : 我的第

一本古埃及文法書 / 薛良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1 .-- 4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549-1-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語法 2.CST: 古埃及語  

807.416  

文學 

評析式翻譯教程  / 蘇秦編著 .-- 一

版 .-- 臺南市 : 蘇秦, 11111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71-0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翻譯 2.CST: 語文教學  811.7  

好故事的力量 : 從靈感挖掘、打造

結構到講出令人難忘故事的秘訣  / 

凱特.法瑞爾(Kate Farrell)作 ; 王惟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 352 面; 21 公分 .-- (Act ; MA0055) .-- 

ISBN 978-626-7156-46-9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說故事  811.9  

感動全場的演說之道 : 從歐巴馬到

TED Talks 百大講者,讓聽眾欲罷不能

的七個祕密 / 高傑里(Trevor Currie)

著 ; 鄭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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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實用知識 ; 84) .-- 

ISBN 978-626-7238-07-3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演說術 2.CST: 說話藝術  

811.9  

(圖解)韓國故事結構聖經 : 韓國影劇

征服全世界的編劇法則  / 吳基桓

(오기환)著 ; 郭宸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726-1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劇本 2.CST: 寫作法 3.CST: 韓

國  812.31  

日日好 / 全球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金會, 11201 .-- 215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96615-2-7 (平裝) 

普遍級  

 813.4  

殊方九譯之俗 : 中國文學之內與外 / 

蘇源熙作 ; 張豔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華人文化講座系列叢書 ; 

M003) .-- ISBN 978-626-96532-1-8 (精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比較文學 

3.CST: 文集  819.07  

中國文學 

古詩文課 / 王能憲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6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54-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文學鑑賞 2.CST: 中國古典文

學  820.77  

興悅讀 :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

讀心得作品集. 第十一冊 / 國立中興

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揚出版社, 1111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99-981-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鑑賞  

820.77  

興悅讀 :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

讀心得作品集. 第十二冊 / 國立中興

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揚出版社, 11111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99-982-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鑑賞  

820.77  

潘麗珠「詞學研討」之「完形理論」

篇 / 潘麗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32

面; 23 公分 .-- (通識教育叢書. 通識

課程叢刊 ; 202007) .-- ISBN 978-986-

478-787-6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宋詞 2.CST: 詞論 3.CST: 完形

心理學 4.CST: 文集  820.9305  

補白,異彩紛呈之宋前小說史 : 先秦

古韻、魏晉幽彩、盛唐風華......文學

空缺的拼圖,傳奇於歷史之外的獨步 

/ 郎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92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820.97  

*寫詩填詞 : 你的第一堂中文古典美

學課 / 陳書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44-95-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詩詞 2.CST: 詩法  821.1  

*參軍戲與元雜劇 / 曾永義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660-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戲曲  824  

*論說戲曲 / 曾永義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6659-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中國戲劇 2.CST: 戲曲評論  

824.8  

中國文學總集 

餾私學仔 ê 古早味 : 吟唱傳統詩詞 = 

Liū Su-òh-á ê kóo-tsá-bì : Gîm-tshiùn 

thuân-thóng si-sû / 董峯政編注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新市區社內社

區發展協會, 11111 .-- 64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423-5-8 (平裝) 

普遍級  

 831  

詩經 .-- 一版 .-- 臺南市 : 能仁出版社, 

11201 .-- 264 面; 23 公分 .-- (紮根教育

系列 ; D006)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6416-83-5 (20K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831.1  

解開詩經的神祕面紗. 國風篇 / 清祿

編著 .-- 1 版 .-- 臺中市 : 瑞成書局, 

1111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85-915-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詩經 2.CST: 研究考訂  

831.18  

唐詩三百首大全集 / (清)蘅塘退士編

撰 ; 顏興林注釋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202 .-- 5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21-60-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31.4  

唐詩的故事 / 王曙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20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62-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31.4  

歌謠與中國新詩 : 以一九四 0 年代

「新詩歌謠化」傾向為中心 / 陳培

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28 面; 23 公

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

論叢 ; 第七輯) .-- ISBN 978-986-478-

778-4 (精裝) NT$2380 普遍級  

1.CST: 新詩 2.CST: 詩歌 3.CST: 研究

考訂  831.8  

中国微信诗歌年鉴. 2022 / 月色江河

主编 .-- 第 1 版 .-- 新北市 : 甘露道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360 面; 24 公

分 .-- 正體題名:中國微信詩歌年鑒. 

2022 .-- ISBN 978-626-96920-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31.86  

柔刚诗歌奖诗集(1992-2022 届) / 柔刚

诗歌奖评委会主编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1 .-- 720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柔剛詩歌獎詩集

(1992-2022 屆) .-- ISBN 978-626-96858-

1-3 (平裝) NT$1150 普遍級  

 831.86  

宋詞三百首大全集 / (清)朱孝臧編撰 ; 

馬丁注釋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

格文創社, 11202 .-- 496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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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021-61-3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33.5  

宋詞的故事 / 王曙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20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63-7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33.5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山地搖滾 = Mountain rock / 王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3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3-55-4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51.487  

伴 : 邢悅三行詩. 三 / 邢悅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112 .-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2-9-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51.487  

慈悲智慧 : 陈一宾诗文集 / 陈一宾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1 .-- 70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

慈悲智慧 : 陳一賓詩文集  .-- ISBN 

978-626-96858-0-6 (平裝) NT$110 普

遍級  

 851.487  

人生煩惱多,只因未讀蘇東坡 / 費勇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87-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詩詞 3.CST: 

人生哲學  852.4516  

清真詞全譯 / 黃兆漢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出版社,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3-4-1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52.4516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 / 徐邱楊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87-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55  

平原的密碼 / 許輝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58-4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855  

你是誰啊? / 林式同, 林式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文

化生活叢書. 藝文采風 ; 1306039) .-- 

ISBN 978-986-478-781-4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55  

你要給自己,義無反顧的愛 / 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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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06-614-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55  

那當兒 : 故鄉童年的回憶 / 楊建英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284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53-9 (平裝) NT$375 普遍級  

 855  

垂釣睡眠 / 鍾怡雯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鍾怡雯作品集 ; 

9) .-- ISBN 978-986-450-52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5  

李漁叔說掌故 : 風簾客話 / 李漁叔原

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 BOD 版 .-- ISBN 978-626-96838-0-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6.9  

李漁叔說掌故 : 魚千里齋隨筆 / 李漁

叔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經典, 11112 .-- 366 面; 21 公

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95350-

9-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56.9  

志怪筆記 : 中國古典奇幻故事精選 / 

白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729-2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857.2  

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 / 鹿憶鹿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 

11112 .-- 558 面; 23 公分 .-- (新視野 ; 

73)(語言文學類  ; PG2847) .-- BOD

版 .-- ISBN 978-626-96838-1-9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山海經 2.CST: 注釋  857.21  

會校本<<平閩十八洞>> / 柯榮三主

編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11112 .-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157-9-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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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古典名著) .-- 

ISBN 978-957-14-7581-3 (精裝) 普遍

級  

 857.44  

西遊記 / 謝明勳, 謝文華, 陳海茵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201 .-- 3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336-4-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西遊記 2.CST: 研究考訂  

857.47  

西遊記人物研究  / 張靜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

司, 11112 .-- 30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902-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西遊記 2.CST: 研究考訂  

857.47  

萌漫大話西遊記. 1, 大聖鬧天宮.唐僧

巧收徒 / 繪時光著.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Graphic 

times ; 41) .-- ISBN 978-986-384-817-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西遊記 2.CST: 漫畫  857.47  

萌漫大話西遊記. 2, 三打白骨精.除妖

烏雞國 / 繪時光著.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Graphic 

times ; 42) .-- ISBN 978-986-384-818-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西遊記 2.CST: 漫畫  857.47  

亞細亞 : 曹明霞中短篇小說集 / 曹明

霞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112 .-- 236 面; 21 公分 .-- (貓空-中

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 11)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50-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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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63  

催眠師手記 : 無罪的嘆息 / 高銘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2 公分 .-

- (Island ; 321) .-- ISBN 978-986-406-

32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63  

一個鋼鏰兒 / 巫哲作 .-- 初版 .-- 嘉義

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12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

64-1 (卷 1:平裝) NT$360 .-- ISBN 978-

626-7176-65-8 (卷 2: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66-5 (卷 3: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67-2 (卷

4: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

7176-68-9 (卷 5: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176-69-6 ( 全 套 : 平 裝 ) 

NT$1800 限制級  

 857.7  

*三分野 / 耳東兔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111 .-- 冊 .-- 

ISBN 978-986-506-590-4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591-1 (中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506-592-8 ( 下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506-593-5 (全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857.7  

下堂妻幫夫改命 / 樂然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冊 .-- (文創風 ; 1122-1123) .-

- ISBN 978-986-509-381-5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09-382-2 (下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上位體驗 / 小蒹葭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812-5-9 (平裝) NT$350 限制級  

 857.7  

大理寺卿 / 安妮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星巡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冊 .-

- ISBN 978-626-96188-8-0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96188-9-7 (中

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626-

96889-0-6 ( 下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626-96889-1-3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大圍牆記 : 末世三部曲. 1 / 張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201 .-- 432 面; 21 公分 .-- (張

草作品集 ; 8)(皇冠叢書 ; 第 5068 種) .-

- ISBN 978-957-33-3964-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57.7  

文革故事 / 易木兌金著 .-- 臺北市 : 陳

筆, 11112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75-8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57.7  

以性別及性史之名或曰丑角登場  / 

崔子恩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201 .-- 378 面; 21 公分 .-- (avant-

garde ; 1)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754-0 (平裝) NT$490 普遍級  

 857.7  

光之祭司 / 香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文化

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208 面; 20 公

分 .-- (fresh ; FS202) .-- ISBN 978-626-

95887-8-7 (第 9 冊:平裝) NT$199 普遍

級  

 857.7  

血色的妖染 / 王稼駿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要有光, 11112 .-- 190 面; 21 公

分 .-- (要推理 ; 106)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70-1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857.7  

狐狸王爺專寵妻 / 灼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9201-

E129206) .-- ISBN 978-986-527-709-3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710-9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711-6 (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27-712-3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713-0 (卷 5: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527-714-7 (卷 6: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57.7  

帝王的戰利品 / 灰谷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52-175-

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

176-6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哭包小嫁娘 / 醋溜白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9001-

E129003) .-- ISBN 978-986-527-703-1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704-8 ( 中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705-5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悍夫 / 咬春餅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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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06-608-6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609-3 (中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610-9 (下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506-611-6 (全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857.7  

書穿後日日想睡男主 / 一雁不成夏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米國度書系 ; B0107-

B0108) .-- ISBN 978-986-505-309-3 (上

冊 :平裝 ) NT$260 .-- ISBN 978-986-

505-310-9 (下冊:平裝) NT$260 限制級  

 857.7  

*鬼吹燈. II 之二, 南海歸墟 / 天下霸

唱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

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11 .-- 冊 .-- ISBN 978-986-506-602-

4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506-603-1 (下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6-604-8 (全套:平裝) 

NT$560 普遍級  

 857.7  

偽科幻故事 / 崔子恩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201 .-- 350 面; 21 公

分 .-- (avant-garde ; 2)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55-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57.7  

國師幫幫忙 / 非天夜翔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76-60-3 (上冊:

平裝) NT$420 .-- ISBN 978-626-7176-

61-0 (中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

626-7176-62-7 (下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626-7176-63-4 (全套:平裝) 

NT$1260 限制級  

 857.7  

執念 / 雷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

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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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分公司, 11112 .-- 61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06-600-0 (上冊: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7.7  

異境.叁十玖城 / 聞人悅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 (文叢 ; 716) .-- ISBN 978-986-323-

501-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7.7  

聊齋本紀 / 閻連科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52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

家) .-- ISBN 978-957-08-6663-6 (平裝) 

普遍級  

 857.7  

聊齋的帷幔 / 閻連科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4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

家) .-- ISBN 978-957-08-6664-3 (平裝) 

普遍級  

 857.7  

野篦坊之櫛 / 金亮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11 .-- 314 面; 21 公分 .-

- (釀冒險 ; 65)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753-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7  

圍城 / 錢鍾書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大地文學 ; 20) .-- ISBN 

978-986-402-372-1 (精裝 ) NT$800 .-- 

ISBN 978-986-402-371-4 ( 毛 邊 本 ) 

NT$800 普遍級  

 857.7  

揚子江邊的故事  / 熊家基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2 .-- 262

面; 21 公分 .-- (釀文學 ; 273)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51-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替身拒絕轉正 / 項綠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冊 .-- (PS ; 

P322-P323) .-- ISBN 978-986-494-560-3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

494-561-0 ( 下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562-7 (全套:平裝) 

NT$660 普遍級  

 857.7  

菜鳥宮女 / 墨時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 (藍海 ; E129401-E129404) .-- ISBN 

978-986-527-716-1 ( 卷 1: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717-8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718-5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27-719-2 (卷 4: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57.7  

算什麼大師 / 懿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文創風 ; 1124-1128) .-- ISBN 

978-986-509-383-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09-384-6 (第

2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09-385-3 (第 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09-386-0 (第 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09-387-7 (第

5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綠日長夏 / 妄言熱戀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12-3-5 (平裝) NT$350 限

制級  

 857.7  

遣悲懷 / 駱以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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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432 面; 21 公分 .-- (當代小說

家 ; 20) .-- ISBN 978-626-310-361-0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857.7  

劍舞輪迴 = Sword Chronicle / Setsuna

作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112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08-4-

3 (第 4 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857.7  

嬌娘拒嫁 / 流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9101-E129103) .-- 

ISBN 978-986-527-706-2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707-9 (中

冊 :平裝 ) NT$290 .-- ISBN 978-986-

527-708-6 (下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蓮花樓 / 藤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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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06-596-6 (第 1 冊:平裝) NT$320 .-

- ISBN 978-986-506-597-3 (第 2 冊:平

裝) NT$320 .-- ISBN 978-986-506-598-

0 (第 3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506-599-7 (第 4 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7.7  

誰叫你是我的貓 / 吾名翼作 .-- 1 版 .-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

出版發行,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38-993-9 ( 平 裝 ) 

NT$260 限制級  

 857.7  

燕食記 / 葛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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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608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

學 ; 326) .-- ISBN 978-626-310-358-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57.7  

熹妃傳. 第二部 / 解語作 .-- 1 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

版發行,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338-994-6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38-995-3 (第 6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貓城記 / 老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16-11-8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857.7  

錦衣玉令 / 姒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冊 .-- (小說 house 系列 ; 557-568) .-- 

ISBN 978-986-467-361-2 (第 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62-9 (第

2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467-363-6 (第 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64-3 (第 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65-0 (第

5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467-366-7 (第 6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67-4 (第 7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68-1 (第

8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467-369-8 (第 9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70-4 (第 10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71-

1 (第 1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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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467-372-8 (第 12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總裁好忙 / 一個精神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 (米國度書系 ; B0110-B0111) .-- ISBN 

978-986-505-312-3 ( 上 冊 : 平 裝 ) 

NT$340 .-- ISBN 978-986-505-313-0 (下

冊:平裝) NT$340 限制級  

 857.7  

繡出好福氣 / 百媚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藍海系列 ; E129601-E129603) .-

- ISBN 978-986-527-722-2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723-9 (中

冊 :平裝 ) NT$270 .-- ISBN 978-986-

527-724-6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鱷眼晨曦 = Eyelids of morning / 張貴

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48 面; 

21 公分 .-- (作家作品 ; 104) .-- ISBN 

978-626-353-208-3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857.7  

青銅人面像 / 松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302 面; 21 公分 .-- (長篇社會推理小

說) .-- ISBN 978-986-447-196-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8  

魔蟲人間 / 陳浩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7210-12-3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210-13-0 (第 2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7210-14-7 (全

套:平裝) NT$730 普遍級  

 857.81  

天涯 / 倪匡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倪匡週年紀念版 .-

- ISBN 978-626-7153-73-4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57.83  

奇門 / 倪匡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00 面; 21 公分 .-- 倪匡週年紀念版 .-

- ISBN 978-626-7153-77-2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57.83  

蜂雲 / 倪匡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32 面; 21 公分 .-- 倪匡週年紀念版 .-

- ISBN 978-626-7153-76-5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57.83  

邂逅 / 倪匡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48 面; 21 公分 .-- 倪匡週年紀念版 .-

- ISBN 978-626-7153-74-1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57.83  

藍血人 / 倪匡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432 面; 21 公分 .-- 倪匡週年紀念版 .-

- ISBN 978-626-7153-75-8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57.83  

*日常之遇 : 第十二屆全球華文文學

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 / 沈秋

蘭, 陳斐翡, 古雯, 馬尼尼為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2 .-- 344 面; 21 公分 .-- (藝文

叢書 ; 8066) .-- ISBN 978-957-457-666-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報導文學  857.85  

金庸女子圖鑑 / 六神磊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2-11-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金庸 2.CST: 武俠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57.9  

兒童文學 

大漠尋星人 / 趙華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1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44-7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59.6  

小豬的寵物 / 趙華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1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45-4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59.6  

太平島保衛戰. 第五冊, 留下來的人 / 

老芙子, 落紅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希望製造有限公司, 11111 .-- 72 面; 23

公分  .-- (香港寓 言小說 及桌遊系

列) .-- ISBN 978-626-96009-7-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9.6  

太平島保衛戰. 第六冊, 再見太平島 / 

老芙子, 落紅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希望製造有限公司, 11111 .-- 56 面; 23

公分  .-- (香港寓 言小說 及桌遊系

列) .-- ISBN 978-626-96009-8-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9.6  

世界第一朵花 / 趙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23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46-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59.6  

北極通緝令 / 趙華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942-3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59.6  

石頭飛船 / 趙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21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47-8 (平裝) NT$299 普

遍級  

 859.6  

長城磚 / 趙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1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943-0 (平裝) NT$299 普遍級  

 859.6  

魚鑰匙的秘密 / 吉葡樂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1 .-- 

164 面 ; 2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858-4-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9.6  

鱷魚先生 : 是誰偷了錢 / 李維明文 ;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72 面; 20X21

公分 .-- (小兵快樂讀本 ; 26) .-- ISBN 

978-986-5581-84-8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859.6  

鱷魚先生 : 鄉下來的大英雄 / 李維明

文 ;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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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72 面; 

20X21 公分 .-- (小兵快樂讀本 ; 22) .-- 

ISBN 978-986-5581-83-1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859.6  

鱷魚先生首部曲 : 搶救胖老六 / 李維

明文 ;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72 面; 

20X21 公分 .-- (小兵快樂讀本 ; 21) .-- 

ISBN 978-986-5581-82-4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859.6  

我愛讀冊歌 / 廈門廣播電視集團, 閩

南之聲廣播編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96858-2-0 (第 2 冊:平裝) NT$160 .-

- ISBN 978-626-96858-3-7 (第 3 冊:平

裝) NT$160 普遍級  

 859.8  

東方文學 

FINAL FANTASY. VII, REMAKE 

Traces of Two Pasts / 野島一成作 ; 曾

柏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3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741-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1.57  

OVERLORD. 16, 半森林精靈的神人. 

下 / 丸山くがね作 ; 可倫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3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62-9 (平裝) 普遍級  

 861.57  

Silent Witch : 沉默魔女的祕密 / 依空

まつり作 ;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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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52-170-4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26, Unital 

ring. V / 川原礫作 ;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2-160-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八男?別鬧了! / Y.A 作 ;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201 .-- 30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163-6 (第 18 冊:平裝) 普

遍級  

 861.57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 

御宮ゆう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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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52-185-8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山之音 / 川端康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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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40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91-60-6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1.57  

不時輕聲地以俄語遮羞的鄰座艾莉

同學 / 燦燦 SUN 作 ;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201 .-- 34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169-8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反派千金等級 99 : 我是隱藏頭目但

不是魔王 / 七夕さとり作 ; 王啟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43-5 (第 3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王者的求婚. 2, 鴇羽惡魔 / 橘公司作 ;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44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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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352-171-1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古書堂事件手帖. II, 扉子與空白的時

間 / 三上延著 ; 黃薇嬪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73-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古都 / 川端康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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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91-42-

2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1.57  

左右兩邊都是妹妹,哥哥想選的是誰? 

/ 惠比須清司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42-8 (第 2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本命是 α. 2 : 蜜月旅行就到妖怪鄉

一遊 / 夜光花作 ; 王美娟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

出版發行,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38-996-0 ( 平 裝 ) 

NT$230 限制級  

 861.57  

白雪之劫 /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5060 種)(東野圭吾作品

集 ; 42) .-- ISBN 978-957-33-3959-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861.57  

名偵探柯南 : 工藤新一精選集 / 青山

剛昌作 ; 李俊銘, 王敏媜, 徐凡凡, 張

正薇, 王瑜平, AKIRA, 陳柏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4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738-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1.57  

名偵探柯南 : 工藤新一精選集 / 青山

剛昌作 ; 李俊銘, 張正薇, 張芳馨, 林

捷瑜, 王瑜平, 陳柏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4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37-4 (第 1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1.57  

在那開滿花的山丘,我想見到妳。 / 

汐見夏衛著 ; 猫ノ助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東 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60-2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1.57  

我們的重製人生 / 木緒なち作 ; 陳冠

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201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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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6-036-

9 (第 8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貝之火 : 喚醒純淨初心的奇幻旅程: 

宮澤賢治的動物童話 / 宮澤賢治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仲間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Bridge ; 

1) .-- 新譯圖文版 .-- ISBN 978-626-

96568-3-7 (精裝) NT$550 普遍級  

 861.57  

佩珀爾的幻象 / 伊坂幸太郎著 ; 李彥

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400 面; 

21 公分 .-- (伊坂幸太郎作品集 ; 30) .-

- ISBN 978-626-7226-13-1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1.57  

所羅門的偽證. II, 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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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640 面; 21 公分 .-- (宮部美幸作品集 ; 

47) .-- ISBN 978-626-7226-12-4 (平裝) 

NT$599 普遍級  

 861.57  

空心手帳 / 八木詠美作 ; 黃涓芳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015-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1.57  

後宮之烏. 5, 陰熒一體 / 白川紺子作 ; 

李彥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 (iREAD ; 160) .-- ISBN 978-986-342-

43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 / 森田季節作 ; 李逸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201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6-039-0 (第

13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1.57  

春光。已逝 / 紗倉真菜作 ; 沈俊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0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401-605-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1.57  

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 3. 上, 地下遺

跡 / ナフセ作 ;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35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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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夏日送葬 / 山川方夫著 ; 陳柏翰譯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新 雨 出 版 社 ,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文學步

道 ; LT40) .-- ISBN 978-986-227-314-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家族的完成 / 櫻木紫乃著 ; 劉子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4 面; 

19 公分 .-- (藍小說 ; 336) .-- ISBN 978-

626-353-230-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家鴨與野鴨的投幣式置物櫃 / 伊坂

幸太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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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伊坂幸太

郎作品集 ; 4) .-- ISBN 978-626-7226-

11-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偵探已經,死了。 / 二語十作 ; 陳梵帆

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27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32-1 (第 7 冊: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7  

理由 / 宮部美幸著 ; 陳寶蓮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201 .-- 464 面; 21 公分 .-

- (宮部美幸作品集 ; 3) .-- ISBN 978-

626-315-229-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1.57  

異世界悠閒農家  / 內藤騎之介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2-165-0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雪國 / 川端康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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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91-47-

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最親愛的孩子 / 松浦理英子著 ; 李彥

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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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日本暢銷小說 ; 102) .-- 

ISBN 978-626-310-368-9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861.57  

堤亞穆帝國物語 :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 餅月望作 ; 張

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0-735-0 ( 第 9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626-340-736-7 (第

9 冊:平裝限定版) NT$280 普遍級  

 861.57  

無刃止戰錄 = Record of isekai war / 三

分微光作 .-- [臺南市] : 三分微光 , 

11111 .-- 3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46-8 (第 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1.57  

結與書系列. 4, <<七冊神曲>>中判罪

的七位但丁 / 野村美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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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91-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1.57  

虛構推理短篇集 : 岩永琴子的純真 / 

城平京作 ; 陳梵帆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

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

發行,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040-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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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7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22, REVERSE / 

鎌池和馬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45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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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德川家康 : 現代日本的奠基者 / 山岡

莊八著 ; 何黎莉, 丁小艾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08-

167-6 (第 1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508-168-3 ( 第 2 部 : 精 裝 ) 

NT$850 .-- ISBN 978-986-508-169-0 (第

3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

508-170-6 (第 4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508-171-3 (第 5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508-172-0 (第

6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

508-173-7 (第 7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508-174-4 (第 8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508-175-1 (第

9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

508-176-8 (第 10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986-508-177-5 (第 11 部:精

裝) NT$850 .-- ISBN 978-986-508-178-

2 (第 12 部:精裝) NT$850 .-- ISBN 978-

986-508-179-9 (第 13 部:精裝) NT$850

普遍級  

 861.57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 逆井卓馬作 ; 一

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3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68-1 (第 6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操縱彩虹的少年 / 東野圭吾作 ; 王蘊

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61 種)(東野圭

吾作品集 ; 23) .-- ISBN 978-957-33-

3958-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獻給孩子的歌 / 明神默著 ; R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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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88 面; 21 公

分 .-- (NIL ; 40) .-- ISBN 978-626-7226-

07-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 史上最強的

魔王始祖 ,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 

10(上) / 秋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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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 (上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 衣笠彰梧作 ; 一杞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6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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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闇祓 / 辻村深月著 ; 王華懋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174-2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灰狼有用商店 / 中島和子文 ; 秋里信

子圖 ; 小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128 面; 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540-0 (平裝) NT$230 普

遍級  

 861.596  

妖怪托顧所. 10, 千彌之秋,彌助之冬 / 

廣嶋玲子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4-

24-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妖怪托顧所. 9, 妖怪們的賀禮 / 廣嶋

玲子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4-23-

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童話國的郵票 / 安野光雅文.圖 ; 蘇懿

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56 面; 20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74-25-8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861.596  

小蛇散步 / 伊東寬文.圖 ; 周佩穎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1X22 公

分 .-- ISBN 978-626-7237-12-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好朋友是最棒的 / 相原博之文 ; 林小

杯圖 ; 莊靜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4 公分 .-- (小米粒 ; 52) .-- ISBN 978-

626-96354-4-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我心裡的對話框 / 吉田隆太文.圖 ; 詹

慕如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12 .-- 40 面; 21X21 公分 .-- (精

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7224-19-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我的衣裳 / 西卷茅子文⋅圖 ; 林真美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 面; 19X21

公分 .-- (大手牽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9896-0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明天天氣怎麼樣? / 秦好史郎文.圖 ; 

周姚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237-07-

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咪咪的布偶 / 福澤由美子作.繪 ; 黃立

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

211-1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胡子碰碰 / 金澤信文.圖 ; 周佩穎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201 .-- 36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411-8 (精

裝) 普遍級  

 861.599  

校外教學小妖怪 : 夢幻觀光工廠 / 齊

藤洋作 ; 宮本悅美繪 ; 伊之文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80 面; 21 公分 .-- (小妖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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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19) .-- ISBN 978-986-342-068-2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海盜船 / 工藤紀子文.圖 ; 賴秉薇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37-14-4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這是什麼店? / 秦好史郎文.圖 ; 劉握

瑜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40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237-08-

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喜歡的事和不擅長的事 / 新井洋行

文 ; 嶽真衣子圖 ; 葉韋利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3X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55-

017-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超神奇英雄舖 / 宮西達也文.圖 ; 劉淑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4

公分 .-- (宮西達也繪本 ; 104) .-- ISBN 

978-626-7237-13-7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861.599  

超級理髮師與猴子 / 乾榮里子文 ; 西

村敏雄圖 ; 林恩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小魯繪本

世界 ; 121) .-- ISBN 978-626-7237-11-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想點什麼菜呢? / 秦好史郎文.圖 ; 周

姚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237-06-

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餐桌上的小妖怪 : 阿飄冰沙樂 / 齊藤

洋作 ; 宮本悅美繪 ; 伊之文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80 面; 21 公分 .-- (小妖怪系

列 ; 18) .-- ISBN 978-957-658-997-3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歡樂無比!麵包嘉年華 / 野志明加文

圖 ; 米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07-840-

6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美好的炸藥家醜 / 末井昭著 ; 蔡青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Source ; 33) .-- ISBN 978-

626-315-22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67  

我們的藍調時光 : 盧熙京劇本書 / 盧

熙京作 ; 章心韻, 黃寶嬋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Essential ; YY0930) .-- 

ISBN 978-626-7061-47-3 (全套:平裝) 

NT$1000 普遍級  

 862.55  

我們的藍調時光 : 盧熙京劇本書 / 盧

熙京作 ; 章心韻, 黃寶嬋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Essential ; YY0930) .-- 

ISBN 978-626-7061-48-0 (全套:精裝) 

NT$1200 普遍級  

 862.55  

那年,我們的夏天劇本書 / 李那恩作 ; 

陳品芳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201 .-

- 冊 .-- ISBN 978-626-338-989-2 (上冊:

平裝) NT$1000 .-- ISBN 978-626-338-

990-8 (下冊:平裝) NT$1000 普遍級  

 862.55  

Deadman Switch : 末日校園 / Eise 著 ; 

艾咪譯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有限公

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分 .-- (i 小

說  ; 52-) .-- ISBN 978-626-96024-9-0 

(第 1 冊:平裝) NT$360 限制級  

 862.57  

Sugar Blues 蜜 糖 藍 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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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1-36-7 (第

4 冊:平裝) NT$420 限制級  

 862.57  

*幸福對決 / 周榮河作 ; 尹嘉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1 公分 .-

- (Storytella ; 147) .-- ISBN 978-957-

741-614-8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62.57  

*紅鶴 / 鄭海蓮(정해연)著 ; 王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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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4面; 21公分 .-- (TN ; 298) .-

- ISBN 978-986-506-588-1 (平裝) 普遍

級  

 862.57  

普通兄妹的搞笑對決 / 普通兄妹原

著 ; 白暖圖文 ; 柳蘭姬圖 ; 葛增娜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6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42-280-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62.596  

願望年糕屋. 4, 勇敢表達的心意年糕 

/ 金梩里作 ; 金二浪繪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144 面; 21 公分 .-

- (童心園系列 ; 292) .-- ISBN 978-626-

349-109-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6  

願望年糕屋. 5, 學會負責的愛心煎糕 

/ 金梩里(김리리)作 ; 金二浪(김이랑)

繪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93) .-- ISBN 978-626-349-110-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6  

恐龍快遞公司 / 李慧源作 ; 姜恩玉繪 ; 

葉雨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

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539-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2.599  

媽媽會為你加油 / 金京愛(김경애)文 ; 

元裕美(원유미)圖 ; 魏嘉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727-5-2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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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圖書館. 7, 遇見森林王子 / 智逌

莉作 ; 李景姬繪 ; 石文穎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大邑文化, 11201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61-96-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2.599  

別戲暗昧火 / littlebbear96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冊 .-- 

(MM ; MM089-MM090) .-- ISBN 978-

986-494-557-3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558-0 (下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559-7 (全

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親愛的占卜師 / Dawi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MM ; MM091) .-- ISBN 

978-986-494-551-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8.257  

戀香 / Violet Rain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冊 .-- (MM ; 

MM004-007) .-- ISBN 978-986-494-

563-4 (上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564-1 ( 下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565-8 (全

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臺灣文學 

台灣文學年鑑. 2021 = The almanac of 

Taiwan literature 2021 / 林巾力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

館, 11112 .-- 6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755-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臺灣文學 2.CST: 年鑑  

863.058  

*臺灣百年文學紛爭史 / 古遠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冊 .-- (文學研究叢

書 . 古 遠 清 臺 灣 文 學 新 五 書  ; 

810YB9) .-- ISBN 978-986-478-769-2 

(全套: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史 2.CST: 文學評論  

863.09  

臺灣百年文學紛爭史 / 古遠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11 .-- 冊 .-- (文學研究叢

書 . 古 遠 清 臺 灣 文 學 新 五 書  ; 

810YA10) .-- ISBN 978-986-478-770-8 

(全套:精裝) NT$96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史 2.CST: 文學評論  

863.09  

在時潮的浪頭上 : 臺灣新詩百年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李瑞騰主編 .-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1111 .-- 

38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92-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新詩 2.CST: 臺灣詩 3.CST: 臺

灣文學史 4.CST: 文集  863.091  

臺詩好好玩. 2 : 臺灣漢詩的小故事.

大歷史 / 徐培晃, 吳東晟, 彭心怡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11112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58-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臺灣詩 2.CST: 詩評 3.CST: 臺

灣文學史  863.091  

臺灣文學生態 : 戒嚴法到市場律 =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 張誦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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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40 面; 

21 公分 .-- (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

書, 研究篇. 15) .-- ISBN 978-986-350-

674-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史 2.CST: 文學評論  

863.2  

閱讀既晴 : 臺灣犯罪作家群像 / 臺灣

犯罪作家聯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37-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既晴 2.CST: 臺灣小說 3.CST: 

推理小說 4.CST: 文學評論  863.27  

元智文學獎. 第二十二屆, 許你夢筆

生花 / 陳詩妤, 莊麗平, 許倩蓉, 陳采

珠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1111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594-54-0 (平裝) 

普遍級  

 863.3  

水煙紗漣文學獎作品集. 第二十屆 : 

流金 / 林玥彤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

縣埔里鎮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 11111 .-- 49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201-7-6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3  

水煙紗漣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九屆 : 

釀 / 賴韋筑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

埔里鎮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 11111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01-6-9 ( 平 裝 ) 

NT$310 普遍級  

 863.3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2022 / 王嵐

萱等作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化局, 

11112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91-50-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3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十四屆 : 篆

刻集 / 劉德玲主編 .-- 桃園市 : 長庚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1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65-5-5 (平

裝) 普遍級  

 863.3  

秋日春朝文集 / 吳道文著 .-- 臺北市 : 

吳道文, 11111 .-- 3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737-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863.3  

海洋詩文漫畫選輯 / 許育銘共同作 ; 

余蕙靜主編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 1120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31-8-1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626-96231-7-4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863.3  

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廿四屆 / 

蔡凱文等人作 ; 夏尚俐總編輯 .-- 澎

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澎湖縣文

化資產叢書 ; 338) .-- ISBN 978-626-

7211-07-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3  

蛛生 : 第 43 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 / 盧美杏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 ; 

368) .-- ISBN 978-626-353-191-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3  

雲林文化藝術獎. 第十八屆 :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 / 陳

璧君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

縣政府, 11112 .-- 2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750-94-2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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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3  

想像零件 : 2022 高雄青年文學獎得

獎作品集 / 高雄市立圖書館主編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圖書館, 11112 .-- 

3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71-

2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3  

臺灣文學奬金典獎特刊. 2022 / 小野, 

朱嘉漢, 何玟珒, 何致和, 吳佩珍, 李

依倩, 李奕樵, 李癸雲, 李雪莉, 言叔

夏, 林懷民, 凌性傑, 唐福睿, 張娟芬, 

郭彥仁, 陳思宏, 傅月痷, 楊翠, 董恕

明, 詹偉雄, 零雨, 劉克襄, 賴香吟, 鍾

永豐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

文學館, 11111 .-- 1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715-6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863.3  

*靜思湖文學獎作品集. 第六屆 / 趙善

如, 王國安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內埔鄉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111 .-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782-8-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3  

我叫謝秉穆 : 詩文/繪畫作品集 / 謝秉

穆作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謝秉

穆, 11112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823-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4  

那才是我們除了啤酒以外所擁有的

一切 / 李睿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53-216-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4  

桃花舞春風 : 陳瑞芬詩文集 / 陳瑞芬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0 面; 21 公

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794)(秀文學 ; 

50)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

39-5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4  

啼印 / 翁月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76-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4  

曾文龍博士詩文集 / 曾文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金大鼎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201 .-- 392 面; 21 公分 .-

- (全面成長  ; 5) .-- ISBN 978-986-

06797-0-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63.4  

大筆如椽,文江詩海 : 蘇文寬詩詞作

品集 / 蘇文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8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 

1300010) .-- ISBN 978-986-478-789-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1  

*子青詩作選  : 問情為何物 ? = A 

poetry collection : wondering what love 

is and what it is not? / 魯子青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出版社 ,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922-7-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 / 李有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 ; 372) .-- ISBN 978-

626-353-17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六塵在簡 / 黃智群, 李崑炎, 張允中, 

林瓊雯, 吳冠賢, 白繼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4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75) .-- ISBN 

978-986-478-792-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1  

王宣曆詩集. X : 浮世繪 / 王宣曆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王宣曆, 1111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01-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生來憂傷 / 矢口橋(謝知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257-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1  

有光 / 溫喜晴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Touch 系列 ; 21) .-- 

ISBN 978-626-96350-5-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1  

自由平等博愛,and you? / 盧建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3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6552-6-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863.51  

行腳塵影詩集 : 這一世走過神州大

地的證據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英出版社, 11112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22-8-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63.51  

我是很骯髒的那種怪物 / 米蘭歐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Love ; 45) .-- ISBN 978-626-

353-25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把老夢找回來 / 王明凱作 .-- 臺南市 : 

王明凱, 11111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41-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1  

*身故受益人之死 / 張詠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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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56 面; 19 公分 .-- 

( 雙 囍 文 學  ; 11) .-- ISBN 978-626-

96502-6-2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基隆詩行 : 山海繫留 / 方群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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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遠景

文學叢書 ; 118) .-- ISBN 978-957-39-

1153-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屠羊社區的小祕密  / 崑崙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180-3 (平裝) 普遍級  

 863.51  

創意詩集 : 詩與詞之美 / 盧振華作 .-

- 臺南市 : 盧振華, 11202 .-- 1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01-0816-8 (第 1

集:精裝) NT$800 普遍級  

 863.51  

搖籃曲和雨的包裹 / 陳威宏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1 .-- 172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5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52-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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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敲雪月風花夜.蘇白宇詩集. 1, 待宵

草 / 蘇白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3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60)(秀詩人 ; 105)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34-0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1  

詩敲雪月風花夜.蘇白宇詩集. 2, 一場

雪 / 蘇白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59)(秀詩人 ; 106)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35-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1  

詩敲雪月風花夜.蘇白宇詩集. 3, 昨夜

風 / 蘇白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61)(秀詩人 ; 107)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36-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1  

詩敲雪月風花夜.蘇白宇詩集. 4, 已殘

月 / 蘇白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62)(秀詩人 ; 108)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37-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1  

與靈魂有染 / 陳康濤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3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877)(吹鼓吹詩人叢書 ; 50)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40-1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863.51  

*蘭陽詩醫陳金波 : 觀風閣詩集 / 陳

麗蓮編著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

宜蘭市公所, 11111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18-99-1 (平裝) 

普遍級  

 863.51  

驛站前的整條街都溶在光裡 / 宏先

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112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50-

8 (平裝) NT$425 普遍級  

 863.51  

今夜大雪紛飛 / 江逸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48 面; 21 公分 .-- (文字

絲路 ; 7) .-- ISBN 978-626-96446-9-8 

(平裝) NT$370 普遍級  

 863.55  

兇巴巴肥婆老妖 / 謝淑芬著 ; Ru.C(陳

怡如)繪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謝

淑芬, 1111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64-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5  

我不是教你詐. 1, 日常工商社會處世

篇 / 劉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

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繽紛 ; 238) .-- ISBN 

978-986-323-506-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5  

我不是教你詐. 2, 現代政治商業處世

篇 / 劉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

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繽紛 ; 239) .-- ISBN 

978-986-323-507-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5  

我和一枝筆在路上. 3 / 杜解萍等著 .-

- 臺北市  : 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 , 

11112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911-0-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李家小舖的奶酥麵包 / 顧澄如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分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5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那些年,在婦癌科病房發生的鳥事 / 

那緹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201 .-- 286 面; 21 公分 .-- (釀生活 ; 

41)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756-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那個年代,這些惦記 : 我和他們的相

遇與交會,還有留下的故事 / 秦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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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375-7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863.55  

妳手裡的帆布袋 / 二十一著 .-- 桃園

市 : 沈君和, 11111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45-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5  

初心 : 整形外科楊沂勳醫師的偏鄉

隨筆. 2 / 楊沂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11 .-- 252 面; 

21 公分 .-- (現代散文 ; 18) .-- ISBN 

978-986-0762-40-2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5  

金魚夜夢 / 林薇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97) .-

- ISBN 978-986-450-516-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青雪踏踏 : 孩子的日常詩想 / 游書珣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854-0-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咱來讀讀 / 王秀容著 ; 林芸瑄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6-

8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5  

致那些殺不死的浪漫 / 溫如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5059 種)(溫如生作品集 ; 

3) .-- ISBN 978-957-33-3957-1 (平裝) 

普遍級  

 863.55  

*修復事典 : 被留下來的我們,不用急

著好起來 / 江佩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mark ; 

178) .-- ISBN 978-626-7206-46-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校園情歌 / 六色羽, 語雨, 宛若花開, 

汶莎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

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5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除了病,我一無所有 : 致無法被任何

事物療癒的你 / 洪子如(April)著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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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31) .-- ISBN 978-626-

349-09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庸碌生涯實錄 : 介青齋手記. 第十五

輯 / 孔慶棣記 .-- 初版 .-- 臺北市 : 幼

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1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9-

278-7 (平裝) 普遍級  

 863.55  

悠遊文海 人生最樂 / 陳穆儀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9-88-7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5  

越境的行旅 : 一燈照隅的人生智慧 / 

王壽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寄暢園文化藝術基金會, 11112 .--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771-1-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感恩啟航 : 創刊號 / 台語文化班學

會會員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

台語文化班學會, 111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57-0-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想念的總和 / Emily Chan 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56-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像我這樣的教授 / 李瑞騰作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12 面; 21 公分 .-- (文叢 ; 

715) .-- ISBN 978-986-323-50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槍桿與筆桿下的眷村文學 / 眷村雜

誌主編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23-505-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盡心 / 林進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全方位心理叢書 ; 

42) .-- ISBN 978-626-96716-4-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5  

與自己和好的生命書寫練習 / 詹宇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進出版有限

公司字覺文化, 1111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328-8-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暮送萊茵河 / 林斐文著 ; 林中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林圖書印刷有限

公司, 11201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082-1-0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863.55  

壓抑不住地想要飛起來 : 琉璃工房

創辦人張毅的文化信仰 / 張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華文創作 ; BLC111) .-- ISBN 

978-626-355-019-3 (精裝) NT$450 普

遍級  

 863.55  

*鯉山又一村 : 論孟易老隨記 / 黃文

華作 .-- 臺北市 : 黃文華, 11111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34-

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5  

3 英吋的距離 / 白狐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更工作室, 11112 .-- 冊 .-- 

ISBN 978-986-96508-1-6 (上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96508-2-3 (下

冊 :平裝 ) NT$360 .-- ISBN 978-986-

96508-3-0 (全套:平裝) NT$720 限制級  

 863.57  

Butterfly / 張庭維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張庭維, 11201 .-- 253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25-0 ( 平 裝 ) 

NT$200 限制級  

 863.57  

V 與身體 : 幽情三部曲. II / 李喬作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客 家 委 員 會 , 

11112 .-- 434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

集 ; 15.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

986-5434-87-8 (精裝) NT$550 普遍級  

 863.57  

人生何處無鯤鵬  / 黑蛋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35) .-- ISBN 978-626-96919-0-6 (第 3 冊:

平裝) NT$320 限制級  

 863.57  

人球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

家委員會, 11112 .-- 374 面; 21 公分 .-

- (李喬全集 ; 25. 小說卷 .短篇) .-- 

ISBN 978-986-5434-97-7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又不能當飯吃 / 吐維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52-183-

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

184-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3.57  

大地之母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530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12.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986-5434-84-7 ( 精 裝 ) 

NT$650 普遍級  

 863.57  

大唐辟邪司. 卷二, 深宮大劫 / 王晴川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1 公

分 .-- (王晴川作品 ; 2) .-- ISBN 978-

957-741-618-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63.57  

女醫古代行 / 艾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8701) .-

- ISBN 978-986-527-702-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小野豹的命定婚儀 / OUKU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際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1-34-

3 (平裝) NT$280 限制級  

 863.57  

山女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

家委員會, 11112 .-- 404 面; 21 公分 .-

- (李喬全集 ; 24. 小說卷 .短篇) .-- 

ISBN 978-986-5434-96-0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山園戀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50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1.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986-5434-73-1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863.57  

今天你喜歡上我了嗎? / 林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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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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7-08-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反派總想勾引我 / 貞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25) .-- ISBN 978-986-335-836-7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文榆街的遺願相談所 / 東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7-07-8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月出將臨 / 蒼鷺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304 面; 21 公分 .-- (霓幻鑰系

列 ; K6601) .-- ISBN 978-957-8696-47-

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王爺輕點寵 / 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禾

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工作室

發行,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紅

櫻桃 ; 1527) .-- ISBN 978-986-335-845-

9 (平裝) NT$25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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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52-43-0 (第 2 冊:平裝) NT$260 普遍

級  

 863.57  

失聲畫眉 / 凌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玉 山 社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94-33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未聞鳳凰鳴 / 翼翎作 .-- 臺南市 : 瑞

風文創,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65-2-6 (第 2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末日森林. I, 女王蜂與掠顱者 / 崑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63) .-- ISBN 978-626-7229-

06-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玄社宮秘聞 = The secret of Xuanshe 

Palace / 金柏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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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160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19) .-- ISBN 

978-957-39-1152-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7  

生命劇場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11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19.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986-5434-91-5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863.57  

在花季之前綻放 / Sophia 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Sophia

作 品 集 ) .-- ISBN 978-957-741-619-3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3.57  

奸臣窩裡出鳳凰 / 千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 352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9701) .-- ISBN 978-986-527-725-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安然與實恩 / 葉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63) .-- 

ISBN 978-626-7229-05-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7  

死神第 3 部門. 2 / 晨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61-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百合撩亂★兔姬臨杏 : 不 000 就出不

去的房間 / 八千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2-

182-7 (平裝) 普遍級  

 863.57  

百鬼夜行. 卷 10, 食人鬼 / 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45) .-- ISBN 

978-626-7210-09-3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3.57  

竹雞與阿秋 / 凌煙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94-336-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妖怪婚姻事件簿 / 緒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 (米國度書系 ; B0103-B0104) .-- ISBN 

978-986-505-305-5 ( 上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505-306-2 (下

冊:平裝) NT$300 限制級  

 863.57  

我,精靈王,缺錢! / 醉琉璃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264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201-) .-- ISBN 

978-626-96918-0-7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7  

我在東宮當佞臣  / 蔡小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珍愛

晶鑽 ; 278) .-- ISBN 978-986-335-843-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我的同學是魔王該怎麼辦!. 5, 月光

島的期末考 / 翼翎作 .-- 臺南市 : 瑞

風文創,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65-0-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我的機器人爸爸 / 東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11 .-- 256 面; 21 公分 .-- (東澤

作 品 集 ) .-- ISBN 978-957-741-616-2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3.57  

我靠種藥養太子 / 米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 296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9501) .-- ISBN 978-986-527-72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扮裝畫眉 / 凌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玉 山 社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94-33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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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決戰日 : 兩岸最終戰 / 龍飛將著 .-- 臺

北市 : 龍飛將, 11112 .-- 28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6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7  

亞洲物語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42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18.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986-5434-90-8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863.57  

來順伯婆事略 / 李喬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72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30. 小說卷.短

篇) .-- ISBN 978-626-7242-02-5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7  

咒之環 : 幽情三部曲. I / 李喬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424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14. 小

說卷.長篇) .-- ISBN 978-986-5434-86-1 

(精裝) NT$550 普遍級  

 863.57  

奇劍妖刀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06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7.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986-5434-79-3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7  

孤燈 : 寒夜三部曲. III / 李喬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572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6. 小說

卷 .長篇) .-- ISBN 978-986-5434-78-6 

(精裝) NT$700 普遍級  

 863.57  

抱走師父,我們不約! / 翼翎著 .-- 臺南

市 : 瑞風文創, 11112 .-- 2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265-1-9 (第 1 冊: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明明是魔族的我,為什麼變成了拯救

人界的英雄? / 天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

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296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204-) .-- ISBN 

978-626-95887-9-4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阿妹伯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86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21. 小說卷.短篇) .-- 

ISBN 978-986-5434-93-9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雨過天晴 / 恆思榆著 .-- 再版 .-- 高雄

市 : 恆思榆, 11112 .-- 584 面; 21 公分 .-

- (恆思榆作品 ; 6) .-- ISBN 978-626-01-

0739-0 (平裝) NT$500 限制級  

 863.57  

故鄉.故鄉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72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23. 小說卷.短

篇) .-- ISBN 978-986-5434-95-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7  

昨日水蛭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412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28. 小說卷.短篇) .-- 

ISBN 978-626-7242-00-1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穿越到小說裡成為第一個被殺的砲

灰 / 夏天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179-7 (平

裝) 普遍級  

 863.57  

重逢 : 夢裡的人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13. 小說卷.長

篇) .-- ISBN 978-986-5434-85-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7  

修羅祭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86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26. 小說卷.短篇) .-- 

ISBN 978-986-5434-98-4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埋冤.一九四七.埋冤 / 李喬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冊 .-- (李喬全集 ; 10-11. 小說卷.長

篇) .-- ISBN 978-986-5434-82-3 (上冊:

精裝) NT$780 .-- ISBN 978-986-5434-

83-0 (下冊:精裝) NT$850 普遍級  

 863.57  

格林老師的童話 / 吐維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出版 : 寸田文

化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01-6-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泰姆山記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74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29. 小說卷.短篇) .-- 

ISBN 978-626-7242-01-8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浮世百願 : 昔日心願 / 笨蛋工作室原

作 ; 冰糖優花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177-

3 (平裝) 普遍級  

 863.57  

神界直屬第十九號部門 / 水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5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178-0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863.57  

純粹理論 : 狂狷丞樹的滑坡實證 / 秀

弘著 .-- 新北市 : 秀弘, 11111 .-- 2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19-

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荒村 : 寒夜三部曲. II / 李喬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582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5. 小說

卷 .長篇) .-- ISBN 978-986-5434-77-9 

(精裝) NT$700 普遍級  

 863.57  

酒蟲化龍 / 醉夢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3-06-

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7  

曼露情. I, 最初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

東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

垂 ; B185) .-- ISBN 978-626-96422-6-7 

(平裝) NT$330 限制級  

 863.57  

寂寞雙簧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54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27. 小說卷.短篇) .-- 

ISBN 978-986-5434-99-1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情天無恨 : 白蛇新傳 / 李喬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400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8.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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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長篇) .-- ISBN 978-986-5434-80-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7  

情世界 : 回到未來 / 李喬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74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17. 小說卷.

長篇) .-- ISBN 978-986-5434-89-2 (精

裝) NT$480 普遍級  

 863.57  

晚霞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

家委員會, 11112 .-- 399 面; 21 公分 .-

- (李喬全集 ; 20. 小說卷 .中篇) .-- 

ISBN 978-986-5434-92-2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深藏在夢境中的情緣 / 洪識廷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洪國益, 111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68-

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異變 / 洛玥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

分 .-- (米國度書系 ; B0109) .-- ISBN 

978-986-505-311-6 (平裝) NT$400 限

制級  

 863.57  

野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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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24) .-- ISBN 978-986-335-835-0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寒夜 : 寒夜三部曲. I / 李喬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496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4. 小說

卷 .長篇) .-- ISBN 978-986-5434-76-2 

(精裝) NT$600 普遍級  

 863.57  

敦仔腳下大肚山夕暮 = Dadu Moutain 

evening / 徐毅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晨星文學館 ; 64) .-- ISBN 

978-626-320-330-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63.57  

散靈堂傳奇 : 幽情三部曲. III / 李喬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508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

集 ; 16.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

986-5434-88-5 (精裝) NT$600 普遍級  

 863.57  

斯堪地聯邦冒險手記. III, 偽典的最

終試煉 / 本生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維京群島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發行,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01-33-6 ( 平 裝 ) 

NT$280 限制級  

 863.57  

*渡越山河 : 第十二屆全球華文文學

星雲獎短篇歷史小說得獎作品集  / 

俞錦梅, 周志仁, 周遠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藝文叢

書) .-- ISBN 978-957-457-665-4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湊陣 / 吳明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96) .-- ISBN 

978-986-450-513-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3.57  

無敵替嫁 / 簡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1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8901) .-- 

ISBN 978-986-527-701-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痛苦的符號、蒼白的春天 / 李喬作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客 家 委 員 會 , 

11112 .-- 398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

集 ; 2.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986-

5434-74-8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7  

結義西來庵 : 噍吧哖事件 / 李喬作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客 家 委 員 會 , 

11112 .-- 266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

集 ; 3. 小說卷.長篇) .-- ISBN 978-986-

5434-75-5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鄉野財藝班之相思佳釀 / 風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9901) .-- ISBN 978-986-527-

727-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傾我一生守護你 / 星魚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9-91-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愛妳不正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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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26) .-- ISBN 978-986-335-

844-2 (平裝) NT$290 限制級  

 863.57  

歲歲伴君行 / 季可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9301) .-- ISBN 978-986-527-715-4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7  

詭軼紀事. 陸, 禁忌撿紅包 / Div(另一

種聲音), 尾巴 Misa, 龍雲, 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44) .-- ISBN 

978-626-7210-06-2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3.57  

福爾摩沙疲憊 / 王幼華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布里居出版, 11112 .-- 4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28-5-5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綠能風暴 : 八年奮戰峰迴路轉 / 安度

作 .-- 臺北市 : 九五坊回憶文創有限

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694-1-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7  

鳶山誌 : 半透明哀愁的旅鎮 / 詹明儒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12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6-77-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863.57  

噓,總裁是我老公 / 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

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

工作室發行, 11112 .-- 224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523) .-- ISBN 978-986-

335-834-3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廢線彼端的人造神明 / 瀟湘神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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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00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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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226-15-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7  

廚秀不甩剋夫名  / 春野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29801) .-- ISBN 978-986-527-

726-0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徵婚啟事 : 30 年經典再現 / 陳玉慧

Jade Y. Chen 著 .--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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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53-221-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7  

縛繭而生 : 始亂不終棄 / 怒放月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米國度書系 ; B0105-

B0106) .-- ISBN 978-986-505-307-9 (上

冊 :平裝 ) NT$290 .-- ISBN 978-986-

505-308-6 (下冊:平裝) NT$290 限制級  

 863.57  

鋼鐵叢林異士錄  / 周文樵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10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3-15-1 (平裝) NT$1100 普

遍級  

 863.57  

頭份之雲 / 陳耀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1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

家 ; 99) .-- ISBN 978-626-96065-9-7 (平

裝) NT$350 .-- ISBN 978-626-96872-0-

6 (平裝簽名版) NT$350 普遍級  

 863.57  

藍彩霞的春天 / 李喬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42 面; 

21 公分 .-- (李喬全集 ; 9. 小說卷.長

篇) .-- ISBN 978-986-5434-81-6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3.57  

獸醫五年生 / 林俐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243-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7  

飄然曠野 / 李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1112 .-- 358 面; 21 公

分 .-- (李喬全集 ; 22. 小說卷.短篇) .-- 

ISBN 978-986-5434-94-6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裏台北外送 / 木几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

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

發行, 112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038-3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3.57  

什麼將把你帶走 = What would take 

you away / 王小苗文 ; CROTER 圖 .-- 

二版 .-- 高雄市 : 洪添賢插畫設計工

作室, 11112 .-- 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934-1-8 (精裝) NT$780 普

遍級  

 863.59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5, 科學怪探的祕

密. 上 / 翁裕庭作 ; 步烏, 米巡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898-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9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6, 科學怪探的祕

密. 下 / 翁裕庭作 ; 步烏, 米巡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899-1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9  

*水源頭的少年 / 馮輝岳文 ; 陳瑞成

圖 .-- 初版 .-- 基隆市 : 立言圖書有限

公司, 11112 .-- 52 面; 27 公分 .-- (悅讀

台灣少兒散文集) .-- ISBN 978-986-

94650-4-5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  

福爾摩斯的童話探案錄 / 聶傳安文 .-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7113-59-2 (卷 1: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113-60-8 (卷 2: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  

貓臉少女 / 陳榕笙著 ; 黃立佩繪 .-- 二

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11 .-- 224 面; 21 公分 .-- (迷

鹿) .-- ISBN 978-626-96841-0-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  

頂六報一報. 第 30 期 / 趙玲瑛總編

輯 .-- 嘉義縣中埔鄉 : 嘉義縣中埔鄉

頂六國民小學, 11112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09-4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文學 2.CST: 兒童讀物 

3.CST: 期刊  863.5905  

十二小守護過新年 : 家有玉兔送祝

福 / 陳沛慈文 ; 嚴凱信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237-09-0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863.596  

小甜甜爭霸賽 / 顏志豪文 ; 曹一竹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

公司, 11112 .-- 120 面; 21 公分 .-- (怪

俠空古力 ; 3) .-- 主要內容國語注音 .-

- ISBN 978-626-96505-3-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96  

今年兔當家 / 徐錦成著 ; 施依婷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社, 11201 .-- 232 面; 21 公分 .-- (少兒

文學館 ; 4) .-- ISBN 978-626-96888-1-4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96  

水鴨南渡大隊 / 陳正恩文 ; 葉懿瑩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11 .-- 96 面; 21 公分 .-- (小

兵故事百匯. Ⅱ ; 9) .-- ISBN 978-986-

5581-80-0 (平裝) NT$190 普遍級  

 863.596  

玉兔村的園遊會不一樣 / 方素珍文 ; 

掀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12 生肖大聯盟 ; 

2) .-- ISBN 978-626-355-018-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床邊故事經典 365 : 11、12 月冰雪女

王 / 管家琪著 ;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12 .-- 

288 面; 22 公分 .-- (家長新天地 ; 15) .-

- ISBN 978-626-96550-8-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6  

床邊故事經典 365 : 7、8 月離魂記 / 

管家琪著 ;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12 .-- 288

面; 22 公分 .-- (家長新天地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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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96550-6-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6  

床邊故事經典 365 : 9、10 月星星男

孩 / 管家琪著 ;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12 .-- 

288 面; 22 公分 .-- (家長新天地 ; 14) .-

- ISBN 978-626-96550-7-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6  

科學少女 / 王莉雯, 安邦, 包容任故事

原創 ; Azy Chia 故事改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大一間出版社出版 ; 臺

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1 .-- 1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815-2-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96  

穿越時空遇見湯姆生 / 施百俊, 施曼

妮文 ; 林家棟圖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星月

書房, 11112 .-- 96 面; 26 公分 .-- (ㄧㄡ

ˊ 繪 本 ) .-- ISBN 978-626-7171-25-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6  

貪心的小企鵝 / 鄭宗弦文 ; 大尉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12 .-- 72 面; 20X21 公分 .-- (小

兵快 樂讀 本  ; 9) .-- ISBN 978-986-

5581-85-5 (平裝) NT$160 普遍級  

 863.596  

猴雞狗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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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200-39-1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96  

傻瓜老鼠誤會貓 / 王洛夫文 ; 大尉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12 .-- 72 面; 20X21 公分 .-

- (小兵快樂讀本 ; 35) .-- ISBN 978-

986-5581-86-2 (平裝) NT$160 普遍級  

 863.596  

媽媽跟我玩嘛! / 江寶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分有限公

司發行,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113-58-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愛打架的獨角仙 / 柯心平(PSK)文 ; 

徐建國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72 面; 20X21

公分 .-- (小兵快樂讀本 ; 59) .-- ISBN 

978-986-5581-87-9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863.596  

躲貓貓,讓你們永遠找不到 / 王文華

著 ; 嚴凱信繪 .-- 二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15 週年紀念版 .-- ISBN 

978-957-751-918-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嘟嘟減肥記 / 李光福文 ; 任華斌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12 .-- 72 面; 20X21 公分 .-- (小

兵快樂讀本 ; 12) .-- ISBN 978-986-

5581-81-7 (平裝) NT$160 普遍級  

 863.596  

夢想之地 / 林榆晏, 徐予辰, 黃光澄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悠遊貓藝術工

作室, 11112 .-- 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6844-0-3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63.596  

福音與拔牙鉗 / 李潼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94-337-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96  

臺陽妖異誌. 2 : 五通小妖與五疫 / 鄭

若珣著 ; Ila Tsou 圖 .-- 一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

919-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6  

蜘蛛絲魔咒 / 王洛夫文 ; 徐建國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12 .-- 72 面; 20X21 公分 .-- (小

兵快樂讀本 ; 41) .-- ISBN 978-986-

5581-88-6 (平裝) NT$160 普遍級  

 863.596  

龍族英雄(睚眥) : 武打明星的試煉 / 

陳沛慈作 ; 楊雅嵐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1 .-- 168 面; 21 公

分 .-- (動小說 ; 0BIR0033) .-- ISBN 

978-626-7224-22-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96  

龍蛇馬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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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200-38-4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96  

台語鹿出任務 : 發光 ê 寶石 = Tâi-gí-

lo̍k Tshut Jīm-bū : Huat-kng ê Pó-

tsio̍h / 台語路親子樂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6-83-5 (平

裝) NT$1050 普遍級  

1.SHTB: 兒歌童謠--3-6 歲幼兒讀物  

863.598  

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輯. 2022 = 

Hsinchu City literture award children's 

poetry / 洪晨萱等作 .-- 新竹市 : 新竹

市文化局, 11112 .-- 128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7091-49-4 (平裝) 

NT$180 普遍級  

 863.598  

123 木頭鳥 / 簡世雄文 ; 王大維, 吳侑

蓁, 吳羿靜, 呂漢哲, 林庭瑜, 高柏鈞, 

許文政, 詹馨怡, 劉忻慈, 鄭芯瑜圖 .-- 

彰化縣溪州鄉 :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

國民小學, 11112 .-- 32 面; 21X30 公

分 .-- 中文、英語、閩南語對照 .-- 

ISBN 978-626-7241-01-1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大地之歌 / 吳綵綉文 ; 林靜嫺圖 ; 許

立昌臺語文翻譯 .-- 初版 .-- 雲林縣虎

尾鎮 :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

協會, 11111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02-4-5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99  

大稻埕 ê 山珍海味 = Tuā-tiū-tiânn ê 

san-tin-hái-bī / 吳睿哲著 .-- 第一版 .-

- 臺 北 市  : 是 路 故 事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4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95347-3-9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99  

大 稻 埕 動 物 園  = Tuā-tiū-tiânn 

tōng-bu ̍t-hn̂g / 林小杯文.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是路故事有限公司, 

11111 .-- 32 面; 18X18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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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5347-2-2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99  

山谷內的跤球囡仔 / 江寬慈文 ; 蘇夢

豪圖 .-- 新北市 : 小水滴創藝樂團, 

11112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270-2-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山牆上的貓 / 黃惠玲文 ; 陳致瑋圖 .-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斗六

市公所, 11201 .-- 32 面; 21X29 公分 .-

- ISBN 978-986-0750-95-9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9  

台北時光機臺北辦年貨 = Taipei time 

machine-lunar new year shopping in 

Taipei / 吳奇靜(奇奇老師), 劉庭瑋(石

虎老師)作 ; 朱品璇繪 .-- 臺北市 : 綠

雷德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8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中日英對照 .-

- ISBN 978-986-95720-4-0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好地方 / 林榆晏文.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悠遊貓藝術工作室, 11112 .-- 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6844-1-

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9  

年獸來了! / 張翔穎文 ; 歐尼可夫(Igor 

Oleynikov)圖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5X25 公分 .-- (文化繪本) .-- ISBN 

978-626-7180-41-9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行動,讓世界變得更好 / 周姚萍文 ; 孫

心瑜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5-

988-4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3.599  

你要找什麼? / 宋承翰, 朱悅慈圖.文 .-

- 一版 .-- 臺北市 : 半隻羊設計有限公

司, 11112 .-- 22 面; 16X22 公分 .-- 

ISBN 978-626-96908-0-0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99  

我們的那一年 / 李新婕文 ; 詹子寗

圖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社團法

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6882-3-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我們第二個家 / 李新婕文 ; 林梓萱

圖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社團法

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6882-2-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我真的真的不想上學  / 盧佩秋文 ; 

+Ping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好文

薈工作室, 1120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964-1-2 ( 精 裝 ) 

NT$42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我會飛 / 郭飛飛文.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 36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409-5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99  

*奇異世界 / 廖婉真文 ; 張孝誠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1112 .-- 36 面; 21X3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575-

1-6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彼幾年 遮的代誌 / 黃秀香文 ; 吳毓珍, 

楊佳青圖 ; 許立昌臺語文翻譯 .-- 初

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社團法人雲林

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1111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02-2-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金老爺的開心農場 / 蘇乙紋文.圖 ; 許

立昌臺語文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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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02-3-8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9  

金色田與七個小樵夫 / 郭恩惠文 ; 崔

永嬿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兒

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 11112 .-- 40 面; 20X20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

89068-3-9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柚仔花開 / 許芝薰文.圖 ; 許立昌臺語

文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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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

626-96802-7-6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紅盒子裡的祕密 / 林培齡文 ; 陳映

涵圖 .-- 二版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三之三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發行, 11112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664-73-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茶山阿公 / 劉雯瑜(小綠)文.圖 ; 許立

昌臺語文翻譯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

鎮 :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

會, 1111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02-8-3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99  

*探索之星 / 廖婉真文 ; 張孝誠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1112 .-- 36 面; 21X3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575-

2-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淘氣之星 / 廖婉真文 ; 鄭惠珍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1112 .-- 44 面; 21X3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575-

3-0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第一次送禮物 / 李惠絨文 ; 張振松

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 面; 26 公

分 .-- (小魯成長繪本) .-- ISBN 978-

957-490-618-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第一次養小狗 / 周姚萍文 ; 林思婷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6 公

分 .-- (天衛成長繪本)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0-614-7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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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魚 : 做最好的自己 / 曾雅麟, 張

熙迎, 鄭棉陽, 杜笙慈, 黃煒倫文 ; 汪

浩雲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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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海洋科學探險隊 ; 2)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208-07-6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9  

報馬仔 / 葉成豐, 蔡靜玫文 ; 蔡靜玫

圖 ; 許立昌臺語文翻譯 .-- 初版 .-- 雲

林縣虎尾鎮 :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

故事人協會,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802-6-9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9  

尋找武術大師 : <<夢想之地>>前傳 / 

林榆晏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悠遊

貓藝術工作室, 11112 .-- 24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96844-2-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863.599  

奧德出任務 / 王稚絜文.圖 .-- 初版 .-- 

屏東市 : 王稚絜, 11111 .-- 26 面; 30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626-01-

0763-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愛,從我開始 : 守護每個不一樣的你 / 

鄒敦怜文 ; 羅方君, 田宜庭, 鄭寍予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宏智國際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614-11-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搬徙超市六七十項 / 林玉芬文 ; 曹一

竹圖 ; 許立昌臺語文翻譯 .-- 初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

林故事人協會, 11111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802-9-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嘿!我只有一個肺 / 王悅軒文 ; 王柏

竣圖 .-- 初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中

華光點兒童重症扶助協會, 11112 .-- 

36 面; 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91702-1-5 (精裝) NT$480 普遍級  

 863.599  

蝴蝶結 / 黃淑貞文字 ; 劉憬樺圖像 .-

- 初版 .-- 桃園市 : 天河創思出版社, 

11111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97304-6-4 (精裝) NT$340 普遍級  

 863.599  

濁水溪敢猶是溪咧? / 林梓萱文.圖 ; 

許立昌臺語文翻譯 .-- 初版 .-- 雲林縣

虎尾鎮 :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

人協會,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82-0-3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9  

*獨立之星 / 廖婉真文 ; 張孝誠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1112 .-- 38 面; 21X3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575-

5-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 aSHTB--0-3 歲

幼兒讀物  863.599  

糖含仔雨 / 李偉婷文.圖 ; 許立昌臺語

文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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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

626-96882-1-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謝謝你的誕生 / 郭瀞婷作 ; 品客黛兒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勵馨

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11112 .-- 32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1745-4-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藍色五分仔車 / 沈欣儒文.圖 ; 許立昌

臺語文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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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02-5-2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9  

*寶貝之星 / 廖婉真文 ; 張孝誠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1112 .-- 32 面; 21X3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575-

4-7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0-3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魔法抱抱 / 郭飛飛文/圖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6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371-410-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9  

聽阿公阿嬤說故事. 二 : 藕斷絲連 /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編輯小組

文字.繪圖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

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 11111 .-- 20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428-6-

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餳人个舊山線 : 細人仔狂想童話集 = 

The enchanting old mountain line / 彭歲

玲, 吳克軒, 吳祈勳, 邱喬渝, 凃恩榳, 

徐采熒, 徐苡恩, 陳諺綸, 傅品菱, 彭

怡瑄, 湯舒惟, 黃盈瑄, 廖于嫻, 劉譯

蔓, 賴又慈, 賴詠翎合 .-- 初版 .-- 苗栗

縣 三 義 鄉  : 苗 栗 縣 三 義 鄉 公 所 , 

11111 .-- 88 面; 21X30 公分 .-- 客語、

華語、英語對照  .-- ISBN 978-626-

7070-45-1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759  

*客語親子俳詩集 : 本土客家語有聲

書 / 陳美鳳師生合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桐花語, 11111 .-- 15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05-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7598  

西洋文學 

尷尬少年遊 : 走入青少年文學與心

靈 = Exploring self and world : essays o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 黃瑞怡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56-94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西洋文學 2.CST: 青少年文學  

870  

四重奏 / 艾略特(T. S. Eliot)著 ; 杜國

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08-6682-7 (精裝) 

普遍級  

 873.51  

艾略特詩選 : <<荒原>>、<<四重奏

>>及其他觀察 / 艾略特(T. S. Eliot)著 ; 

杜國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12 面; 

21 公分 .-- (不朽) .-- ISBN 978-957-08-

6653-7 (平裝) 普遍級  

 873.51  

荒原 / T.S.Eliot 著 ; 杜國清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12 面; 19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57-08-6681-0 (精

裝) 普遍級  

 8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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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利 西 斯  / 詹 姆 斯 . 喬 伊 斯 (James 

Joyce)著 ; 金隄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九歌譯叢 ; 61-62) .-- ISBN 978-986-

450-517-3 ( 上 卷 : 平 裝 ) NT$700 .-- 

ISBN 978-986-450-518-0 (下卷:平裝) 

NT$700 .-- ISBN 978-986-450-519-7 (全

套:平裝) NT$1400 普遍級  

 873.57  

毛姆短篇小說選集 / 薩默賽特.毛姆

著 ; 王聖棻, 魏婉琪譯 .-- 二版 .-- 臺

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典 ; 93) .-- 

ISBN 978-986-178-645-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73.57  

王爾德短篇小說集. II / 王爾德著 ; 陳

筱宛譯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

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 (典藏經典 ; 69) .-- 中英雙語新版 .-- 

ISBN 978-986-178-644-5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873.57  

直男系列 / 亞歷珊卓拉.海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冊 .-- (MM ; MM094-MM103) .-- ISBN 

978-986-494-541-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494-542-9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494-543-6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4-544-3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4-545-0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494-546-7 (第 6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4-547-4 (第 7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4-548-1 (第

8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494-549-8 (第 9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4-550-4 (第 10 冊:平

裝) NT$280 限制級  

 873.57  

*風暴的一天  / 蕾奧妮 .羅斯(Leone 

Ross)著 ; 李建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2-8-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格雷的畫像 / 奧斯卡.王爾德著 ; 顧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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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經典 ; 65) .-- ISBN 978-

626-353-267-0 (精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殺戮 / 珍.凱西作 ; 李麗珉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 11112 .-- 464 面 ;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48) .-- ISBN 978-957-741-

617-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3.57  

達賴喇嘛的貓. 5, 喚醒內在小貓,點燃

生命熱情,找回最純粹的幸福 / 大衛.

米奇(David Michie)著 ; 江信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2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我 是 比 比 比 利  / 海 倫 . 拉 特 (Helen 

Rutter)文 ; 卓妙容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少年天

下 ; 82) .-- ISBN 978-626-305-384-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73.59  

SOS 公主出任務. 8, 尋找小老虎 / 寶

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 陳子萱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136 面; 21 公分 .-

- (Much 讀本 ; 99) .-- ISBN 978-957-

521-603-0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73.596  

柳林風聲 / 肯尼斯.葛拉罕(Kenneth 

Grahame)著 ; 郭漁改寫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READ ; 163) .-- ISBN 978-

986-342-29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96  

森林王子 / 魯德亞德.吉卜林文 ; 賴惠

鳳改寫 ; Weiting Zhou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6-777-0 (平裝) NT$290 普

遍級  

 873.596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 I, 第四見習生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

伯(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 .-- 

三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19) .-- ISBN 978-626-320-306-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 II, 戰聲漸近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

(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 .-- 三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20) .-- ISBN 978-626-320-307-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 III, 星夜私語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

(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 .-- 三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21) .-- ISBN 978-626-320-308-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 IV, 月亮蹤跡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

(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 .-- 三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22) .-- ISBN 978-626-320-309-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 V, 失落戰士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

(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 .-- 三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23) .-- ISBN 978-626-320-310-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 VI, 最後希望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

(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 .-- 三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24) .-- ISBN 978-626-320-311-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96  

小獅子 / 安娜.布雷特文字 ; 卡門.莎

丹娜繪 ; 黃聿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56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29-1 (精裝) 普遍級  

 873.599  

小鴨嘴獸 / 安娜.布雷特文字 ; 麗貝卡.

賓托斯繪 ; 吳寬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56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307-830-7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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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599  

如何製作一本繪本  / 埃利斯 .多蘭

(Elys Dolan)作 ; 向慕華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48 面; 25X26 公分 .-- (迷繪

本 ; 135) .-- ISBN 978-957-521-599-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創作--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東 跳 西 跳 金 大 力  / 唐 娜 森 (Julia 

Donaldson) 文  ; 奧 森 柏 莉 (Helen 

Oxenbury)圖 ; 王欣榆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9 公分 .-- (格林自我

認識繪本) .-- ISBN 978-626-7180-39-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啊!我要爆炸了! / 納迪亞.希琳(Nadia 

Shireen)作.繪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

雄 市  : 東 雨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2 面; 29 公分 .-- (迷繪本 ; 

136)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

602-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這個故事沒有大野狼喔  / 露 .卡特

(Lou Carter) 文  ; 黛 柏 拉 . 歐 萊 特

(Deborah Allwright)圖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迷繪

本 ; 124) .-- ISBN 978-957-521-598-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謝謝身邊的美好小事 / 凱瑞兒.哈特

(Caryl Hart) 文  ; 艾 米 莉 . 漢 密 爾 頓

(Emily Hamilton)繪 ; 李貞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5X27 公分 .-

- (繪本館 ; 82) .-- ISBN 978-626-7238-

20-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9  

闖進世界名畫的貓  / 珍 .貝利 (Jenn 

Bailey)作 ; Nyangsongi 繪 ; 蘇懿禎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1201 .-

- 32 面 ; 25 公分  .-- ISBN 978-626-

96496-2-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9  

7:45 列車上的告白 / 麗莎.昂格爾作 ; 

周倩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49) .-- ISBN 

978-957-741-625-4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874.57  

子爵之戀 / 茱莉亞.昆恩(Julia Quinn)

著 ; 朱立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

呦文創有限公司, 11202 .-- 448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50)(柏捷頓家族系列 ; 

2) .-- ISBN 978-626-96024-8-3 (平裝) 

NT$420 限制級  

 874.57  

火 宅 之 舞  / 梅 根 . 亞 伯 特 (Megan 

Abbott)著 ; 陳柚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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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68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

選 ; FR6594) .-- ISBN 978-626-315-226-

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如果再重來 / 瑪莉.貝絲.琴恩作 ; 李

麗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1 .-- 464 面; 

21 公分 .-- (GroWing ; 25) .-- ISBN 978-

957-741-615-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米奇 7 號 / 愛德華.艾希頓(Edward 

Ashton)著 ; 章晉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 寞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Cool ; 

46) .-- ISBN 978-626-96733-0-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74.57  

救生艇上的陌生人  / 米奇 .艾爾邦

(Mitch Albom)著 ; 吳品儒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56 面; 20 公分 .-- (mark ; 

177) .-- ISBN 978-626-7206-5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7  

晨 碎  / 布 蘭 登 . 山 德 森 (Brandon 

Sanderson)作 ; 傅弘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201 .-- 400 面; 21 公分 .-- 典

藏精裝版 .-- ISBN 978-626-7210-05-5 

(精裝) NT$499 普遍級  

 874.57  

善惡魔法學院 : 雙城崛起 / 蘇曼.查納

尼(Soman Chainani)著 ; 蔡心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73-36-7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874.57  

華爾街人性啟示錄 / 埃德溫.勒菲弗

作 ; 吳書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44-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7  

黑暗靈魂 : 思辨的假面劇 / Michael A. 

Stackpole 作 ; 楊詠翔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72-8 (平裝) 普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10, 鑽石的殺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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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84-0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5, 一翻兩瞪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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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79-6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6, 變!失踪的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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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80-2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7, 變色的色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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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81-9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8, 黑夜中的貓群 / 賈

德諾(Erle Stanley Gardner)著 ; 周辛南

譯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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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82-6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74.57  

新編賈氏妙探. 9, 約會的老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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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3-83-3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874.57  

暗夜爍光 / 史黛西.威林漢著 ; 楊沐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 (Choice ; 357)(皇冠叢書 ; 第 5062

種) .-- ISBN 978-957-33-3966-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7  

燃 燒 的 女 子  / 維 若 妮 卡 . 夏 奈 思

(Veronica Shanoes)著 ; 楊芩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8 面; 21 公

分 .-- (藍小說 ; 335) .-- ISBN 978-626-

353-264-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74.57  

古斯特洛夫號的祕密 / 露塔.蘇佩提

斯(Ruta Sepet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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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20 面; 21 公

分 .-- (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

95-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9  

波西傑克森. 1 : 神火之賊 / 雷克.萊爾

頓(Rick Riordan)著 ; 吳梅瑛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19-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9  

波西傑克森. 2 : 妖魔之海 / 雷克.萊爾

頓(Rick Riordan)著 ; 王心瑩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20-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9  

波西傑克森. 3 : 泰坦魔咒 / 雷克.萊爾

頓(Rick Riordan)著 ; 蔡青恩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21-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9  

波西傑克森. 4 : 迷宮戰場 / 雷克.萊爾

頓(Rick Riordan)著 ; 吳梅瑛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22-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9  

波西傑克森. 5 : 終極天神 / 雷克.萊爾

頓(Rick Riordan)著 ; 沈曉鈺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23-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9  

公主出任務. 1, 怪獸警報 / 珊寧.海爾

(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

作 ; 范雷韻(LeUyen Pham)繪 ; 黃筱茵

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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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00-32-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公主出任務. 2, 完美的派對 / 珊寧.海

爾 (Shannon Hale), 迪 恩 . 海 爾 (Dean 

Hale)作 ; 范雷韻(LeUyen Pham)繪 ; 黃

筱茵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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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0-33-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公主出任務. 3, 飢餓的萌兔怪 / 珊寧.

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作 ; 范雷韻(LeUyen Pham)繪 ; 黃

筱茵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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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0-34-6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公主出任務. 4, 度假好忙 / 珊寧.海爾

(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

作 ; 范雷韻(LeUyen Pham)繪 ; 黃筱茵

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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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00-35-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公主出任務. 5, 遊戲日的祕密 / 珊寧.

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作 ; 范雷韻(LeUyen Pham)繪 ; 黃

筱茵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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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0-36-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歪歪小學來了一個小小陌生人 / 路

易斯.薩奇爾作 ; 毛利繪 ; 麥倩宜翻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16 面; 21 公

分 .-- (歪歪小學 ; 3R) .-- ISBN 978-

626-7237-17-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歪歪小學要倒了 / 路易斯.薩奇爾作 ; 

毛利繪 ; 趙永芬翻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歪歪小

學 ; 2R) .-- ISBN 978-626-7237-18-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夏綠蒂的網 / 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

著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160 面; 23 公分 .-- (精典世界

名著 ; 45) .-- ISBN 978-626-95729-9-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梅 希 的 奇 蹟  / 布 麗 奇 特 . 克 羅 娜

(Bridget Krone)文 ; 鄒嘉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小說館  ; 39) .-- ISBN 978-986-449-

279-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4.596  

湯姆歷險記 / 馬克.吐溫文 ; 賴惠鳳改

寫 ; 強尼 Johnny 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78-7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74.596  

綠野仙蹤 / 李曼.法蘭克.鮑姆文 ; 賴

惠鳳改寫 ; 郭璧如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6-776-3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7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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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山羊嘎啦嘎啦嘎啦 / Mac Barnett

著 ; Jon Klassen 繪 ; 林真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48 面; 28 公分 .-- (原

創圖畫書) .-- ISBN 978-957-08-6646-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小熊維尼床邊故事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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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 72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繪本系

列) .-- ISBN 978-626-7228-12-8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白雪公主的生日願望  / 泰莎 .羅爾

(Tessa Roehl)著 ;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

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 曾

秀鈴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201 .-

- 128 面; 21 公分 .-- (迪士尼故事派

對) .-- ISBN 978-626-7228-1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冰雪奇緣 : 北極之光 / 蘇珊.法蘭西斯

(Suzanne Francis)著 ; 迪士尼繪本藝術

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 

曾秀鈴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尖 端 出 版 發 行 ,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迪士尼繪

本 系 列 ) .-- ISBN 978-626-7228-17-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冰雪奇緣 : 奇幻狂想 / 比爾.史加倫

文 ;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圖 ; 曾秀鈴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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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48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繪本系列) .-- ISBN 

978-626-7228-18-0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宅貓 / 布蘭登.溫佐(Brendan Wenzel)

文圖 ; 黃聿君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光工作室, 11112 .-- 40 面; 23X28 公

分 .-- (繪本屋 ; 16)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736-6-6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874.599  

有你真好 : 點亮友情一盞燈 / 麗池克

萊姆(Liz Climo)文.圖 ; 王欣榆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96 面; 19 公分 .-- (格

林愛與關懷繪本) .-- ISBN 978-626-

7180-38-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灰姑娘的初次登台 / 泰莎.羅爾(Tessa 

Roehl)文  ; 愛德麗安 .布朗(Adrienne 

Brown)繪 ; 曾秀鈴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

光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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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12 面; 21 公分 .-- (迪士

尼故事派對) .-- ISBN 978-626-7228-

14-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我的褲子裡有螞蟻! / 茱莉亞 .庫克

(Julia Cook)文  ; 嘉莉 .哈德曼(Carrie 

Hartman)繪 ;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43-540-7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74.599  

我們的小廚房  / 玉木吉莉安(Jillian 

Tamaki)文.圖 ; 劉清彥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989-1 ( 精 裝 ) 

NT$360 普遍級  

 874.599  

城市裡的小農場 / 東尼.希勒里文字 ; 

潔西.哈特蘭繪 ; 何尉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7-835-2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茉莉公主的迷宮尋寶 / 蘇珊.法蘭西

斯(Suzanne Francis)文 ; 迪士尼繪本藝

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 

曾秀鈴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尖 端 出 版 發 行 , 

11202 .-- 112 面; 21 公分 .-- (迪士尼故

事 派 對 ) .-- ISBN 978-626-7228-16-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莉莉做包子  / 梅麗莎 .岩井(Melissa 

Iwai)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48 面; 29 公分 .-- (拜訪世界

繪本)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

9897-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奧莉薇 / 伊恩福克納(Ian Falconer)文.

圖 ; 郝廣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80-43-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愛麗絲仙境烘焙坊 : 打蛋器在手,什

麼 都 難 不 倒 我 ! / 凱 瑟 琳 . 哈 帕 克

(Catherine Hapka)文 ; 麥克.沃爾(Mike 

Wall)圖 ; 曾秀鈴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

行, 11201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228-04-3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經典電影床邊故事集 / 迪士尼著.繪 ; 

朱崇旻譯 .-- 一版 .--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201 .-- 72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繪本系列) .-- ISBN 

978-626-7228-11-1 (精裝) NT$4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圖書館老鼠 / 丹尼爾.柯克文.圖 ; 林

美琴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 面; 27

公分 .-- (繪本時間 ; 86R) .-- ISBN 978-

626-7237-16-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9  

睡美人的角色扮演 / 泰莎.羅爾(Tessa 

Roehl) 文  ; 迪 士 尼 繪 本 藝 術 團 隊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 曾秀

鈴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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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1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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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迪士尼故事派對) .-- ISBN 

978-626-7228-15-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74.599  

蜘蛛人與他的神奇朋友們 : 摧毀與

重建 / 迪士尼 Disney Books 作 ; 劉銘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2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16-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鱷魚的完美計畫 : 一則關於領導力

的故事 / 羅莎里奧.馬丁尼茲(Rosario 

Martinez)作 ; 羅曼.迪亞茲(Roman Diaz)

繪 ; 李貞慧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

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5X26 公分 .-- (迷繪本 ; 137) .-- ISBN 

978-957-521-604-7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西雅圖酋長的宣言  / 西雅圖酋長

(Chief Seattle)著 ; 李毓昭譯 .-- 初版 .-

- 臺 中 市  : 晨 星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100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112) .-- 中英雙語典藏版 .-- ISBN 978-

626-320-305-1 (精裝) NT$199 普遍級  

 874.6  

星星、雪、火 : 在阿拉斯加荒野的

二十五年,人與自然的寂靜對話 / 約

翰 .海恩斯(John Haines)作  ; 尤可欣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 28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旅遊文

學 ; MM1153) .-- ISBN 978-626-7156-

48-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回憶錄 

3.CST: 美國阿拉斯加  874.6  

當世界學習倒著走 : 當代德國劇作

選. 3 / 馬琉斯.馮.梅焰堡(Marius von 

Mayenburg), 湯 瑪 斯 . 梅 勒 (Thomas 

Melle), 諾 拉 . 阿 卜 杜 勒 - 馬 克 蘇 德

(Nora Abdel-Maksouds), 米 蘭 . 加 特

(Milan Gather), 黎娜 .葛蕾莉克(Lena 

Gorelik)著 ; 陳佾均, 周玉蕙, 賴雅靜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360 面; 21 公分 .-- (愛

看戲 ; 36) .-- ISBN 978-626-7193-14-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5.55  

在家 / 尤荻特.赫爾曼(Judith Hermann)

著 ; 楊夢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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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新小說 ; 

22) .-- ISBN 978-626-318-49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5.57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 尤塔 .鮑爾

(Jutta Bauer)文.圖 ; 賓靜蓀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6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05-390-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9  

好忙好忙的飛毛腿阿波 / 尤塔.鮑爾

(Jutta Bauer)文.圖 ; 海狗房東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05-391-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9  

最最最好玩的捉迷藏 / 卡特琳娜.高

斯 曼 - 漢 瑟 爾 (Katharina Grossmann-

Hensel)著.繪 ; 林敏雅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08-6647-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5.599  

園圃之歌 : 諾貝爾文學獎大師 赫曼.

赫塞的自然哲思與手繪詩畫 / 赫曼.

赫塞(Hermann Hesse)繪.著 ; 彤雅立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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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380-6-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5.6  

小王子 /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文  ; 克 拉 迪 奧 (Claudio 

Gardenghi)圖 ; 吳淡如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80-44-0 (精裝) NT$480 普遍級  

 876.57  

為花兒換新水 / 瓦萊莉.貝涵(Valérie 

Perrin)作 ; 林苡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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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509-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876.57  

種樹的男人 / 尚.紀沃諾(Jean Giono)

著 ; 李毓昭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112 面; 20

公分 .-- (愛藏本 ; 113) .-- ISBN 978-

626-320-315-0 (平裝) NT$119 普遍級  

 876.57  

作文裡的奇案 / 伊夫.葛維作 ; 李楹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32 面; 21 公

分 .-- (大獎小說 ; 658N) .-- ISBN 978-

626-7237-15-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6.59  

小福爾摩斯 : 遊樂場的鬼魂? / 帕斯

卡.普雷沃(Pascal Prévot)作 ; 赫魯特方

丹.阿特(Art Grootfontein)繪 ; 施元欣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64 面; 20 公分 .-- 

(優讀本 ; 187) .-- ISBN 978-957-521-

601-6 (精裝) NT$240 普遍級  

 876.596  

怪盜亞森.羅蘋. 6, 碧眼少女 / 莫理斯.

盧布朗作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有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23 公分 .-

- (經典名著 ; 18) .-- ISBN 978-626-

95934-7-7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76.596  

法國經典童話故事 : 鵝媽媽故事集,

開啟兒童文學先河作品 / 夏爾.佩羅

(Charles Perrault)著 ; 邱瑞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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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2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73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6.596  

小兔子想要超能力! / 艾蜜莉 .瓦茲

(Émilie Vast)文.圖 ; 吳愉萱翻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48 面; 23 公分 .-- (知識

繪本館)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305-376-2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76.599  

巴黎的太陽 / 艾立克.巴圖(Éric Battut)

文圖 ; 李毓真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112 .-- 32 面; 

22X29 公分 .-- (心靈繪本館 ; 5)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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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版 .-- ISBN 978-626-96480-1-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6.599  

麗莎和卡斯柏 : 下雨天好無聊 / 安.居

特曼(Anne Gutman)文 ; 喬治.哈朗斯

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 尉遲秀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74-33-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6.599  

麗莎和卡斯柏 : 我們認識的第一天 /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 喬治.哈

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 尉

遲秀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74-32-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6.599  

麗莎和卡斯柏 : 龐畢度中心的祕密

派對 /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 喬

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 

高郁茗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 遠足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 

11201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74-30-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6.599  

麗莎和卡斯柏 : 麗莎坐火車 / 安.居特

曼(Anne Gutman)文 ; 喬治.哈朗斯勒

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 尉遲秀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4-31-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6.599  

位置 / 安妮.艾諾(Annie Ernaux)著 ; 邱

瑞鑾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63 種)(Classic ; 

118) .-- ISBN 978-957-33-3969-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6.6  

沉淪 / 安妮.艾諾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 288 面; 21 公分 .-- (Classic ; 119) .-- 

ISBN 978-957-33-3968-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76.6  

木偶奇遇記 / 卡洛.柯洛蒂作 ; 張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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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Fairy Tale 幻想之丘 ; 

3) .-- ISBN 978-626-96892-0-0 (精裝) 

NT$540 普遍級  

 877.596  

烏 龜 的 腳 步  / 波 尼 法 斯 . 歐 弗 戈

(Boniface Ofogo)文 ; 瑞貝嘉.盧西亞尼

(Rebeca Luciani)圖  ; 陳怡婷(Marisol 

Chen)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96287-9-7 (精裝) 

普遍級  

 878.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銀色翅膀  / 卡蜜拉 .拉貝格(Camilla 

Läckberg)作 ; 王娟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508-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81.357  

我,和阿嘉特 / 安.凱瑟琳.鮑曼(Anne 

Cathrine Bomann)著 ; 聞若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192 面; 

20 公分 .-- (Echo ; MO0077) .-- ISBN 

978-626-7156-47-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81.557  

安徒生經典童話 : 小美人魚 / 邱艷翎

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

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6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772-0-

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81.5596  

青鳥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追尋幸福

的經典故事+六幕夢幻劇珍藏版 / 莫

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喬潔特.盧布朗(Georgette Leblanc)著 ; 

邱瑞鑾, 林侑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730-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81.7596  

邊 境 國  / 托 努 . 歐 內 伯 魯 (Tõnu 

Õnnepalu)著 ; 梁家瑜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一人出版社, 11201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5677-5-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81.857  

在黑暗中游泳  / 托瑪許 .傑卓斯基

(Tomasz Jedrowski)著 ; 陳芙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5066 種)(Choice ; 358) .-- 

ISBN 978-957-33-3971-7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882.157  

泡泡糖大街公寓 / 米可拉.帕辛斯基

(Mikołaj Pasiński)文  ; 歌夏 .海爾巴

(Gosia Herba)圖 ; 張淑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52 面; 29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762-749-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82.1599  

*沒有神在的青春 : 一個考驗良知的

故事  / 奧登.馮.霍爾瓦特(Ödön von 

Horváth)著 ; 宋淑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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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04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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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82.257  

阿爾卑斯山的海蒂 / 喬安娜.史派利

(Johanna Spyri)著 ; 楊玉娘譯 .-- 二版 .-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世界文學

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316-856-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82.557  

小 貓 玫 瑰  / 皮 歐 特 . 魏 爾 康 (Piotr 

Wilkon) 文  ; 約 瑟 夫 . 魏 爾 康 (Jozef 

Wilkon)圖 ; 陶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32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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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62-750-6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882.5596  

惡 時 辰  / 加 布 列 . 賈 西 亞 . 馬 奎 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 葉淑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5065 種)(Classic ; 

120) .-- ISBN 978-957-33-3963-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85.7357  

小野獸們開學囉! / 蘿拉.邦廷文字 ; 

菲利浦.邦廷繪 ; 吳寬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307-828-4 (精裝) 普遍

級  

 887.1599  

沒人喜歡屁 / 布蕾克(Foster Blake)文 ; 

尼克爾(Adam Nickel)圖 ; 王欣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40 面; 29 公分 .-- 

( 心 理 健 康 繪 本 ) .-- ISBN 978-626-

7180-42-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87.1599  

博物館偵探骨爾摩斯. 3, 深夜的鬧鬼

名畫 / 芮妮.崔莫(Renée Treml)文.圖 ; 

謝靜雯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305-389-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87.1599  

新聞學 

*我是空軍新聞官 : 鏡頭外的真實世

界 = I am an air force PAO / 王鳴中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燎原出版,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77-6-8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新聞記者 2.CST: 軍事新聞 

3.CST: 通俗作品  895.1  

*台灣電視新聞 60 年 / 彭芸, 柯舜智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1111 .-- 2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515-9-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視新聞 2.CST: 新聞媒體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897.507  

紐約時報 : 從美國權威大報看新聞

處理現場 / 艾德文.戴蒙著 ; 林添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

公司, 11112 .-- 5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83-9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紐約時報 2.CST: 報業 3.CST: 

美國  899.52  

藝術類 

總論 

當代展演 =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 張芳薇, 李立鈞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112 .-- 

311 面; 16X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250-14-3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行為藝術 2.CST: 表演藝術 

3.CST: 藝術評論  901  

公共藝術怎麼辦 2.0 : 公共藝術操作

手冊 = Public art by the book / 辛亭頤

編著 .-- 新北市 : 文化部, 11112 .-- 212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532-

750-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藝術行政 2.CST: 公共藝術  

901.6  

從 15 開始的藝世界生活 : 苗栗縣立

明仁國民中學第 25 屆美術班畢業專

輯 / 羅于喬, 羅芷妮, 廖彥涵, 江育芸

主編 .-- 苗栗市 :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

中學, 111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0-4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江凱群 : 碎化的史觀 = Chiang Kai 

Chun : fragmentation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 廖春鈴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111 .-- 

80 面; 24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144-84-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走過一世紀 : 竹中百年慶藝文美展

1922-2022 / 田道訓, 呂順結, 吳聲祿, 

張永鎰, 陳玉書, 陳素真, 黃大展, 潘

國正, 謝燕村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新竹中學校友會, 

11112 .-- 1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451-66-0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專輯. 2022 / 林榮

森總編輯 .-- 第一版 .-- 南投市 : 南投

縣政府文化局, 11112 .-- 288 面; 26 公

分 .-- (文化資產叢書 ; 257) .-- ISBN 

978-986-5471-2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南投藝情 : 南投縣美術學會 2022 會

員 聯 展 專 輯  = The Member Joint 

Exhibition of Nantou Fine Arts 

Association / 許民盛總編輯 .-- 南投縣

埔里鎮 : 南投縣美術學會, 11111 .-- 

22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97149-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南瀛獎. 2022 = 2022 Nanying Award / 

陳修程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

府文化局, 11112 .-- 17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66-1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春華秋實 : 2022 苗栗縣文化產業藝

術協會第九屆藝動璀璨會員作品聯

展專輯 / 李茂宗主編 .-- 苗栗縣公館

鄉  : 苗 栗 縣 文 化 產 業 藝 術 協 會 , 

111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5894-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苗栗美展雙年展. 一一一年 / 林彥甫

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

觀光局, 11111 .-- 140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70-47-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苗栗縣美術家邀請展 : 許文融創作

專 輯  = Miaoli County Artists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 Vitality~Hsu 

Wen-June Album / 許文融作 .-- 苗栗

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112 .-

- 1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

7070-51-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高雄市藝文團體理事長協會作品專

輯. 2021-2022 / 吳智通, 柯光慶執行

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藝文團體理

事長協會, 11112 .-- 174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85936-5-7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問世間情不為何物 : 台灣美術雙年

展專輯  = Love and death of sentient 

beings : 2022 Taiwan Art Biennial /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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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

館, 11112 .-- 2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734-7 (平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3.CST: 美

術館展覽  902.33  

*異象.步履 / 蔡依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蔡依秦, 11112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85-7 (平裝) 

NT$1000 .-- ISBN 978-626-01-0786-4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港仔嘴角落 : 第六屆美術比賽 第四

屆作文比賽 / 郭小萍總編輯 .-- 新北

市 : 板橋區港仔嘴福德宮, 1111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789-

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南新藝獎專刊. 2022 : 森林的秘密 

= 2022 Next Art Tainan : the secret of art 

world / 葉澤山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01-63-

0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植一直 :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第十

一屆藝術才能美術班畢業專輯 / 賈

霈雯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豐

陽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 11112 .-

- 11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66-50-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典藏目錄. 2021 = Collection catalogue 

2021 / 賴逸芸, 陳美智, 陳嬿晴執行編

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

館, 111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1-18-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高雄市立美術館 2.CST: 美術 

3.CST: 蒐藏品 4.CST: 目錄  902.833  

典藏目錄. 34, 別冊 : 順天美術館代管

作品專輯. I = Catalogue of collection 34 

separate volume : administered works for 

Sun Ten Museum I / 陳漢倫執行編輯 .-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

723-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美術館 2.CST: 美術 

3.CST: 蒐藏品 4.CST: 目錄  902.833  

典藏目錄. 34, 別冊 : 順天美術館代管

作品專輯 II = Catalogue of collection 34 

separate volume : administered works for 

Sun Ten Museum II / 陳漢倫執行編

輯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24-8 (精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美術館 2.CST: 美術 

3.CST: 蒐藏品 4.CST: 目錄  902.833  

文化體驗 : 北區 111 年「文化體驗教

育計畫」 / 劉士達計畫主持 ; 許素朱, 

蕭銘芚共同計畫主持 .-- 初版 .-- 新竹

市 :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

728-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903  

北藝學 . 1 : 創造的凝視 = Creative 

gaze / 奚昊晨, 郭謙, 梁廷毓, 樊香君, 

許鈞宜, 朱星朗, 凃倚佩作 ; 陳愷璜總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 11112 .-- 2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232-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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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集  903  

臺南國際藝術進駐計畫. 2022 = 2022 

Artists-in-Residence Program in Tainan / 

陳明惠, 龔卓軍撰文 .-- 臺南市 : 臺南

市政府文化局, 11112 .-- 96 面; 23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0701-

68-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藝術家 3.CST: 機

關團體 4.CST: 臺南市  906  

拓開國際 : 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巴西

聖 保 羅雙 年展 檔案 彙編 . III 1966-

1975 = The NMH and the São Paulo 

Biennial : selected archives. III 1966-

1975 / 陳曼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歷史博物館, 11112 .-- 3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754-5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文獻 3.CST: 

臺灣 4.CST: 巴西  906.6  

另一個故事 : 臺東美術再探 = The 

other story :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aitung Art Museum to Taitung art 

history / 蔣伯欣, 呂佩怡, 蕭鄉唯, 吳

尚育, 鄭婷, 陳映禎, 潘佳瑩, 郭鎧毓, 

柯應平, 周歆, 陳嬿晴, 楊佳璇作 ; 蔣

伯欣主編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

政府, 111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9-94-3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臺東美術館 2.CST: 蒐藏品 

3.CST: 藝術評論  906.8  

桃園市立美術館新進典藏專刊. 107-

109 年 = Taoyuan Museum of Fine Arts : 

new collection 2018-2020 / 蕭瓊瑞, 陳

明惠, 張晴文, 莊偉慈撰文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11111 .-- 

34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59-

77-4 (平裝) NT$1300 普遍級  

1.CST: 桃園市立美術館 2.CST: 蒐藏

品 3.CST: 圖錄  906.8  

複雜關係的網絡閱讀 : 黃海鳴藝評

選集 / 黃海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中華民國藝評人協會,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82-312-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藝術評論 3.CST: 

文集  907  

當代藝術是甚麼 / 小崎哲哉作 ; 方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石頭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4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6660-48-1 ( 平 裝 ) 

NT$660 普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現代藝術  

909.1  

西洋美學與繪畫藝術析論 / 劉秋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17-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西洋美學 2.CST: 藝術 3.CST: 

繪畫史 4.CST: 藝術評論  909.4  

臺東地區藝術家普查. 第一輯 / 徐敍

國主編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 

1111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19-9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家 2.CST: 訪談 3.CST: 臺

灣傳記 4.CST: 臺東縣  909.933  

音樂 

沉淪誌 = Sin(k)cere / 詹又黎, 黃藍白, 

佚名, 劉大冠, 土井塔克, 威宇, 曾文

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島座放送,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618-4-1 (平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音樂家 2.CST: 臺灣傳記  

910.9933  

流星歲月 : 曾仲影<<藝海百年>>紀

念專書 / 王素真著 .-- 初版 .-- 苗栗縣

後龍鎮  : 中華民國民族音樂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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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20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7749-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曾仲影 2.CST: 作曲家 3.CST: 

臺灣傳記  910.993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威爾第 / 彼得.紹時

維爾.桑德著 ; 陳明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2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

82-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威爾第(Verdi, Giuseppe, 1813-

1901) 2.CST: 作曲家 3.CST: 傳記 

4.CST: 義大利  910.9945  

流行豆芽譜 / 姚逸軒編輯 .-- 高雄市 : 

卓著出版社出版 : 卓著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1111 .-- 144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06394-5-2 (第 100

冊: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鋼琴 2.CST: 樂譜 3.CST: 流行

歌曲 4.CST: 音樂教學法  917.105  

*擊越 2.0 : 謝從馨打擊樂專場音樂會

作品研究 / 謝從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華 岡 出 版 部 , 

11111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96-429-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打擊樂 2.CST: 演奏 3.CST: 樂

曲分析  917.5  

流行二胡教材樂譜精選集 . 八冊 = 

Pop erhu song book. vol.8 / 林一鳳作 .-

- 高雄市 : 卓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

版  : 卓著傳媒科技有限公司發行 , 

11111 .-- 144 面; 28X31 公分 .-- ISBN 

978-626-95840-1-7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胡琴 2.CST: 樂譜  919.21  

建築 

逆溯自己的原型象徵 : 劉克峰的維

豐橡膠大樓建築故事 / 劉克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11 .-- 1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672-2-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建築美術設

計 3.CST: 藝術評論  920  

全國綠建築繪畫徵圖比賽.得獎作品. 

2022 / 社團法人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編撰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 11112 .-- 2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38-48-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綠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3.CST: 繪畫 4.CST: 作品集  920.25  

築跡. 3 = JYCArchitect+DCDAssociates. 

voulume3 : 2016-2022 / 張景堯作 .-- 臺

中 市  : 大 埕 設 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96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88179-4-4 (精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虛擬廟宇作品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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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1-2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廟宇建築 2.CST: 工藝美術 

3.CST: 傳統技藝 4.CST: 作品集  

927.1  

彰化市古廟傳奇圖說 / 蔣敏全作 .-- 

彰化市 :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11111 .-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41-

0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廟宇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彰化縣  927.1  

老建築真遊趣. Vol.3 : 淡水河右側支

流區域老建築圖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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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1-28-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文化資產保存 4.CST: 淡水河  

928.33  

淡水河流域傳統合院民居與潛力文

資建築. Vol.3 = Traditional courtyrad 

houses and potential cultural heritage 

architectures in Tamsui River Ba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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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59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41-2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文化資產保存 4.CST: 淡水河  

928.33  

雕塑 

下車了 : 林昭慶公共藝術作品輯 =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 林昭慶著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古采藝創環境

有限公司, 11111 .-- 120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85478-4-1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  

澄懷味象 : 黎志文個展 = Clear the 

mind to savor the image : Lai, Chi-men 

solo exhibition / 吳守哲總編輯 .-- 高雄

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 11112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42-4-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2  

大觀印林. 第十二輯 / 陳炳宏, 蔡介騰, 

劉嘉成總編輯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 , 

11112 .-- 1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7141-29-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印譜  931.7  

台灣印社社刊. 第二十四集 / 陳宏勉, 

林淑女策劃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印社, 11111 .-- 168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626-96837-0-3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印譜  931.7  

國 際 木 雕 藝 術 交 流 展 . 2022 =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hibition of 

Wood Sculpture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

栗 市  : 苗 栗 縣 政 府 文 化 觀 光 局 , 

11111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70-41-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臺灣國際木雕競賽作品展 . 2022 = 

Taiw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xhibition of Wood Sculpture / 林彥甫

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

觀光局, 11111 .-- 134 面; 30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626-7070-44-4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不鏽鋼飾覺系.圈鍊編織輕珠寶 / 瑪

琪朵-Chichi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48) .-- ISBN 

978-986-302-649-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金屬工藝 2.CST: 鋼 3.CST: 手

工藝 4.CST: 裝飾品  935.2  

靈語  : 艾伯特 .約拿桑 .瑟提亞萬 = 

Albert Yonathan Setyanwan : speaking in 

tongues / 艾伯特 .約拿桑 .瑟提亞萬

(Albert Yonathan Setyanwan)作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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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安卓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64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820-6-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裝置藝術 

3.CST: 作品集  938  

書畫 

像藝術家一樣觀看  / 貝蒂 .愛德華

(Betty Edwards)作 ; 杜蘊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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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4-33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繪畫技法 2.CST: 藝術欣賞 

3.CST: 畫論  940.7  

戰後初期來臺的宜蘭大陸畫家 / 陳

進傳作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 11112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47-01-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繪畫史 2.CST: 畫家 3.CST: 傳

記  940.9  

這些中國畫很有事  / 顧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58-

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繪畫史 3.CST: 

藝術評論  940.92  

*創與論 : 現代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 黃華源策劃主編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12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1-24-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藝術評論 3.CST: 

文集  941.07  

周漢文八秩書畫集 / 周漢文主編 .-- 

臺北市 : 周漢文, 11111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53-6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舞毫山水 / 君靈鈴著 ; 何麗雲繪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3-05-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藝 稠 墨 展  : 朱 幼 華 創 作 集  = Art 

thickness ink exhibition : Chu Yu Hua's 

creative collection / 朱幼華創作.撰文 .-

- 臺中市 : 朱幼華, 11201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0756-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鑠古燦今  : 張大千書畫特展  = A 

dazzling splash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 

the art of Chang Dai-Chien / 張炳煌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學

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11112 .-- 316 面; 

36 公分 .-- ISBN 978-626-7032-38-1 (精

裝) NT$32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大溪齋明寺典藏書畫集 / 江金曄編 .-

- 初版 .-- 桃園市 : 江金曄, 11112 .-- 

2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765-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台灣書畫百人大展. 第五屆 / 方榮誠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之美藝

術有限公司, 11111 .-- 158 面; 35 公

分 .-- (台虹文化叢書 ; 111025-168) .-- 

ISBN 978-986-99572-0-5 ( 精 裝 ) 

NT$28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筆歌墨舞 : 90/66 莊賜祿 X 吳雪粧師

生展 / 吳雪粧, 莊賜祿創作 .-- 臺中市 : 

吳雪粧, 11111 .-- 1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66-6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臺南市國畫研究會國風書畫展. 59th 

=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 呂

建德主編 .-- 臺南市 : 臺南市國畫研

究會, 11112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29181-5-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山峙淵渟,寬仁大度 : 蘇文寬書法作

品集 / 蘇文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蘇文寬作品集 ; 

1300011) .-- ISBN 978-986-478-790-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古巖寒華 : 卜茲藝術蒐藏特集 / 卜茲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意在藝術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34 公

分 .-- ISBN 978-626-95042-5-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南投縣玉山美術貢獻獎. 2022 : 柳炎

辰專輯 / 柳坤發(炎辰)作 ; 林榮森總

編輯 .-- 第一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

府文化局出版  : 南投縣政府發行 , 

11112 .-- 72 面; 30 公分 .-- (文化資產

叢書 ; 258) .-- ISBN 978-986-5471-2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篆刻 3.CST: 作品

集  943.5  

*路遙書隸書春聯 / 蕭世瓊作 .-- 臺中

市 : 林瑪琍, 11111 .-- 19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24-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隸書 2.CST: 春聯  943.5  

歡心戲墨 / 鍾育恆作 .-- 臺北市 : 臺

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11112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87-3-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上緯諒茶獎書法比賽作品專輯. 第一

-五屆 / 張振昌編輯 .-- 南投市 : 財團

法人上緯諒茶文化基金會, 11112 .-- 

12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917-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東之皇華 : 全國硬筆書法比賽優秀

作品集 / 李秀華總編輯 .-- 初版 .-- 花

蓮縣壽豐鄉 : 國立東華大學楊牧紀

念講座基金出版 : 楊牧文學研究中

心發行, 11111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10-0-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書風流儻 師法自然 : 2022 金門縣書

法學會會員年展 彰化游藝雅集書學

會參展 金門大橋賀聯徵選作品展 / 

金門縣書法學會編著 .-- [臺北市] : 旺

文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9-121-1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傑閣書會十周年薪傳展 : 任重道遠 / 

徐靜國, 胡瓊珠, 董季平, 陳素琴, 薛

永松總編輯 .-- 新北市 : 傑閣書會, 

111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730-1-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藏珎 : 東亞書學的視域 = Treasure : a 

perspective from East Asian Calligraphy 

/ 王麗娟主編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美

術館, 橫山書法藝術館, 11111 .--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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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75-

0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學寫王羲之心經  / 侯吉諒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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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4-338-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行書  

943.94  

魏滔上古神話世界畫集 / 魏滔藝術

創作 ; 黃佩萱文字撰寫 .-- 高雄市 : 中

華上古神話山海經文化藝術股份有

限公司, 山海元宇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96839-0-1 (全套:精裝) NT$5000 普遍

級  

1.CST: 工筆畫 2.CST: 畫冊  944.6  

雲水之間茲土有情 : 張伸熙吳慧君

水墨畫創作聯展 / 柯介宜總編輯 .-- 

臺 南 市  : 財 團 法 人 永 都 藝 術 館 , 

11112 .-- 8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19-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5  

徐渭 : 禪眼觀青藤大寫意畫 / 蘇原裕

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111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47-

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極致浮世繪 : 從江戶到明治時代,日

本美學的再發現! / 吳奇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版 : 大

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6383-8-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浮世繪 2.CST: 畫論 3.CST: 繪

畫史 4.CST: 日本  946.148  

第一次畫就上手的風景素描課 : 說

走就走、邊走邊畫,比鏡頭更能在內

心中留下景深的就是一支畫筆 / 馬

克.威靈布林克(Mark Willenbrink), 瑪

麗.威靈布林克(Mary Willenbrink)作 ; 

林育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18-

491-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風景畫 3.CST: 繪

畫技法  947.16  

韓國繪師的少女繪製技法課  / Heo 

Sungmoo 作 ; 林季妤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202 .-- 

20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

828-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物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2  

1984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原

著 ; 薩維耶.寇斯特(Xavier Coste)改

編 ; 尉遲秀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

業務部發行, 11201 .-- 24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92-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峽谷歷險記 / Sweet Factory 文 ; 韓賢

東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68

面; 24 公分 .-- (我的第一本科學漫畫

書) .-- ISBN 978-986-342-581-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新手漫畫技法教程 : 零基礎 Q 版漫

畫入門 / C.C 動漫社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2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

82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1  

罪惡水都 : 威尼斯.啞劇.孤兒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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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42) .-- ISBN 

978-626-7188-1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漫畫阿 Q 正傳 / 魯迅, 林文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60 面; 21 公

分 .-- (新人間 ; 374) .-- ISBN 978-626-

353-17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BL 愛愛場景繪畫技巧 : 四十八手激

愛體位全收錄 / ポストメディア編

輯部編著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

654-1 (平裝) NT$340 限制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卡哇伊貓咪  : 圓滾滾貓咪的插畫

BOOK / Olive Yong 作 ;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202 .-- 1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7-829-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貓 3.CST: 繪畫技

法  947.45  

明治.大正時代西服&和服繪畫技法 / 

ジェネット作 ; 黃美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1-598-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追星少女血淚史 / 晴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13-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作品集  947.45  

盡情使壞的男人們 : 散發異色魅力

的反派角色設計技巧 / 火星ユキミ

ツ, sakiyama, スガシ, はまぐり, ユウ

ナラ著 ; 徐承義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01-599-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valavalake 彩繪藝思 : 第 15 屆全國原

住 民族兒 童繪 畫創作 比賽 專輯  = 

mwasaka 15 na'ongdo la 'angico'olo na 

ma'aka kacaysyanenga na valavalake ka 

wapapipiyi pwatase / 盧安來主編 .-- 新

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11 .-- 14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5-

7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畫 2.CST: 畫冊  947.47  

全國兒童畫選 : 第 47 屆國泰全國兒

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 / 國泰金控策

略溝通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104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5949-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兒童畫 2.CST: 畫冊  947.47  

航向大海 : 2022 全國兒童海洋繪畫

比賽得獎作品集 = Go! ocean / 國家海

洋研究院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國

家海洋研究院, 11111 .-- 60 面; 21X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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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7162-4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畫 2.CST: 畫冊  947.47  

「可視」與「不可視」之間 : 莊正

德藝術世界  = Between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 Chuang Cheng-Te's 

world of arf / 黃冬富專文 ; 吳世全作

品賞析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

教基金會, 11201 .-- 7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374-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中山青年藝術獎. 2022 = Chung-Shan 

Youth Art Awards 7th / 楊同慧總編

輯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 

1111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53-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書法 3.CST: 作品

集  947.5  

日日潔淨 = Clean-renew-again / 楊琴

創 作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楊 琴 , 

11110 .-- 28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626-01-0735-2 (精裝) NT$2800 普

遍級  

1.CST: 複合媒材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老繪仔同學會 / 湯莉芳總編輯 .-- 嘉

義縣鹿草鄉 : 嘉義縣鹿草鄉松竹社

區發展協會, 11111 .-- 6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626-96823-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亞歷山大有工作囉! = Alexander has 

a job! / 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 

11112 .-- 60 面; 21X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626-01-0723-9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花繪物語 / 亞德里安娜.皮克(Adriana 

Picker)作 ; 周沛郁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201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9-473-3 ( 精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植物 3.CST: 畫冊  

947.5  

*悠遊繪我嘉 / 羅喆仁, 蘇惠琦, 陳麗

芬, 官佳蓁, 葉美玲, 洪素華, 吳采玲, 

詹明真, 邱瓊誼, 施秀紅, 劉瓊斐, 廖

月玲, 李咕咪, 蔡佩玲, 劉秋雲, 陳明

鈺, 江瑞英、林金雀, 何怡伶, 歐識, 

蔡耀明, 吳鈴華, 吳吉松, 潘永勝, 許

秀惠, 曾靜江, 王梅雀, 林秀梨, 翁敏

娟, 陳秀盆, 賴雯奕, 李怡薇, 黃瓊玟, 

陳惠娟, 鄒桂花, 王子芳, 吳家瑋, 李

惠文, 殷錦樑, 羅素英, 翁樓, 林家均, 

林吳淑蘭, 郭玉玲, 蔡麗美, 陳素燕, 

黃秀梅, 洪永芳, 李愛香, 葉世杰, 江

怡蒨, 江瑞英, 林玉琴, 林翠華, 洪永

芳, 吳怡佳, 范嘉玲, 翁芬容, 胡詩珮, 

陳明雯, 魏迎珉, 蔡秀青, 吳文琪, 盧

銘涵, 吳宥樺, 林淨茹, 李冠燕, 王國

泰, 賴雅慧, 鄭美麗圖文 .-- 嘉義市 : 

嘉義市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11111 .-- 

10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82887-6-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覓境 靜謐 : 何忠術創作集 / 何忠術創

作 .-- [臺南市] : 何忠術, 11111 .-- 7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75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陳景容 跨界縱橫 X 登峰無境 : 90 風

華 藝 術 成 就 展  = The peerless 

elegance_Ching-Jung Chen : 90th 

anniversary art retrospective / 陳景容

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陳景容藝術

文教基金會, 11112 .-- 9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29896-6-1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畫筆下的真實 : 李梅樹 120 歲藝術紀

念展 = Reality through the paintbrush : 

Art Exhibi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Li 

Mei-Shu's 120th Posthumous Birthday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

術館, 11112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735-4 (平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藝術評論 3.CST: 

作品集  947.5  

畫臺東說臺東 : 2022 戀畫臺東作品

輯 / 楊書毓, 薛俊宏, 林雪芬排版編

輯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社區大

學, 11112 .-- 5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22-0-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楊嚴囊 : 妙極.成采|風骨.通變|忘形.

比興 / 蕭瓊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11 .-- 2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282-311-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夢幻之旅. II = Journeys of dreams. II / 

文桂川(Ted Wen)作 .-- 高雄市 : Teddy 

Studio, 11112 .-- 8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85960-1-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劉永仁 : 繪畫獨行 = Liú Yung-jen : 

cruising alone in painting / 詹璦瑜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野畫廊有限

公司, 11111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0559-5-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色鉛筆手繪基礎入門 / 飛樂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202 .-- 15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7-827-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2  

一學就會!用鋼筆畫可愛生活插畫 = 

Lovely illustration / Anita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55-0-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鋼筆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3  

一根枯枝就能畫 : 帶著枯枝筆去旅

行, 歐洲篇 / 陳姝香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陳姝香, 11111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52-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寫生 2.CST: 水彩畫 3.CST: 繪

畫技法  948.4  

*水彩之紀 : 2022 臺澳義國際水彩交

流展 = A centennial of watercolors : the 

2022 Taiwan-Australia-Italy 

International Watercolor Exhibition / Igli 

Arapi, Tanya Baily, Malcolm Carver, 

Chia-Jung Chang( 張 家 荣 ), Chi-Yun 

Chang(張綺芸), Hsu-Kuang Chang(張

旭光), lan Chapman, Yu-Yi Chu(朱友

意 ), Da-Wei Chuang( 莊 大 緯 ), Min-

Chung Chuang( 莊 明 中 ), Tsung-Han 

Chyi(綦宗涵), Chan Dissanayake, Anne 

Edmonds, You-Cheng Fan(范祐晟), lan 

Grant, Angelo Gorlini, Chung-Ying 

Hou(侯忠穎), Ming-Chang Hsieh(謝明

錩), Shian-Wen Hu(胡銜文), Chin-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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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黃進龍), Ming-Chueh Hung(洪

明 爵 ), Tung-Piao Hung( 洪 東 標 ), 

Massimiliano locco, Ming-Fu Kuo(郭明

福 ) Tsung-Cheng Kuo( 郭 宗 正 ), Jen-

Chieh Lin(林仁傑), Jen-Shan Lin(林仁

山), Wei-Min Lin(林偉民), YU-HSiu 

Lin(林毓修 ), Chia-Chi Liu(劉佳琪 ), 

Yu-Cheng Lo( 羅 宇 成 ), Tsung-Hsien 

Lu(呂宗憲), lgor Sava, Hsien-Fa Su(蘇

憲 法 ), David Van Nunen, Chiung-Li 

Wang(王瓊麗), Kuan-Te Wu(吳冠德), 

Yung-Yuan Yang( 楊 永 源 ), Zi-Yi 

Zhong(鍾子逸)作 ; 白適銘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111 .-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048-72-6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王守英 90 畫展 = Wang, Shou-Ying 90 

years of art / 王守英作 .-- 臺中市 : 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 , 11112 .-- 96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48-

2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王振功 Meaningless / 劉文良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郭木生文

教基金會, 11112 .-- 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0663-9-6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在野.行者 : 廖武治 / 廖武治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 

11112 .-- 136 面; 25X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714-9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油畫講義 : 油畫的形色基礎 / 蘇錦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90-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5  

神和而全 : 黃美賢嘉南花果油畫創

作集 / 黃美賢作 .-- 初版 .-- 嘉義縣太

保市 :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11111 .-- 

1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09-38-0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高華陽油畫作品集 = Kao, Hua-Yang's 

works / 高華陽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至漢堂生活藝術館, 11112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898-0-4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曾孝德油畫集 : 心境的演繹 2022 = 

Oil paintings by Hsiao-Te Tseng 

interpretation of mind / 曾孝德作 .-- 新

北市 : 曾孝德, 11112 .-- 6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802-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攝影；電腦藝術 

造 影  : 當 代 虛 擬 敘 事  = Images 

creation : contemporary virtual narratives 

/ 蔡昭儀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

術館,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 , 11112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

717-0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攝影作品 

3.CST: 數位藝術  950.66  

手機攝影 : 全新的知識與技術 = Cell 

phone photography : all new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 華才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祐安大斅出版 : 祐安精品有限

公司發行, 11201 .-- 2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814-0-2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攝影技術 2.CST: 數位攝影 

3.CST: 行動電話  952  

有害視聽 : 蘇匯宇 2015-2022 / 胡朝

聖總編輯 .-- 臺北市 : 双方藝廊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 .-- 1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4830-7-0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1.CST: 錄影藝術 2.CST: 作品集  

955  

關渡光藝術節. 2019 : 壞運動 = 2019 

Kuan Du Light Art Festival : moving me 

badly / 王俊傑, 戴嘉明, 張懿文, 區秀

詒作 ; 王俊傑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11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232-01-

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高科技藝術  

956  

* 臺 北 數 位 圖 像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2022 : 介入未知  = The 2022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imation 

and New Media : engaging with 

uncertainty / 劉家伶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12 .-

- 3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41-26-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數位媒體 

3.CST: 電腦動畫 4.CST: 文集 5.CST: 

作品集  956.707  

無神之地 = Vies-sauvages / 吉米.伯納

多(Jimmy Beunardeau)攝影 ; 吉米.伯

納 多 (Jimmy Beunardeau), 郭 佳 雯

(Megan Kuo)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玉 山 社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167 面; 17X23 公分 .-- 中法

對照 .-- ISBN 978-986-294-332-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動物攝影 2.CST: 攝影集 

3.CST: 臺灣  957.4  

生活取樣 記半輩子的事 : 麥麥成長

紀錄. PART3 / 趙樹人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

系, 111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8-9-6 (平裝) NT$2400 普

遍級  

1.CST: 人像攝影 2.CST: 攝影集  

957.5  

生活取樣 : 記半輩子的事 : 麥麥成長

紀錄. PART 2 / 趙樹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

計系, 11112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318-8-9 (平裝) NT$2400 普

遍級  

1.CST: 人像攝影 2.CST: 攝影集  

957.5  

巨神連線補遺 = Incarnation plus / 姚

瑞中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31-53-7 (精

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疫鄉人 : 當我們同在一起 .-- 宜蘭市 : 

財團法人宜蘭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11111 .-- 9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686-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黃坤鉦攝影遊記 / 張慧玲執行主編 .-

- 初版 .-- 臺中市 : 黃坤鉦, 11112 .-- 

240 面; 23X26 公分 .-- ISBN 978-626-

01-0824-3 (精裝) NT$13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與時間的河約定 : 來自極地的永恆

呼喚 / 星野道夫著 ; 游韻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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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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 分  .-- (Eureka ; ME2065X) .-- 

ISBN 978-626-7156-50-6 ( 平 裝 ) 

NT$78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旅遊文學 

3.CST: 美國阿拉斯加  957.9  

舞蹈風情 :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

比賽攝影專輯 / 林鑛銀, 郭宏德, 黃榮

群, 胡雅超, 林裕昌等 20 人拍攝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11 .-- 182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

054-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舞蹈  957.9  

黎 . 米 勒 攝 影 集  / 安 東 尼 . 彭 羅 斯

(Antony Penrose)作 ; 許涵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206 .-- 144 面; 28 公分 .-- (藝

術設計  ; FS0167) .-- ISBN 978-626-

315-238-0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七年劍橋 / 王千岳著 .-- 臺北市 : 田

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12 面 ; 24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72-1-5 (精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臺灣攝影家 : 侯淑姿 = Photographers 

of Taiwan : Hou Lulu Shur-tzy / 王雅倫

研究主編.主筆 ; 林宏璋專文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2 .-- 2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26-2 (精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侯淑姿 2.CST: 攝影師 3.CST: 

攝影集  959.33  

臺灣攝影家 : 莊明景 = Photographers 

of Taiwan : Mike Chuang / 胡詔凱研究

主編兼主筆 ; 姜麗華專文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12 .-- 

2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32-

727-9 (精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莊明景 2.CST: 攝影師 3.CST: 

攝影集  959.33  

臺灣攝影家 : 黃永松 = Photographers 

of Taiwan : Huang Yung-sung / 關琇惠

研究主編兼主筆 ; 廖玉琦專文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2 .-- 2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25-5 (精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黃永松 2.CST: 攝影師 3.CST: 

攝影集  959.33  

工藝美術 

十 六 分 之 一 休 止 符 後  = This is a 

complex sentence / 陳庭榕, 山謬.席格

(Samuel Seger)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112 .-- 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250-1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空間藝術 2.CST: 裝置藝術 

3.CST: 作品集  960  

南迴藝術季 . 2022 : 藝術萌生地  = 

Nanhui Art Project : art sproutland / 顏

志光總編輯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

縣政府, 11111 .-- 92 面; 26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5419-92-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地景藝術 2.CST: 裝置藝術 

3.CST: 作品集  960  

臺灣工藝演譯 28+ = Taiwan craft stage 

/ 王信惠主編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

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 

11112 .-- 72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751-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工藝設計 2.CST: 工藝美術 

3.CST: 作品集 4.CST: 臺灣  960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2022 =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 林磐聳主編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12 .-- 464 面; 30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626-345-058-5 (精

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數位藝術 3.CST: 

作品集  960  

科技藝術共生計畫視覺藝術年鑑 . 

2022 = 2022 technology and art 

symbiosis project yearbook / 黃舒屏主

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112 .-- 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57-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視覺藝術 2.CST: 數位藝術 

3.CST: 年鑑  960.58  

*工藝創作與文創設計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二零二二 = 2022 Conference on 

Crafts Creation, Cultural & Creativity 

Design / 劉立偉總編輯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 : 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發行 , 

111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1-23-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工藝設計 2.CST: 創意 3.CST: 

文集  960.7  

Pattern Design 圖解圖樣設計 / 藤田伸

著 ; 朱炳樹譯 .-- 修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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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

258-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圖案 2.CST: 設計  961  

樂活漢字 : 海峽兩岸漢字文化創意

大賽精選作品集 / 甘森忠, 盧士陽主

編 .-- 臺北市 : 卓越全球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72-1-1 ( 精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2.CST: 漢字 3.CST: 

字體  962  

日系新版面配色 / ingectar-e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57-

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2.CST: 版面設計  

963  

設計配色不失敗 / 桜井輝子著 ; 洪禎

韓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0-80-

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台灣設計力報告. 2022 年 = Design in 

Taiwan report 2022 / 劉世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設計

研究院, 11112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8-7-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產業分析 3.CST: 

臺灣  964  

和風平面設計 : 留白邏輯 X 元素擷

取 X 配色訣竅,53 種日式風格現學現

用 / ingectar-e 著 ; 王怡山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58-9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2.CST: 日本  964  

府城針黼秀神綵 : 臺南繡黼藝師 : 嚴

訓祥.王蘭貞.林玉泉傳藝誌 / 王瀞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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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

化局, 11112 .-- 15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701-67-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刺繡 2.CST: 傳統技藝 3.CST: 

人物志 4.CST: 臺南市  966.8  

完全圖解室內設計知識全書 / 和田

浩一著 ; 王美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6 公分 .-- 改訂版 .-- ISBN 978-

626-329-650-3 (平裝) NT$86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967  

十字架的愛 = Cross of love / 周崇穎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周 崇 穎 , 

11111 .-- 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10-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金銀工 2.CST: 金屬工藝 

3.CST: 作品集  968.5  

世界民藝之旅 : 看見手作工藝的風

土與文化之美 / 巧藝舍作 ; 蘇瑋婷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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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77-5 (平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民間工藝 2.CST: 傳統藝術 

3.CST: 世界地理  969  

謹砌細鋪 : 重要土水修造(瓦作)技術

保存者: 傅明光及其土水作、瓦作技

術 / 鍾心怡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756-9 (精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傅明光 2.CST: 建築 3.CST: 傳

統技藝 4.CST: 臺灣傳記  969  

人間國寶張憲平 : 竹藤編織美學與

技藝析論 / 劉秋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14-8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張憲平 2.CST: 竹工 3.CST: 籐

工 4.CST: 編織工藝 5.CST: 臺灣傳記  

969.7  

*穿梭經緯 編織縱橫 : 曾鳳珠竹藤工

藝作品集 / 曾鳳珠作 .-- 彰化市 : 國

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112 .-- 6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713-

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編織工藝 2.CST: 作品集  

969.7  

技藝 

花 : 張老師師生作品集 / 張至慧主

編 .-- 新北市 : 張至慧, 11111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13-

0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花藝 2.CST: 作品集  971  

可 愛 動 物 隨 手 摺  = Cute animal 

origami / 小林一夫作 ; 賴純如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愛摺

紙 ; 22) .-- ISBN 978-957-686-851-1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摺紙  972.1  

誰都喜歡の超可愛對稱剪紙 439 款 / 

石川真理子, 竹內千尋, 恭子作 ; 謝佩

芙, 艾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邦聯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11 .-

- 152 面; 26 公分 .-- (愛生活 ; 132) .-- 

ISBN 978-986-5520-81-6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1.CST: 剪紙  972.2  

用瓦楞紙做造型藝術! : Masaki Odaka

的瓦楞紙雕塑入門 / Masaki Odaka 作 ; 

洪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出版社, 11201 .-- 143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77-825-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紙雕  972.3  

舞蹈台南的空間跳躍 : 整個城市就

是我的舞台 / 古羅文君作 .-- 初版 .-- 

臺南市 :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11112 .-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518-1-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舞蹈 2.CST: 舞蹈創作 3.CST: 

舞蹈美學 4.CST: 文集  976.07  

薪傳.薪傳 / 古碧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28 面; 21 公分 .-- (生活

文化 ; 75) .-- ISBN 978-626-353-256-4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舞劇  976.6  

戲劇 

監獄劇場 : 逆風行者 / 容淑華編著 .-

- 再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12 .-- 3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232-0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戲劇 2.CST: 表演藝術 3.CST: 

戲劇治療  980  

清宮三部曲劇本集 = The trilogy of 

Qing dynasty / 林建華, 王安祈, 戴君芳

作 .-- 初版 .--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傳

統藝術中心, 11112 .-- 4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1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戲劇劇本  982.1  

學京劇.畫京劇 : 道具樂器 /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98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31-7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樂器 3.CST: 舞臺

設計 4.CST: 舞臺服裝  982.1  

學京劇.畫京劇 : 生旦淨丑 /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10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929-4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角色  982.24  

學京劇.畫京劇 : 多彩頭面 /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96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30-0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頭部 3.CST: 佩飾 

4.CST: 中國戲劇  982.41  

學京劇.畫京劇 : 華美服飾 /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96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33-1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舞臺服裝 3.CST: 

中國戲劇  982.41  

學京劇.畫京劇 : 百變臉譜 /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98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932-4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臉譜  982.42  

台灣唸歌有聲書 : 大舜耕田 / 丁秀津

作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9-1154-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說唱藝術 2.CST: 說唱戲曲 

3.CST: 臺灣  982.58  

傾聽舊卷 : 張月娥樂譜遺稿集 / 鄭英

珠執行編輯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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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文化局, 11112 .-- 384 面; 22 公

分 .-- (蘭陽戲劇叢書 ; 20) .-- ISBN 

978-626-7247-00-6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張月娥 2.CST: 歌仔戲 3.CST: 

臺灣傳記  983.33099  

臺灣歌仔戲可愛姊妹花 : 洪明雪&洪

明秀 = Love sisters in the Taiwanese 

opera : Hong Ming-xue & Hong Ming-

xiu / 蔡欣欣作 .-- 初版 .-- 宜蘭縣五結

鄉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1111 .-- 120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532-737-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洪明雪 2.CST: 洪明秀 3.CST: 

歌仔戲 4.CST: 臺灣傳記  983.33099  

掌藝人 : 西田社的布袋戲風華 / 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編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12 .-- 288 面; 19 公分 .-- (歷史與傳

記 系 列 ) .-- ISBN 978-986-5470-53-1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 2.CST: 

布袋戲 3.CST: 歷史 4.CST: 臺灣  

983.371  

異色的雜念  : 看電影的人 . 2 = A 

moviegoer / 詹正德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有河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有河書

店發行, 1111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4712-8-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3.CST: 文集  

987.07  

遊藝；娛樂；休閒 

老人團體工作活動設計 / 黃誌坤, 王

明鳳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95-9-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休閒活動 2.CST: 設計 3.CST: 

老人養護  990  

台灣家將大全. 家將角色卷 / 呂江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石渠出版社, 

11112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782-2-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陣 2.CST: 民俗藝術 3.CST: 

歷史 4.CST: 臺灣  991.87  

技藝與展演 : 雜技演員的身體民族

誌 / 郭憲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

大書苑有限公司, 11111 .-- 2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902-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雜技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991.90933  

Boa Viagem 文化遺產旅遊,出發! : 葡

語國家的文化遺產旅遊 / 葉桂平, 李

璽, 殷寶寧, 周霄, 柳嘉信合著 ; 柳嘉

信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76 面; 24 公

分 .-- (葡語國家研究論叢 ; 4) .-- ISBN 

978-957-732-683-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文化遺產 3.CST: 

區域研究 4.CST: 葡萄牙語 5.CST: 文

集  992.07  

立霧注 = Yayung Takilis : wandering 

along the Gold River / 李瑞宗作 .-- 初

版 .-- 花蓮縣秀林鄉 : 太魯閣國家公

園管理處, 11112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38-31-1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太魯閣國家公園  992.3833  

時空記遊 : 魚路古道今昔 / 郭育任, 

龔鈺文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陽明

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陽明山國家公園解說叢

書 ; 25) .-- ISBN 978-626-7138-29-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生態旅遊 2.CST: 登山 3.CST: 

陽明山國家公園  992.3833  

陀螺 100 林永順 / 吳望如著 .-- 新北

市  : 新 北 市 藝 術 教 育 深 耕 協 會 , 

11111 .-- 64 面; 21 公分 .-- (新北市藝

術教育深耕協會叢書  ; 7) .-- ISBN 

978-986-95186-6-6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陀螺  993.44  

特殊奧運 : 輪滑 / 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華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07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19-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滑輪 2.CST: 溜冰 3.CST: 運動

競賽 4.CST: 世界運動會  993.94  

特殊奧運 : 花式滑冰 / 國際特奧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 華 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6-26-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溜冰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994.45  

特殊奧運  : 保齡球  / 國際特奧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 華 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18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6-21-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保齡球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995.7  

特殊奧運 : 滾球 / 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作 ; 中華臺

北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SOCT)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1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18-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球類運動 2.CST: 運動競賽 

3.CST: 世界運動會  995.7  

日本腦科學權威久保田競專為幼兒

設計有效鍛鍊大腦益智遊戲 / 久保

田競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96 面; 24 公

分 .-- (親子課) .-- ISBN 978-626-7224-

16-8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兒童遊戲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997  

拯救迷宮大作戰 / 香川元太郎, 香川

志織文.圖 ; 原木櫻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5-016-2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穿越古代當神探. 2, 兩宋、明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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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0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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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小野人 ; 56) .-- ISBN 978-

986-384-816-5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兒童遊戲  

997  

圍棋精選題庫 : 三段到六段之中盤

攻防與全局官子 / 聶衛平, 黃希文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264 面; 23 公分 .-

- (遊藝館 ; 29) .-- ISBN 978-626-7199-

46-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圍棋  997.11  

圍棋精選題庫 : 三段到六段之高階

布局、實戰攻防、中盤與死活 / 聶

衛平, 黃希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78

面; 23 公分 .-- (遊藝館 ; 28) .-- ISBN 

978-626-7199-47-3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圍棋  997.11  

戶外活動實用繩結圖解全書 / 水野

隆信作 ; 林農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1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

50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結繩  997.5  

中華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2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9-4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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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08-7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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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29-648-0 (第 3 冊:

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329-

651-0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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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11-7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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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10-0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OBSOLETE 模型製作教範 / HOBBY 

JAPAN 編輯部作 ; FORTRESS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1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8-14-3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工藝美術  999  

戰車模型製作指南 : 三號戰車塗裝

與 舊 化  = Tank modeling guide 8 

Pz.Kpfw.III panting & weathering : 

Ausf.A-N,(T),Bef. / 有限会社モデル

アート社作 ; 張詠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博聞塾有限公司, 11111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01-3-

6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戰車 3.CST: 工藝

美術  999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100%までの距離: 台湾における表

現の自由の進展/沈伯洋, 邱万興, 胡

元輝, 楊嘉慧, 謝登元総編集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家人權委員會 , 

11112 .-- 1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84-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Healthy and delicious food for the senior 

palate: grandma's kitchen/authors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87-1 (平裝) 

NT$80 普遍級  

Healthy and delicious food for the senior 

palate: happy home cooking/authors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86-

4 (平裝) NT$80 普遍級  

Healthy and delicious food for the senior 

palate: Sichuan & vegetable 

recipes/authors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健

康署, 11111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84-0 (平裝) NT$80 普遍

級  

Healthy and delicious food for the senior 

palate: state banquet cuisine/authors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85-

7 (平裝) NT$80 普遍級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biennial 

report. 2020-2021/ .-- 臺南市 : 農委會

畜試所, 11111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10-29-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MAKAPAH 美術獎得獎作品專輯 . 

2022: 繪畫類 /楊正斌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 

11111 .-- 11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35-72-1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MAKAPAH 美術獎得獎作品專輯 . 

2022: 攝影類 /楊正斌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 

11111 .-- 11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35-73-8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Museums on prescription: a practical 

guide= 博 物 館 處 方 箋 實 務 手 冊

/authors National Taiwan Museum, 

Chien-Liang Liu, I-Chun Liu, Wei-Tung 

Chi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

博物館, 11111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733-0 (平裝) 普遍

級  

Outlin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22/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OI .-- 臺

北市 : 內政部, 11111 .-- 19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8-37-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Taiwan AI-readiness assessment report. 

2022/writer Ching-Teng Hsiao, Shin-

Wen Gu, Shin-Wen Gu, Chia-Wei Chang, 

Alex Chu, Ann Yang, Po-Jung Shih, 

Aaron Lin, Ching Yang, Nai-Wen Chang, 

Wan-Chun Chang, Chia-Fang Hsu, Tang-

Wei Kuo, Ya-Wei Ku .-- 臺北市 : 國科

會科技辦公室, 11112 .-- 6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47-7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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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uf einen Blick. 2022-

2023/redaktion Alicia Y.H. Wang, Torie 

Gervais, Clare Lear, Jim Hwang .-- erste 

auflage .-- 臺北市 : 外交部, 11111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

58-8 (平裝) NT$70 普遍級  

Taiwan em um Panorama. 2022-

2023/edìtores Alicia Y.H. Wang, T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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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ção .-- 臺北市 : 外交部, 11112 .-- 9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57-

1 (平裝) NT$70 普遍級  

Tampilan Makanan Bergizi bagi Lansia: 

Masakan Kebahagiaan/penerbit 

Direktorat Jenderal Kesehatan 

Masyarakat(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MOHW) .-- edisi 

pertama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91-8 (平裝) NT$80 普遍級  

Tampilan Makanan Bergizi bagi Lansia: 

Masakan Perjamuan Negara/penerbit 

Direktorat Jenderal Kesehatan 

Masyarakat(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MOHW) .-- edisi 

pertama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88-8 (平裝) NT$80 普遍級  

Tampilan Makanan Bergizi bagi Lansia: 

Nostalgia Masakan Sichuan, Hakka dan 

Sayuran Sehat/penerbit Direktorat 

Jenderal Kesehatan Masyarakat(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MOHW) .-- 

edisi pertama .-- 臺 北 市  : 健 康 署 , 

11111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90-1 (平裝) NT$80 普遍級  

Tampilan Makanan Bergizi bagi Lansia: 

Resep Turun Termurun Keluarga 

Warisan Nenek/penerbit Direktorat 

Jenderal Kesehatan Masyarakat(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MOHW) .-- 

edisi pertama .-- 臺 北 市  : 健 康 署 , 

11111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89-5 (平裝) NT$80 普遍級  

The Golden Carp/梁琇琇, 陳元琮文.

圖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67-7 (HTML) 普遍級  

Znaki cywilizacji. Dawne księgi ze zbior

ów Narodowej Biblioteki Tajwanu= The 

imprint of civilization: ancient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chief editor Chia-Pin Chang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111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78-724-9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撒」出希望的種子= pabulesak tu 

nabalucu'an/彭三妹 Mili Panay, 吳連成

Calaw 'Afo, 林庭筠 Hongay Panay 執行

編輯.翻譯 .-- 桃園市 : 桃市原民局, 

11111 .-- 8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79-8 (平裝) 普遍級  

土埆厝腳燒窯趣/邱俊智編輯 .-- 桃園

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9-83-5 (PDF) 普遍級  

小紅趴趴走/謝承芫, 陳欣妮文.圖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68-4 (HTML) 普遍級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

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2 年/臺灣大

學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編

輯 .-- 臺北市 : 臺大科技政策與產業

發展研究中心, 11111 .-- 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14-06-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友 善 釣 魚 實 踐 指 南 . 2022= 2022 

friendly angling practice guide/江欣潔, 

林文彬, 楊政霖作 .-- 高雄市 : 海保署, 

11111 .-- 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52-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火災模擬燃燒實驗室之規劃與建置

研究/王安強研究主持; 蔡匡忠協同

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研所, 11112 .-- 1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41-0 (平裝) 普遍級  

世界在掌上: 美國西北木偶中心典藏

展= The world on your hand/Francisco 

Carter, Dmitri Carter 著; 陳亮伃 Sunny 

Chen 譯 .-- 初版 .-- 雲林縣 : 雲縣府, 

11201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750-97-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出磺坑北寮五棟歷史建築之修復再

利用工程委託監造暨修復工作報告

書案/詹益榮計畫主持 .-- 苗栗市 : 苗

縣文化觀光局,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070-49-9 ( 全 套 : 平 裝 ) 

NT$2000 普遍級  

包覆填充型鋼骨鋼筋混凝土柱與梁

主筋以續接器接合之接頭耐震試驗/

周中哲計畫主持; 劉郁芳共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35-9 (平裝) 普遍級  

可以支持身心障礙者的服務: 嘉義縣

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及支持照顧服

務簡介(易讀版)/楊璧卉總編輯 .-- 嘉

義縣 : 嘉縣社會局, 11111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39-7 (平裝) 

普遍級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廣宣手冊/經

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工 業 局 , 

11111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10-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2/黎思岑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化

高中圖書館, 11112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1-67-7 (平裝) 

普遍級  

地下停車空間電池類火災之風險控

制與換氣策略研究/欒中丕計畫主持; 

鍾基強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39-7 (平

裝) 普遍級  

有你尚水 溪望相伴: 水環境巡守隊

的故事/洪慶宜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環保署, 11112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38-70-8 (平裝) 

NT$490 普遍級  

百年農情八塊厝/王沛涵, 李孟穎編

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9-84-2 

(PDF) 普遍級  

竹圍 70 再現風華/陳月玲, 孫德仁, 高

上倫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

竹圍國小,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35-81-5 (精裝) 普遍

級  

住商部門淨零排放策略及減碳潛力

之研究/王榮進, 黃國倉, 黃瑞隆, 姚志

廷, 呂文弘, 陳麒任編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56-4 (平

裝) 普遍級  

我的健康桌餐: 全穀及未精製雜糧料

理食譜/黃琬淇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

市衛生局, 1111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01-64-7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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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職場從社區發芽: 10 個探索夢想

的青年故事/ .-- 臺北市 : 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 111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059-2 (平裝) 普遍

級  

我要找工作: 職業重建服務易讀手冊

/葉建能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勞

工局, 111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5-83-9 (平裝) 普遍級  

我家的農田有石虎/林育秀, 房晨紳, 

莊書翔, 陳興宗, 曾彥誠, 蘇愉婷撰

文 .-- 南投縣 : 農委會林務局投管處, 

11112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42-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角板 Pyasan 山中溪遊記/賴鈺筑, 謝

芷吟, 合瓦艾, 達告, 李睿宸, 薛詩騰, 

謝伊婷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85-9 (PDF) 普遍級  

防火遮煙門輕量化技術開發及性能

驗證/王順治研究主持; 林大惠協同

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研所, 11112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50-2 (平裝) 普遍級  

枋 寮 食 在 好 味 道 = Local food in 

Fangliao/鄭文明, 蔡錦鸞, 李妙慈, 李

伊雯, 宋敏, 李貞儀, 馮薇潔, 黃語如, 

楊淑女, 李嘉玲, 簡郡瑤文字編寫.繪

圖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枋寮高中,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7-95-8 (精裝) NT$400 普遍級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修復

式藝術畫中畫 創作合集. 111 年度/吳

澤生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法務

部矯正署,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0-01-6 (EPUB) 普遍級  

玩竹崎玩嘉義/高敏瑀, 莊妶蓁作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69-1 (HTML) 普遍級  

社會住宅與共生社區照顧空間環境

整合之研究/王順治研究主持; 楊詩

弘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1112 .-- 2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8-44-1 (平裝) 

普遍級  

花蓮縣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110 學年

度/鄒逢益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縣 : 

花縣府, 11202 .-- 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82-9 (平裝) 普遍

級  

阿發伊/周柔妤作 .-- 臺中市 : 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70-7 (HTML) 普遍

級  

*青年行動+: 一本桃園青年的行動指

南/莊傳芬, 吳孟倫, 蔡伊盈, 蔡瑞伶

Stella Tsai 文字; 劉玟苓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青年事務局, 

11112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81-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勇現盛妝薈麒麟/魏瑞汶, 張惠眞, 吳

瑞香, 吳佩貞, 呂慧鈴, 陳彥儒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9-86-6 (PDF) 

普遍級  

*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五十週年校

慶專刊/吳毓真, 陳昭舒, 陳重秀, 楊佳

叡主編 .-- 南投縣 : 南投縣立鳳鳴國

中, 11111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1-23-1 (平裝) 普遍級  

南區八校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生研討

會論文集. 第四十三屆/陳竑廷, 王俊

憲, 劉祥琳, 劉嘉文, 葉盛暘, 楊嘉凡, 

王議靚, 陳彥廷, 劉惠詩著作; 呂育縈

主編 .-- 嘉義縣 : 中正大學中文系, 

11111 .-- 1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63-1-1 (平裝) 普遍級  

建置大震災後高齡弱勢者特殊避難

場所實證研究與大數據應用分析/王

順治研究主持; 董娟鳴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54-0 (平裝) 普遍級  

建築工地施工過程地下水再利用納

入綠建築評估系統之可行性研究/羅

時麒研究主持; 廖朝軒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40-3 (平裝) 普遍級  

建築物多孔性外牆之受風作用特性

研究/王安強研究主持; 陳若華協同

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研所, 11112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32-8 (平裝) 普遍級  

建築物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智慧監控

系統整體規劃與成效探討/欒中丕研

究主持; 廖朝軒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

55-7 (平裝) 普遍級  

建築物規劃設計導入建築智慧化需

求與情境式設計之研究/劉國隆研究

主持; 周鼎金共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51-

9 (平裝) 普遍級  

建築循環設計構件材料循環度之評

估研究/王婉芝研究主持; 黃榮堯協

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

建研所,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45-8 (平裝) 普遍

級  

後生文學獎. 2022= Hakka writer 2022/

甘庭宇, 江馥如, 李佳蓉, 吳悅菱, 徐

滋妤, 陳凱琳, 徐瑋佑, 夏意淳, 張弘

政, 張攸旋, 張簡敏希, 鄭委晉, 劉力

維, 蔡佩芬, 劉懷仁, 蕭宥, 賴品潔, 囂

囂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客委

會, 111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0-20-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是老師,是朋友: 臺師大優良導師的

生命故事/王瑞儀採訪撰稿; 林玫君

總編緝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 

11111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8-73-3 (精裝) 普遍級  

美食外送及餐飲業者自主衛生管理

手冊/林金富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食藥署, 11112 .-- 59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78-9 (平裝) 

普遍級  

面對空氣污染: 你所需要知道的事/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79-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風華再現許厝港/陳怡璇, 吳玫玢, 蕭

詩蒨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87-3 (PDF) 普遍級  

食品容器具小百科/林金富總編輯 .-- 

臺北市 : 食藥署, 11112 .-- 9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60-01-2 (平裝) 

NT$30 普遍級  

島 .電生活 : 臺灣電力的時代樣貌= 

Power up! The age of electricity in 

Taiwan/陳力航，許雅玲，李金賢，

陳韋聿，陳佳德，劉艾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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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

752-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桃園古城好[]迌/李明宗, 潘詣昀, 劉

崑祥, 游象昌, 許惠玲編著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9-88-0 (PDF) 普遍級  

桃園式.蛻變的城市/詹賀舜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府, 1111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69-

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海客永傳護礁情/徐大川, 徐永相, 詹

育融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90-3 (PDF) 普遍級  

海 圖 圖 例 = Chart symbols and 

abbreviations/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 第

九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11112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80-56-6 (平裝) NT$560 普遍級  

馬公港/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 第三

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 

11112 .-- 1 面; 84X118 公分 .-- ISBN 

978-626-7080-54-2 (全開單張) NT$450

普遍級  

馬公港及附近/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 

第二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11112 .-- 1 面; 84X118 公分 .-- ISBN 

978-626-7080-53-5 (全開單張) NT$450

普遍級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研究報告: 影子們

的逆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地方法院, 11111 .-

- 2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220-04-7 (精裝) 普遍級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作業手冊/

方建能, 林俊聰, 林芙美, 陳婉平, 楊

富鈞, 張安琪, 陳敏, 陳思翰, 沈劭芸

作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1112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

759-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雕刻の五.

七.五>>雕塑的詩意與造境/陳貺怡主

編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1111 .-- 2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1-25-

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從流域觀點探討氣候行動於城鄉發

展區都市計畫減洪調適規劃之研究/

羅偉誠研究主持; 吳杰穎, 蔡長泰共

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

建研所,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42-7 (平裝) 普遍

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管高級

中等學校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成果專輯. 110 年度/彭富源總策

畫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45-057-8 (PDF) 普遍級  

清華通識人物演講系列專輯: 梅貽琦

/王俊秀等著; 翁曉玲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284-4-5 

(PDF) NT$250 普遍級  

尋幽探古訪茶趣/詹益賢, 袁明慶, 柯

虹君, 鄒雅琪, 李華玲, 吳東穎, 梁琇

凱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89-7 (PDF) 普遍級  

尋訪大溪逗陣來/邱冠璋, 麥桂齡編

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9-91-0 

(PDF) 普遍級  

智慧全人居家預警災防系統之研究/

蕭炎泉研究主持; 何明錦共同主持; 

楊明玲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43-4 (平

裝) 普遍級  

智慧型消防偵蒐機器人之核心功能

加值及邊緣運算技術應用研究/游坤

明研究主持; 陳昀暄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 1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38-38-0 (平裝) 普遍級  

港尾現風華 講美創傳奇: 澎湖縣白

沙鄉講美國民小學獨立設校 100 週

年紀念專輯/張宏宇主編.撰稿 .-- 澎

湖縣 : 澎湖縣講美國小, 11111 .-- 227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211-12-

0 (精裝) 普遍級  

*焚化再生粒料應用於土壤穩定設計

與施工手冊/張達德, 吳淵洵, 房性中, 

黃奉琦, 江政恩, 李泓彥, 張家豪, 歐

立宸著 .-- 桃園市 : 桃園市航空城工

程處, 11111 .-- 1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95-8 (平裝) 普遍級  

意想不到/廖袖蓉作 .-- 臺中市 : 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71-4 (HTML) 普

遍級  

愛蓮漯沙觀海遊/楊千慧, 邱俊揚, 楊

軒豪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92-7 (PDF) 普遍級  

新版鋼結構設計規範中因應我國載

重與工程特性之相關參數研究/王炤

烈研究主持; 林克強共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38-33-5 (平裝) 普遍級  

新興科技食品知識特輯. 111 年: 帶您

認識植物性食品與潔淨標章/郭芳妤

編輯 .-- 臺北市 : 食藥署, 11112 .-- 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60-02-

9 (平裝) 普遍級  

*當代展覽策劃. 2022: 理論與實踐= 

2022 Contemporary cu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陳明惠 , 關和薇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成大創產所, 11112 .-- 

5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27-00-8 (精裝) 普遍級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統計年

報. 110 年度=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21 statistics yearbook/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1112 .-- 

1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307-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遇到火災怎麼辦?/許美雪, 李東昇, 

王怡婷編輯.審稿 .-- 屏東縣 : 屏東縣

消防局, 11111 .-- 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89-7 (平裝) 普遍

級  

綠建築水資源效率及節水評估之研

究/鄭政利計畫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53-3 (平

裝) 普遍級  

*臺北市中小學體育發展政策綱領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編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10-5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數理資優班

獨立研究作品集. 第 17 屆/陳志郎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直高中, 

11111 .-- 1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250-19-8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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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22/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

系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史

地系, 11112 .-- 10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44-88-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臺北市技職教育政策綱領 3.0/唐彥

博, 鄭慶民, 洪久賢, 曾淑惠, 黃喬偉, 

呂柏毅, 王鼎元, 陳貴生, 楊益強, 何

杉友, 李通傑, 劉美慧, 林振雄, 余耀

銘, 張瑞賓, 林俊岳編輯委員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

08-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身心障礙教育白皮書 (112-

117 年)/楊麗珍, 官月蘭, 李淑貞, 施彤

宣, 鍾采珍, 李琪惠, 蔡娟姿, 高鈺玫, 

郭色嬌, 謝惠娟, 羅心美, 吳智亭, 蔡

明蒼, 李通傑, 何杉友, 葉宗青, 張惠

萍, 趙麗華, 劉從緯, 顏瑞隆, 葉純菁, 

周以蕙, 姜仲芃, 樓威, 王曼娜, 陳忠

杰, 林玉英, 邱蕙菁, 嚴紹芹, 許秀馨, 

莊雍純, 鍾佳真, 呂思樺, 黃建智, 廖

聖惠, 黃明雄, 陳玉鳳, 張勝順, 賴英

宏, 吳季芬, 鄭津妃輯委員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

07-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國中小雙語情境化資源手冊= 

The handbook of contextualized bilingual 

resources for municipal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s/黃喬偉, 呂柏毅, 曾

振富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50-00-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國際教育白皮書/李素禎, 江

惠真總編輯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5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250-04-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教育政策系列/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編]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250-11-

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臺北市智慧及資訊科技教育白皮書

/陳秉熙, 余品瑩, 吳玄德, 曾柏璣, 汪

明芳, 林裕勝, 曾文龍, 臺北市智慧教

育輔導小組, 黃聖文編輯委員 .-- 初

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 

11111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50-05-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白皮書 /林奎

宇, 徐建國, 李朝盛, 李淑貞, 李琪惠, 

魏琦, 蔡筱如, 蔡淑雯, 莊瑋倫, 王雯

玲, 王曼娜, 許婷, 沈容伊, 何緗翎, 宋

明芬, 李亭儀, 周盈君, 周麗芬, 林靖

捷, 柯君穎, 高振剛, 莊豐兆, 郭文青, 

陳瓊玉, 黃文慧, 黃致萍, 黃楷茹, 楊

麗雪, 溫慶昇, 劉純英, 劉維哲, 鄭綺

瑩, 鍾雅怡編輯委員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06-8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實驗教育白皮書/鍾德馨, 黃

喬偉, 陳秉熙總編輯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02-0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樂齡學習白皮書/張德永, 張

鐸嚴, 蔡曉青, 楊鎮鴻, 楊家瑋, 張為

珞編輯委員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6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250-09-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學前教育白皮書/林佩蓉, 洪

福財, 歐姿秀, 張鑑如, 楊茹茵, 張衛

族, 楊柳淳, 蘇信如, 林梅綺, 沈碧鳳

編輯委員 .-- 初版 2 刷 .-- 臺北市 : 北

市教育局, 11111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01-3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雙語教育白皮書/黃喬偉, 林

子斌, 胡潔芳, 林財瑞, 宋容姍, 黃獻

司, 李亦欣, 卓家夙, 許乃文, 蔡易均, 

林祐鳳, 林秀穗, 熊培伶, 李媛如, 賴

羽薔編輯委員 .-- 初版 2 刷 .-- 臺北

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250-03-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臺北市議會紀念特輯. 第 13 屆/洪樹

林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議會, 

11112 .-- 175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97-8 (精裝附隨身碟) 普遍

級  

銀養的餐盤風景. 川客與蔬食篇/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82-6 (平裝) 

NT$80 普遍級  

銀養的餐盤風景. 幸福家常篇/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3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81-9 (平裝) 

NT$80 普遍級  

銀養的餐盤風景. 阿嬤食光篇/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83-3 (平裝) 

NT$80 普遍級  

銀養的餐盤風景. 國宴料理篇/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健康署, 11111 .-- 3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80-2 (平裝) 

NT$80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桃園市農地污

染防治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審計部, 11111 .-- 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85-3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國道高速公

路加油站污染防治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1111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94-

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新竹市垃圾

焚化處理及底渣再利用情形/審計部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審 計 部 , 

11111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87-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嘉義縣大埔

鄉大埔村和平村聯絡橋梁改善工程

執行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審計部, 11111 .-- 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9-95-2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澎湖群島東南部 /海軍大氣海洋局

編 .-- 第三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

洋局, 11112 .-- 1 面; 84X118 公分 .-- 

ISBN 978-626-7080-55-9 (全開單張 ) 

NT$450 普遍級  

調解心鄉土情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法制局,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66-53-

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論述與思想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美術系, 

11111 .-- 1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111-8-1 (平裝) 普遍級  

儒家思想與 21 世紀的對話/黃俊傑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人社高研

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 11110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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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214-05-3 (PDF) 

NT$480 普遍級  

*學習與城市未來: 應對政策挑戰/何

雅娟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府 , 

11111 .-- 1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98-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整合風環境資料庫與內政大數據建

置城市通風地圖 /黎益肇計畫主持; 

陳瑞華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57-1 (平

裝) 普遍級  

龍茶水清古風采/游月鈴, 林志勳, 趙

麗玲, 陳淑怡, 黃美娟, 黃春芳, 李靜

芬, 戴綺利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

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93-4 (PDF) 普遍級  

應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深度學習

及自動辨識技術輔助建築構件精準

安裝/林之謙計畫主持; 曾惠斌, 曾仁

杰共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1112 .-- 10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8-49-6 (平裝) 

普遍級  

應用建築資訊建模(BIM)及延展實境

(XR)技術於消防救災輔助系統研究/

王榮進研究主持; 周建成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36-6 (平裝) 普遍級  

纖維混凝土耐久性研究/蔡綽芳主持; 

吳崇豪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34-2 (平

裝) 普遍級  

讓教育成為城市的榮耀: 人文關懷 

教育照顧= Make education the pride of 

the Taipei City/鍾德馨 , 朱怡珊總編

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

13-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讓教育成為城市的榮耀: 國際課程 

世界領航= Make education the pride of 

the Taipei City/黃喬偉 , 江惠真總編

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

85-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讓教育成為城市的榮耀: 創新實驗 

臺北展華= Make education the pride of 

the Taipei City/黃喬偉, 鍾德馨, 陳秉

熙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4-87-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讓教育成為城市的榮耀: 智慧教育 

翻轉臺北= Make education the pride of 

the Taipei City/林裕勝, 洪國峰, 張云

棻, 江惠真, 楊啟明, 林湧順, 陳智源, 

董家莒, 徐建國, 莊政龍, 李芝安, 蔡

來淑, 廖純英, 陳弘偉, 洪金英, 劉晶

晶, 李承華, 李雪鳳, 尚漢鼎, 黃玉貞, 

陳秉熙, 余品瑩, 吳玄德, 曾柏璣, 呂

亭葳編輯委員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

局, 11111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93-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讓教育成為城市的榮耀: 臺北技職 

卓越超群= Make education the pride of 

the Taipei City/黃喬偉 , 張瑞賓總編

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

90-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讓教育成為城市的榮耀: 雙語教育 

幸福臺北= Make education the pride of 

the Taipei City/黃喬偉 , 李芝安總編

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1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

86-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嗩吶、管 作品精選/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國樂團, 11112 .-- 800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4-95-4 (隨身碟)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一般行員/雙語行員)第一銀行新進

人員甄選全科套書. 2022/德芬, 歐欣

亞, 周卡蘿, 成在天, 金永瑩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455-

3 (全套:平裝) NT$2565 普遍級  

(一般行員/雙語行員)第一銀行新進

人員甄選專業科目套書. 2022/歐欣亞, 

周卡蘿, 成在天, 金永瑩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337-456-0 (全套:

平裝) NT$2100 普遍級  

(一般警察/警察特考)英文(題庫+歷

年試題)/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 第十

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1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7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文化行政)高考三級/地特三等題庫

版套書. 2022/陳書翊, 陳嘉文, 潘雲, 

蔡力, 吳姍姍, 馬凌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 ISBN 978-626-337-457-7 (全套:平裝) 

NT$2440 普遍級  

(法學知識)高普考/地方三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3/林志忠,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37-458-4 (全套 :平裝 ) NT$1140

普遍級  

(法學知識+英文)高普考/地方三四等

課文版套書. 2023/林志忠, 敦弘, 羅格

思, 章庠, 德芬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459-1 (全套:平裝) 

NT$1645 普遍級  

(金融證照)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主

題式題庫(含歷年試題解析)/黃秋樺

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63-8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消防設備師士)消防設備士歷年試

題四合一超級詳解. 2023 版/洪玉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50-8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高普考)政治學概要頻出題庫/蔡力

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68-3 (平裝) NT$430 普

遍級  

(國民營事業)主題式電工機械(電機

機械)高分題庫/鄭祥瑞編著 .-- 第七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464-5 (平裝) NT$430 普遍級  

*(教甄教檢)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

解題聖經. 十六. 111 年度/陳培林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1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49-2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電機與電⼦群資電類)升科大四技

統一入學測驗課文版套書. 2023/陸冠

奇, 李俊毅, 劉焱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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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37-452-2 (全套:平裝) 

NT$1670 普遍級  

(電機與電⼦群資電類)升科大四技

統一入學測驗題庫版套書. 2023/陸冠

奇, 李俊毅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53-9 ( 全 套 : 平 裝 ) 

NT$1095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史上最強!警專乙組歷

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

學乙、歷史、地理)/警專金榜編輯小

組編著 .-- 第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1 .-- 68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7-451-5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史上最強!警專甲組歷

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

學甲、物理、化學)/警專金榜編輯編

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2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62-1 (平裝) NT$670 普

遍級  

3D 圖解土地法規/謝志昌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5-

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48 小時考上銀行: 票據法/許仲曦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2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39-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48 小時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楊明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2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42-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48 小時考上銀行: 會計學/洪妍昕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2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41-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48 小時考上銀行: 銀行法/許仲曦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2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40-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7 小時破解微積分/劉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74-0 (PDF) 

普遍級  

7 小時破解微積分/劉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75-7 (EPUB) 

普遍級  

80/20 法則: 國際法(國際公法+國際私

法)/棋許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1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12-

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Around the world/writers Cindy L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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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嘉仁, 11201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41-3 (平裝) 普遍

級  

Art and music/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201 .-- 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79-42-0 (平裝) 普遍

級  

Ellis kids(workbook). level 3 T3-5, how 

many blinks?/author Sharon Woo .-- 桃

園市 : 龍行文教, 11111 .-- 27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5-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A-5/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 11111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68-8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A-6/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 1111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69-5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EQ 學園. 3, 超人氣養成班(學習手冊). 

上冊/楊俐容, 張黛眉, 張嘉紋, 黃春偉

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耕心文教 ,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591-9-1 (平裝) NT$60 普遍級  

ESL language arts(workbook). 10/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Frank 

Leniha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

嘉仁, 1111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17-8 (平裝) 普遍級  

EZ100 高中物理講義(全一冊)(108 課

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湯烈

漢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華逵文

教科技, 11201 .-- 6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156-9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EZ100 高中選修化學/林成彥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201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155-

2 (第 1 冊:平裝) NT$460 普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第 1 冊, 微免(細菌、病毒、黴菌、微

生物基因). 2022/曾健華編著 .-- 新北

市 : 金名圖書, 11111 .-- 2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67-10-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第 2 冊, 微免(免疫、寄生蟲). 2022/曾

健華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 

11111 .-- 1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7-11-3 (平裝) NT$620 普遍級  

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第 4 冊, 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行

為科學、社區醫學、預防醫學、醫

業管理. 2022/曾健華, 黃家榆, 陳昱璁

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111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7-

12-0 (平裝) NT$470 普遍級  

Games and sports/writers Cindy L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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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嘉仁, 11201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43-7 (平裝) 普遍

級  

Global citizens/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201 .-- 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79-44-4 (平裝) 普遍

級  

*Hello,华语!(练习本)/李丽美, 曹如意, 

刘毓婷编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75-6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 第二冊(1 下)/林佳

芳, 宋治瑾, 李秉儒, 唐錫聖, 田超英, 

譚延綸, 許純惠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201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48-965-7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 第四冊(2 下)/林佳

芳, 宋治瑾, 唐錫聖, 田超英, 謝嘉盈, 

許純惠, 李秉儒, 朱家嫺編撰 .-- 再

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20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66-4 (平

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 第六冊(3 下)/

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田超英, 謝

嘉盈, 許純惠, 朱家嫺, 王昱人, 施雅

萍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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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64-0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教用版). 

第二冊(1 下)/林佳芳, 宋治瑾, 李秉儒, 

唐錫聖, 田超英, 譚延綸, 許純惠編

撰 .-- 再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 

1120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61-9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教用版). 

第六冊(3 下)/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田超英, 謝嘉盈, 許純惠, 朱家嫺, 王

昱人, 施雅萍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

北市 : 佳音, 11202 .-- 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48-963-3 (平裝) 普遍

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教用版). 

第四冊(2 下)/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田超英, 謝嘉盈, 許純惠, 李秉儒, 朱

家嫺編撰 .-- 再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20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62-6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二冊

(1 下)/林佳芳, 宋治瑾, 李秉儒, 唐錫

聖, 田超英, 譚延綸, 許純惠編撰 .-- 再

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20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58-

9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六冊

(3 下)/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田超

英, 謝嘉盈, 許純惠, 朱家嫺, 王昱人, 

施雅萍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20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60-2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四冊

(2 下)/林佳芳, 宋治瑾, 唐錫聖, 田超

英, 謝嘉盈, 許純惠, 李秉儒, 朱家嫺

編 撰  .-- 再 版  .-- 臺 北 市  : 佳 音 , 

1120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48-959-6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1 下

(第一本)/田超英, 林佳芳, 羅峻豐, 林

利真,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

安, 施雅萍, 彭威鈴, 陳玉婷, 鄭雅双, 

王昱人,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再版

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201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67-

1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1 下

(第二本)/田超英, 林佳芳, 羅峻豐, 林

利真,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

安, 施雅萍, 彭威鈴, 陳玉婷, 鄭雅双, 

王昱人,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再版

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201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68-

8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1 下

(第三本)/田超英, 林佳芳, 羅峻豐, 林

利真, 宋治瑾, 謝嘉盈, 唐錫聖, 陳柔

安, 施雅萍, 彭威鈴, 陳玉婷, 鄭雅双, 

王昱人,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再版

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20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69-

5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2 下

(第一本)/田超英, 林佳芳, 謝嘉盈, 唐

錫聖, 陳柔安, 王昱人, 陳玉婷, 朱家

嫺, 龔瑛瑛, 張庭瑜, 王芳瑜作 .-- 再

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202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70-1 (平

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2 下

(第二本)/田超英, 林佳芳, 謝嘉盈, 唐

錫聖, 陳柔安, 王昱人, 陳玉婷, 朱家

嫺, 龔瑛瑛, 張庭瑜, 王芳瑜作 .-- 再

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20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71-8 (平

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2 下

(第三本)/田超英, 林佳芳, 謝嘉盈, 唐

錫聖, 陳柔安, 王昱人, 陳玉婷, 朱家

嫺, 龔瑛瑛,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再

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20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8-972-5 (平

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3 下

(第一本)/田超英, 林佳芳, 謝嘉盈, 唐

錫聖, 陳柔安, 王昱人, 趙育萱 葉德偉,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202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48-973-2 (平裝) 

普遍級  

i English 國民中學英語備課用書. 3 下

(第二本)/田超英, 林佳芳, 謝嘉盈, 唐

錫聖, 陳柔安, 王昱人, 趙育萱 葉德偉, 

張庭瑜, 王芳瑜編輯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佳音, 11202 .-- 1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48-974-9 (平裝)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9, 有機化合物/張芮慈

編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奇 鼎 , 

111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84-8 (平裝) NT$90 普遍級  

KO 會考國文講義(南版). 國一下學期

/何瓊瑩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79-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Microsoft Azure AI 認知服務基礎必修

課: 使用 C#(含 Microsoft AI-900 國際

認證模擬試題)/蔡文龍, 何嘉益, 張志

成, 張力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62-0 (PDF) NT$500 普遍

級  

PowerQuery 實戰技巧精粹與 M 語言: 

新世代 Excel BI 大數據處理/王仲麒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63-7 (PDF) NT$6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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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6-78-1 (PDF)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6: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writer Cindy Liber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26-

0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6: subject time & 

STEAM week(teacher's guide)/writers 

Sinéad Jackson, Scout Creso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1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45-1 (活頁裝) 普遍級  

Simply talk & write/written by Jan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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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31-02-9 (第 6 冊:平裝) NT$175

普遍級  

Super KK 音標. 2/郭文興作 .-- 再版 .-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201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24-7 (平

裝) NT$219 普遍級  

Taking off Latin America(student's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201 .-- 冊 .-- ISBN 978-986-441-699-

8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86-441-700-1 (第 2 冊:平裝) NT$300 .-

- ISBN 978-986-441-701-8 (第 3 冊:平

裝) NT$300 .-- ISBN 978-986-441-702-

5 (第 4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86-441-703-2 (第 5 冊:平裝) NT$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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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441-704-9 (第 6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2023 初階

「行銷企劃證照」教材與題型題庫/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著作 .-- 十四版 .-- 

臺北市 :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11112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7556-4-1 (平裝) 普遍級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中階「行

銷分析證照」題型題庫/台灣行銷科

學學會著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

行銷科學學會, 11112 .-- 3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556-3-4 (平裝) 

普遍級  

TOEIC®口說與寫作測驗官方全真試

題 指 南 . I= 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official test-preparation 

guide. vol.1/ETS®作; TOEIC®臺灣區

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忠欣 , 

11112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894-0-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10 part 

one/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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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27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9-46-8 (活頁裝) 

普遍級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10 part 

two/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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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30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9-47-5 (活頁裝) 

普遍級  

Web API 設計原則: API 與微服務傳

遞價值之道 /James Higginbotham 著; 

洪國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64-4 (PDF) NT$520 普遍級  

Wonder kids. 4/李思娉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1202 .-- 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6896-2-0 (平裝) 普遍級  

Wonder kids. 4: phonics fun/李思娉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

科技, 1120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896-1-3 (平裝) 普遍級  

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含概要)/亭宣

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69-0 (PDF) 普遍級  

乙級數位電子術科含學科題庫快攻

秘 笈 : 使 用 DesignSpark 

PCB10.0/Quartus II/鄧璧耀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69-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社會練習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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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73-2 (平

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社會練習簿. 4 下/康軒社

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774-9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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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

769-5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 2 下/康軒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70-1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4

下/李禾鈺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72-5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4

下/李禾鈺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1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771-8 (平裝) 

普遍級  

三點拆解式政治學申論題庫/韋伯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26-7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土地登記實務/陳翰基編授 .-- 初版 .-

- 臺中市 : 大鴻海文化, 11112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07-4-

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大數據考點直擊: 法學緒論(大意)(測

驗題)/棋許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1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32-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3: 物理

(108~111 年試題)/周哲揚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1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440-

2 (平裝) NT$268 普遍級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3: 物理

(108~111 年試題)/周哲揚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50-1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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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61-7 (PDF) NT$380 普遍級  

不動產估價概要 考猜/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92-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強登金榜寶典. 2023 年

版: 民法概要/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5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95-0 ( 平 裝 ) 

NT$530 普遍級  

中華電信招考中華電信業務類歷屆

試題三合一攻略全集 /鼎文名師群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

083-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五等特考.初等考試: 社會工作大意

歷屆題庫完全攻略/盧佩琳編著 .-- 第

十四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1 .-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77-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內外科護理學經典題型解析/陳雅玲

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21-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六週拿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方

澤沛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12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44-7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稅務法規(含概要)/平

心 編  .-- 五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11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64-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輸配電學(含概要)/李

以安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1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85-3 (平裝)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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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測驗試題與解析公民與社會考

科. 111 學年度/謝政達, 蔡侑達, 林東

霆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

基金會, 1111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51-7-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分科測驗試題與解析化學考科. 111

學年度 /謝政達 , 楊明鐘 , 吳國良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

會, 11111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51-8-3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分科測驗試題與解析生物考科. 111

學年度 /謝政達 , 夏蕙蘭 , 陳懷如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

會, 11111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51-9-0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分科測驗試題與解析地理考科. 111

學年度 /謝政達 , 林心捷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1111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884-0-1 (平裝) NT$50 普遍級  

*分科測驗試題與解析物理考科. 111

學年度 /謝政達 , 程暐瀅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1111 .--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884-1-8 (平裝) NT$50 普遍級  

*分科測驗試題與解析數學甲考科 . 

111 學年度/謝政達, 阮紀德, 陳慧美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

金會, 11111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84-2-5 (平裝) NT$50 普遍

級  

*分科測驗試題與解析歷史考科. 111

學年度 /謝政達 , 胡雲薇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111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884-3-2 (平裝) NT$5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電機類歷屆試題解析. 

2023 最新版/葉俊, 陳仲言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11 .-- 4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32-2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商

業概論決戰統測分章 20 回/葉伊修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 

111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42-6-3 (平裝) NT$143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商

業概論決戰統測分節 30 回/司馬仙, 

奇蒙智工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12 .-- 1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242-5-6 ( 平 裝 ) 

NT$165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經

濟學考衝懶人包 /廖淑玲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11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42-4-

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經

濟學決戰統測分章 30 回/願景工作室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12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42-7-0 (平裝) NT$165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經

濟學決戰統測模擬 20 回/願景工作室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11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242-8-7 (平裝) NT$165 普遍級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設 計 超 簡 單 : App 

Inventor. 2 初學特訓班(中文介面第五

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65-1 (PDF) NT$450

普遍級  

水系統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陳

達編授 .-- 初版 .-- 嘉義市 : 東海國際

電腦資訊, 11112 .-- 7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5393-2-1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火災學概要(消防設備士)/陸維良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3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火災學概要(警察特考)/陸維良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35-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寶典/楊國榮, 陳幸忠, 林大賢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12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34-

6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丙級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指南/

何麗玉, 莊美妃編著 .-- 八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2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79-4 (平裝) 

NT$370 普遍級  

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增光工作室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

市 : 科友, 111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35-3 (平裝) 普遍

級  

丙級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亦洋編著 .-- 十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12 .-- 2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433-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解析/張弘智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

市 : 科友, 11112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436-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

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

編 .-- 增訂十版 .-- 臺北市 : 中華財政

學會, 11111 .-- 2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903-1-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司法官 /律師一試選擇題詳解 (111-

101 年)套書. 2023 年/高點王牌師資群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4-319-

1 (全套:平裝) NT$2160 普遍級  

司法特考. 112 版: 刑事訴訟法/周昉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2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37-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庭務員)普通+

專業. 2023(108~111 年試題)/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林聰, 高士奇, 陳弘,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蔡邑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45-7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錄事)普通+專

業. 2023(108~111 年試題)/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林聰, 高士奇, 陳弘,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蔡邑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46-4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2023: 庭務員 

普通+專業(108~111 年試題)(測驗題

型)/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林聰, 

高士奇, 陳弘,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蔡

邑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2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48-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2023: 錄事 普

通+專 業 (108~111 年試題 )(測驗 題

型)/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林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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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奇, 陳弘,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蔡

邑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2 .-- 3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49-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台電.中油.國民營考試. 112 版: 企業

管理/公孫策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11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34-2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台電員共同科目速成總整理 2 合 1. 

2023/宏典文化台電招考對策研究小

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1 .-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83-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台電雇員配電線路維護人員專業科

目速成總整理 2 合 1. 2023/宏典文化

台電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11 .-- 3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8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台電雇員綜合行政 30 天速成/趙雍, 

陳熙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12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47-8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台電雇員綜合行政人員專用歷屆題

庫 5 合 1. 2023/余訢, 簡捷, 長威, 陳企

光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1 .-

- 7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79-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台電雇員綜合行政題庫/趙雍, 陳熙

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112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46-1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台電雇員機械運轉維護人員專業科

目速成總整理 2 合 1. 2023/宏典文化

台電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1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85-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未來生涯 我主導: 半導體產業與科

系升學攻略/余曉涵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20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18-90-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許恒輔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8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8-3 (上

冊:平裝) NT$72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楊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1 .-- 9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01-

4 (平裝) NT$78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爭點即時通/理白, 石游

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 

11111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783-0-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概要/陳明珠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18-

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民法物權/張志朋編著 .-- 20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34-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民法物權/徐律師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40-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犯罪學概要(司法特考)/賴索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11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33-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犯罪學概要(警察特考)/賴索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11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32-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企劃案撰寫實務: 理論與案例/戴國

良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66-7 (PDF)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概要)/安律師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38-

2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刑法小法典/黃品喆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2 .-- 4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94-45-

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各國人事制度/郭如意編著 .-- 第二十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2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22-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林清, 王濬編著 .-- 第二十四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21-2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成人學習障礙/呂偉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36-9-2 (PDF) NT$380

普遍級  

老人用藥安全/李世代, 林香汶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60-4-2 

(PDF)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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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5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05-2 (下冊:平裝) 

NT$50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刑法分則 Q/撲馬 , 傑米

編 .--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11 .-- 7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17-5 (平裝) 

NT$62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 破/撲馬, 傑米

編 .-- 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11 .-- 8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18-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家事事件法/江鈞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15-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民法總則/苗星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12 .-- 5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54-0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立法程序與技術/林沛編 .-

- 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

成數位出版, 11112 .-- 5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43-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刑法概要(申論題)/陳介中

編 .-- 8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12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39-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刑法總則/陳介中編 .-- 8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12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40-3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各國人事制度/郭如意編 .-

- 十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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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數位出版, 11112 .-- 6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38-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現行考銓制度/郭如意編 .-

- 十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

成數位出版, 11112 .-- 8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42-7 (平裝) 

NT$750 普遍級  

考點式證券交易法解題書/鍾律師(玲

力)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11 .-- 4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33-7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自然科學作業簿(教師用). 4 下/翰林

作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86-6 (平裝) 普遍級  

自然科學作業簿. 4 下/翰林作者群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

887-3 (平裝) 普遍級  

行政法/杉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8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4-337-5 ( 平 裝 ) 

NT$780 普遍級  

行政法/陳新民著 .-- 修訂四版 .-- 新

北市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80-6 (PDF) NT$370 普遍

級  

行政法 ISSUE 解題書/淺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11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783-1-

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行政法大全(申論題型)/陳傑編授 .-- 

初版 .-- 嘉義市 : 東海國際電腦資訊,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5393-3-

8 (上冊:平裝) NT$600 .-- ISBN 978-

626-95393-4-5 (下冊:平裝) NT$600 普

遍級  

行政學(概要)大意/程明編著 .-- 二十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201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29-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行政學大意關鍵讀.解/文羿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201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28-1 (平裝) NT$660 普遍級  

行政學百分百 (命題焦點暨題庫解

析)/陳真編著 .-- 第十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10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3-520-5 (平裝) 

NT$790 普遍級  

西遊記 /謝明勳 , 謝文華 , 陳海茵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76-9 

(PDF) NT$420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C 版). 第二

冊/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 初版 .-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201 .-- 40

面; 16 公分 .-- ISBN 978-626-307-846-

8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物理 B. 下/許信

凱, 姜智軒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2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751-4-2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2/鄭錚易

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創新出

版, 1111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51-5-9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4/鄭錚易

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創新出

版, 111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51-6-6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6/鄭錚易

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創新出

版, 11111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51-7-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 2/何佳燁, 

陳辰輝, 楊之嫻編著 .-- 初版三刷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75-3-4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 4/何佳燁, 

陳辰輝, 楊之嫻編著 .-- 初版三刷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75-4-1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 6/何佳燁, 

陳辰輝, 楊之嫻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75-5-8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B. 2/蘇國

彰, 宋美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2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751-8-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B. 4/蘇國

彰, 宋美媛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

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2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875-0-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C. 2/蘇國

彰, 宋美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27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751-9-7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C. 4/蘇國

彰, 宋美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28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875-1-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房務實

務. 上冊/吳勉勤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201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65-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 Light 數學 B4 教學

講義/林佩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12 .-- 11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19-246-4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學 英 文 English 

highlight 學習手冊(A 版). 2/龍騰編輯

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1111 .-- 1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247-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學 英 文 English 

Highlight 學習手冊. 6/龍騰編輯小組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19-248-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基

礎攻略講義詳解本. 二/吳部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37-8 (平

裝) NT$50 普遍級  

抉對選擇: 行政法(測驗題 解題書)/林

葉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1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16-8 (平裝) 

NT$720 普遍級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 投

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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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庫. 4/ .-- 修訂二十三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1202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21-3-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投資學: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

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 修訂十八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

貨基金會, 11202 .-- 36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421-5-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汽車學概論/南懷仁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66-2 (PDF) NT$450

普遍級  

事務管理概要/大意/梓夜編著 .-- 十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12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43-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來單挑: 超高頻教甄單字/黃百隆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00-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延 展 實 境 : 消 費 者 體 驗 的 大 革 命

/Bernard Marr 作; 吳國慶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4-366-8 (PDF) 

NT$380 普遍級  

東協明日之星: 馬來西亞/許文志, 許

淑敏, 張李曉娟, 蕭景楷, 丁重誠, 王

綏恒, 簡敏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71-1 (PDF) 普遍級  

法院組織法/名揚編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0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98-7 (平

裝) NT$620 普遍級  

法院組織法/陳敬曜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7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499-

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法學知識/許仲曦編著 .-- 十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36-

2 (平裝) NT$620 普遍級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讀本+題庫二合

一. 112 版/尹力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111 .-- 48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02-1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知識圖解公共政策解要/張楚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2 .-- 4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25-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初等土地行政大意 3 Point. 113 版/林

育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8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50-2 (平裝) NT$660 普遍級  

初等土地法(概要)大意 3 Point. 113 版

/林育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201 .-- 76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51-9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初等公民愛練書. 113 版/艾欣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53-

3 (平裝) NT$630 普遍級  

初等主題式法學大意讀本.題庫二合

一. 113 版/尹力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201 .-- 554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52-6 ( 平 裝 ) 

NT$630 普遍級  

初等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 Q&A. 

113 版/鄭漢, 鄭翰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12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10-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初等行政學大意(概要)精典. 113 版/

陳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49-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初等法學大意. 113 版/程怡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47-

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初等法學大意. 113 版/陳治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10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48-

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初等國文完全攻略. 113 版/林嵩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45-8 (平裝) NT$630 普遍級  

初等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113 版/

江河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46-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總整理 /林崇漢 , 

林彙桓編著 .-- 第 20 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78-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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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225-06-6 (PDF) 普遍級  

金融科技力知識速成: 最新重點+試

題解析/柳威廷編著 .-- 第 7 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3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94-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金融證券年鑑. 2023/經濟日報編輯

中心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日

報, 11111 .-- 9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507-2-9 (平裝) NT$2000 普

遍級  

信託業業務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

析 速成總整理/劉憶娥編著 .-- 第 21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81-

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品質管理準則及會計師服務案件準

則合訂本/ .-- 臺北市 : 會計研發基金

會, 11112 .-- 1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97-0-6 (平裝) NT$2500 普

遍級  

後西醫: 生化概論歷屆試題詳解/施

政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1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330-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思想的魔術花園: 悖論與難題/李志

成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空 大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81-3 (PDF) NT$410 普遍級  

政府財務與預算/李永騰, 孫克難, 李

顯峰, 劉志宏合著 .-- 修訂再版 .-- 新

北市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82-0 (PDF) 普遍級  

政府會計(概要)/王上達編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7-

6 (平裝) NT$750 普遍級  

政府會計(概要)/陳友心, 羅威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32-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政治學(概要)/李蔚編著 .-- 11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744 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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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4-339-9 (平裝)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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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5-07-3 (PDF) 普遍級  

科 大 四 技 食 品 群 模 王 百 分 百 . 

NO.A/NSET 統測線上模擬考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61-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資

電類)模王百分百. NO.A/NSET 統測

線上模擬考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1 .-- 2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560-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科 大 四 技 餐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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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23-558-1 (平裝) 普遍級  

紀綱的刑法總則爭點書/紀綱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111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45-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個人理財/陳登源, 李進生, 柯輝芳, 黃

聖棠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2-64-9 (PDF) 普遍級  

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喬律師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11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48-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家庭心理與動力/唐先梅, 張歆祐, 吳

志文, 黃聖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77-6 (PDF) NT$270 普遍級  

旅館客務實務. 下, WEB HOTEL 飯店

管理高手(V7.x 版本)(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餐旅群)/吳碧仙編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62-

8 (平裝) NT$325 普遍級  

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教材: 好吃

的野菜 Kaeso'ay a Dateng Lotok/曾詩

惠 Panay Pulaw, 全曉嵐 Abus Mangugu, 

黃愛雅 Mayaw, 劉文琪 Sakol 執行編

輯 .-- 桃園市 : 桃市原民局, 11110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

67-5 (平裝) 普遍級  

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教材: 我的

名字 O ngangan no mako/曾詩惠 Panay 

Pulaw, 全曉嵐 Abus Mangugu, 黃愛雅

Mayaw, 劉文琪 Sakol 執行編輯 .-- 桃

園市 : 桃市原民局, 11110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66-8 (平裝) 

普遍級  

泰雅族語文領域補充教材: 泰雅族語

文情境式教材-萬大泰雅語. 文化回

應教學篇. 下冊/陳麗惠(Yaway.Walis), 

里苾荷 .瓦力思(Libix.Walis), 梁志強

(Suyan.Nomin) 中 文 文 字 ; 高 玉 梅

(Ali.Temu), 陳靜佩(Rucu.Pawan), 陳麗

貞(Aking.Walis)族語文字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22-99-8 (PDF) 普遍級  

泰雅族語文領域補充教材: 泰雅族語

文情境式教材-澤敖利語泰雅語. 文

化 回 應 教 學 篇 . 下 冊 / 陳 麗 惠

(Yaway.Walis), 里 苾 荷 . 瓦 力 思

(Libix.Walis), 梁志強(Suyan.Nomin)中

文文字 ; 高玉梅 (Ali.Temu), 陳靜佩

(Rucu.Pawan), 陳麗貞(Aking.Walis)族

語文字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22-98-1 

(PDF) 普遍級  

泰雅族語文領域補充教材: 泰雅族語

文情境式教材-賽考利克泰雅語. 文

化 回 應 教 學 篇 . 下 冊 / 陳 麗 惠

(Yaway.Walis), 里 苾 荷 . 瓦 力 思

(Libix.Walis), 梁志強(Suyan.Nomin)中

文文字 ; 高玉梅 (Ali.Temu), 陳靜佩

(Rucu.Pawan), 陳麗貞(Aking.Walis)族

語文字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1-03-3 

(PDF) 普遍級  

*消防法規概要/廖震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31-

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海 ! 原 來 那 魔 美 Riyar!Hilam o 

makapahhay!/鄭秋梅 Nah Kating, 王美

宣 Panay Lafan, 阿莉克.儒夷.古優安

Ari.Dongi.Kuyuan, 黃淑珍 Falahan, 曾

純美 Naomi.Otoy 執行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原民局, 11110 .-- 8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59-68-2 (平裝) 普遍

級  

海商法爭點地圖/許霍編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349-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海龜在哪裡?: 2~3 歲繪本主題教學手

冊/廖婉真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 北 市 寶 貝 媽 咪 托 嬰 中 心 , 

11111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575-7-8 (平裝) 普遍級  

破解一試: 民事訴訟法歷屆試題體系

精編/希冉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111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36-8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破解一試: 行政法歷屆試題體系精編

/嶺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1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3-8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破解一試: 商事法歷屆試題體系精編

/翔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12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4-5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破解一試: 憲法歷屆試題體系精編/

嶺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11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2-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自然素養題本-探究

物理/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47-1 (平裝) NT$440 普遍級  

素養檢定: 高中物理素養題本. 探究

物理/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444-0 (PDF) 普遍級  

素養檢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閱讀

數學. 四年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

會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12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443-3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航空安全管理. 112 版/王弘飛, 崔易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1 .-- 4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497-0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33 

 

航空氣象學/尉柏志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30-

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財政學(含概要)/平心編 .-- 四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62-4 (PDF) NT$520 普遍

級  

財務分析: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

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

庫. 3/ .-- 修訂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證

券期貨基金會, 11202 .-- 4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1-6-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財產法. II, 侵權行為法.物權法/李淑

明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31-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 修訂十版 .-- 臺北

市 : 中華財政學會, 11111 .-- 2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25-9-7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高中數學 iFun 學課堂講義. 二/蔡杰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71-8 (平裝) 普遍級  

高考一般行政必備套書. 2023 年/劉

睿揚, 陳義龍, 高凱, 嶺律師, 蘇世岳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4-349-

8 (全套:平裝) NT$4070 普遍級  

高考公共政策精論. 112 版: 個案分析

與應用/陳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1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06-9 ( 平 裝 ) 

NT$660 普遍級  

高考地政必備套書. 2023 年/許恒輔, 

許文昌, 林玉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34-345-0 (全套 :平裝 ) NT$4070

普遍級  

高考金融保險必備套書. 2023 年/蔡

經緯, 李慧虹, 王貞智, 鄭泓, 張永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4-352-

8 (全套:平裝) NT$4190 普遍級  

高考財稅行政必備套書. 2023 年/許

恒輔, 施敏, 蔡經緯, 鄭泓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4-351-1 (全套:平裝) 

NT$4260 普遍級  

高考會計人員必備套書. 2023 年/鄭

泓, 王上達, 施敏, 郭軍, 陳仁易, 曾繁

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4-347-

4 (全套:平裝) NT$4380 普遍級  

高校入學必勝進階閱讀訓練. II/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奇奇數位

文創, 11111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04-03-0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高普考. 112 版: 刑事訴訟法/周昉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36-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

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112 版/蕭靖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07-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 Q&A. 

112 版/鄭漢, 鄭翰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12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09-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高普招考關務英文/王文充編 .-- 十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72-3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高等會計學實戰解析/王漾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0-

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動力機械概論. I/黃旺根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78-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商事法/顧律師編著 .-- 18 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6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341-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國小自然科學自修. 4 下/翰林作者群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92-7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4 下/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11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85-9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科學. 4 下/翰林

作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88-0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素養題本 閱讀數學. 四年

級/中華未來學校師資群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42-6 (PDF) 

普遍級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4 下/翰林作

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90-3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講義. 4 下/翰林作者群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891-0 (平裝)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 自然. 4/許光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11 .-- 1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191-0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文法微講義. 英語. 4/沈

芷楹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89-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公民. 4/楊欣龍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94-1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地理. 4/奧斯丁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93-4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國文. 4/林香吟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88-

0 (平裝) NT$17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數學. 4/鍾孟炤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90-

3 (平裝) NT$270 普遍級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歷史. 4/楊書濠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1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92-7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國中數學科講義. 8 下/林佩綉, 駱果

欣作  .-- 新北市  : 漪欣數位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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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676-4-6 (平裝) NT$440 普遍級  

國文: 測驗(高普考)/卓村編著 .-- 第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1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11-3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國文: 測驗(國民營考試)/卓村編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67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44-1 (平裝) NT$630 普遍級  

國文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李杰

編  .-- 十 一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0-073-0 (PDF) NT$50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 

2/李亞娟, 李明秀, 林彥妗, 張美容, 謝

淑援, 鐘麗芬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201 .-- 168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986-6075-90-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

備課用書. 2/李亞娟, 李明秀, 林彥妗, 

張美容, 謝淑援, 鐘麗芬編撰 .-- 初

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201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75-91-

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國民營招考.行政學概要. 2023 版/王

捷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80-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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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470-6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國文題庫精選題庫完

全攻略/李杰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65-5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基本電學(電工原理)/程林編 .-- 十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67-9 (PDF) 

NT$600 普遍級  

基本電學攻略本/李文源, 李協衛, 鄭

曜鐘, 林金龍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1105 .-- 35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385-295-7 (下冊:平裝) 

普遍級  

專責報關人員考試稅則概要精析/文

淵 編  .-- 七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86-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彩虹童年. 6, 放眼看世界(教師手冊). 

大班(下)= Teacher's guide/黃晨迪, 林

秀容, 林佩蓉作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79-32-1 (平裝) 普遍級  

從穿戴運動健康到元宇宙,個人化的

AIoT 數位轉型/裴有恆, 沈乾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67-5 

(PDF)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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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71-3 (PDF) 普遍級  

教育法規: 教師考試專用/羅正編著 .-

- 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13-7 (平裝) NT$660 普遍級  

教育法規大意: 初等考專用/羅正編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14-4 (平裝) NT$660 普遍級  

清潔工作要做到的事: 清潔工作衛生

安全守則易讀版/蔡淑芬, 陳貞如總

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瑪利亞社福

基金會, 11111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302-8-2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票據法(內容+測驗二合一)/裕樹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03-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票據法(細說). 2022/林崇漢編著 .-- 第

十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

99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貨幣銀行學(概要)申論題完全制霸/

蔡經緯編著 .-- 12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1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43-6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這是一本行政法選擇題/甘興霸, 磯

貓人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11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46-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這是一本警察法規選擇題/謝安, 小

約翰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11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47-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這個洞那個洞: 教師指引手冊/林玉

菁課程設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11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53-57-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概要精修: 含勞

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馬有編授 .-- 

初版  .-- 高雄市  : 首席經典名品 , 

1111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457-2-8 (上冊:平裝) NT$600 普

遍級  

勞資關係讀本/陸川編著 .-- 5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3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35-9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喪禮服務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王別

玄, 廖明昭, 王姿菁, 洪筱蘋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60-5-9 (PDF) 

NT$550 普遍級  

就是這本公司法體系+解題書/陳德

弘, 林子堯, 陳昱名, 陳士綱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12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344-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周

易, 法夫子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11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343-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普考一般行政必備套書. 2023 年/高

凱, 嶺律師, 蘇世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4-348-1 ( 全 套 : 平 裝 ) 

NT$2600 普遍級  

普考地政必備套書. 2023 年/許恒輔, 

許文昌, 林玉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34-344-3 (全套 :平裝 ) NT$2790

普遍級  

普考財稅行政必備套書. 2023 年/施

敏, 孫妙雪, 蔡瑞祥, 許恒輔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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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 ISBN 978-626-334-350-4 (全套:

平裝) NT$2800 普遍級  

普考會計人員必備套書. 2023 年/孫

妙雪, 蔡瑞祥, 郭軍, 陳仁易, 王上達, 

曾繁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4-

346-7 (全套:平裝) NT$2820 普遍級  

*普通生物學. 4, 植物生理與動物生

理. 一/黃彪著 .-- 第三版 .-- 臺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1111 .-- 52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281-8-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普通生物學解題制霸/李時珍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35-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

領域本土語言閩南語文/宋展旭, 杜

靜宜, 林良吉, 許芷榛, 鄭凱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20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18-

91-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2/黃德壽, 池欣玲, 陳建森, 陳建樺, 詹

恩華, 黃子榮, 蔡佩芩, 黃羽淳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21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751-1-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4/黃德壽, 池欣玲, 陳建森, 陳建樺, 詹

恩華, 王嘉吉, 馬孟群, 彭彥鳴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20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751-2-8 (平裝)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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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用書. 2/孔

志明, 吳龍安, 張寶明, 蔡惠名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20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75-

9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

領域體育授課指引. 4/王鍵銓, 江振

德, 柯玉貞, 洪國銘, 陳仲立, 張金墉, 

許銘雄, 蔡宗儒, 謝孟媚, 蘇靖雯編著

委 員  .-- 再 版  .-- 新 北 市  : 泰 宇 , 

11111 .-- 163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57-6 (平裝) NT$160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堂旅行: 活動閱讀

歷程. 二/林偢萍, 陳菀萱, 曾鈺婷, 鄭

佳樺, 劉希珍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201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36-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數學練習講義. 第一冊/

三民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2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851-2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 第二冊/

林曉芬編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201 .-- 2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43-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乙版). 2, 圖解法律/羅巧書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5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

889-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學習歷程手冊(乙版). 2/廖蕙

玟, 劉炳勛, 羅巧書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202 .-- 68 面; 31 公分 .-

- ISBN 978-626-312-893-4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波以

耳實驗手札. V/楊美惠, 呂家榮, 陳怡

宏, 張祐穎, 廖窈萱編撰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65-7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

與護理. 下/苗迺芳, 丁麗玉, 王美霞, 

李淑卿, 吳俐蓉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75-2-7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普通型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6/黃德壽, 池欣玲, 陳建森, 陳建樺, 詹

恩華, 劉安鈞, 馬楷捷, 楊庭禎, 馬孟

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創新出版, 

1111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751-3-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期貨交易法規: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

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 1/ .-- 修訂二十

三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1202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421-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期貨商業務員

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 修訂

二十三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

會, 1120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04-0-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痣相術入門/程羲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77-8 (PDF) NT$280 普遍

級  

稅務法規(含概要)/平心編 .-- 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76-1 (PDF) NT$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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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93-5-2 (下

冊:平裝) NT$700 普遍級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

華財政學會編 .-- 增訂十三版 .-- 臺北

市 : 中華財政學會, 11111 .-- 2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903-2-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切出玄

机/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1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7-66-8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月历透

视镜/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69-9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魔宫密

码锁/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68-2 (平裝) 

普遍級  

超脑麦斯 STEAM 创意思维: 胜率设

计不简单/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1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47-67-

5 (平裝) 普遍級  

進會考. 國文(南版). 國中一下/何昀

倪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1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83-1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郵政考試企業管理. 112 版/公孫策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33-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微積分學習要訣/劉明昌編著 .-- 2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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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6-

9 (平裝) NT$920 普遍級  

新時代乙級數位電子術科實作寶典: 

使用 KiCad/Quartus II/繪圖法/劉國棋

校閱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66-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

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 112 版/蕭靖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08-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 2023 年版: 最新重點整

理 x 精選考題/劉憶娥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201 .-- 5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82-0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會計學精修/林棟編授 .-- 初版 .-- 臺

中市 : 大鴻海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986-06807-5-1 (上冊:平裝) 

NT$600 .-- ISBN 978-986-06807-6-8 (下

冊:平裝) NT$600 普遍級  

資料結構/王致强編著 .-- 12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1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29-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跟我學 Excel VBA: 從入門變高手(適

用 2019/2016/2013)/劉緻儀 , 江高舉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70-5 (PDF) NT$450 普遍級  

農業概論引導式筆記/文字復興編輯

小組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

興, 11112 .--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54-7-6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電力系統/張耀輝編 .-- 二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78-5 (PDF) NT$650 普遍

級  

電子電路實習/蔡朝洋編著 .-- 四版 .-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73-2 (平

裝) 普遍級  

電機機械(電工機械)/陳昭男編 .-- 十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70-9 (PDF)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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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472-0 (PDF) 

普遍級  

圖解教育心理學/吳俊憲, 吳錦惠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11-7 

(PDF) NT$320 普遍級  

圖 解 資 料 庫 系 統 理 論 : 使 用 SQL 

Server 實作/李春雄著 .-- 五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74-9 (PDF) 普遍級  

實戰 UX 工作現場: 創造更有價值的

產品與服務/松薗美帆, 草野孔希著; 

沈佩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69-9 (PDF) NT$450 普遍級  

*漫讀. 2022: 韋伯開眼=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蔡天劍, 李捷, 陳文心

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蔡 玉 谷 , 

11111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21-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管理學 X 經濟學: 大滿貫/王毅, 徐喬

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201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27-4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精準掌握 聴解 N5/初鹿野阿れ, 大木

理恵, 中村則子, 田代ひとみ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221-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

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 增訂十版 .-

- 臺北市 : 中華財政學會, 11111 .-- 

211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25-8-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蒙特梭利教育理論與實踐 /施淑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35-3 

(PDF) NT$480 普遍級  

製圖學習手冊/蔡勝安作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95-8 (平裝) NT$40 普遍

級  

銀行招考 金融基測. 2023: 國文英文

最新題庫完全攻略/宏典文化銀行招

考/金融基測對策研究小組編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4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87-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銀行招考 金融基測. 2023: 票據法(概

要) 銀行法(概要)最新題庫完全攻略/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金融基測對策研

究小組編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112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88-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銀行招考 金融基測. 2023: 會計學(概

要) 貨幣銀行學(概要)最新題庫完全

攻略/宏典文化銀行招考/金融基測對

策研究小組編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89-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銀行招考/金融基測. 2023: 國文(含公

文及短文寫作)最新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得勝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986-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銀行法(概要). 2023 年版: 最新重點整

理 x 精選考題/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90-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銀行專業英文. 2023 版: 最新重點整

理+精選考題/羅然編著 .-- 第 9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93-6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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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477-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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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73-7 (PDF) 普遍級  

數感實驗室.數學素養題型. 七下/數

感實驗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5-242-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數感實驗室.數學素養題型. 八下/數

感實驗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5-243-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賞味.作文/金庸編著 .-- 第六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04-5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學習歷程不 NG: 升學贏家攻略/陳光

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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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11201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842-0 (平裝) 普遍級  

學測週計畫 看這本就夠了!. 化學/邱

天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111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89-

0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學測週計畫 看這本就夠了!. 數學 A/

林宏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11112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

88-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學測極速衝刺: 數學 A/林志強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201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07-850-5 (平裝) 普遍級  

導遊、領隊人員考試外語導遊領隊

英文歷屆試題二合一考證 all pass/鼎

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82-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導遊、領隊人員考試領隊人員歷屆

試題三合一考證 all pass/鼎文名師群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

084-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導遊、領隊人員考試導遊人員歷屆

試題三合一考證 all pass/鼎文名師群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

081-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導遊領隊英文/郭靖編 .-- 八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74-7 (PDF) NT$520 普遍

級  

導遊領隊實務 . 一 /王羿婷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63-1 (PDF) 

NT$520 普遍級  

導遊領隊實務 . 二 /令澤豐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79-2 (PDF) 

NT$520 普遍級  

導遊領隊觀光資源概要/郭子儀編 .-- 

2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71-6 (PDF) 

NT$550 普遍級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司法

版)/劉沛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62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23-6 (平裝) 

NT$620 普遍級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警察

版)/劉沛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62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24-3 (平裝) 

NT$620 普遍級  

機車考照手冊. 2023/智繪文化作 .-- 

初版 .-- 苗栗縣 : 智繪文化, 11112 .-- 

20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7514-3-8 (平裝) NT$22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分科測驗模擬試題解

析: 公民與社會/薪橋編輯部編著 .-- 

11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1112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928-0-

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分科測驗模擬試題解

析: 化學/薪橋編輯部編著 .-- 17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1112 .-- 3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96-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分科測驗模擬試題解

析: 生物/薪橋編輯部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1112 .-- 3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97-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分科測驗模擬試題解

析: 地理/薪橋編輯部編著 .-- 15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1112 .-- 4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99-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分科測驗模擬試題解

析: 物理/薪橋編輯部編著 .-- 17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1112 .-- 3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95-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分科測驗模擬試題解

析 : 數學甲 /薪橋編輯部編著  .-- 17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1112 .-- 2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94-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歷屆公立高中分科測驗模擬試題解

析: 歷史/薪橋編輯部編著 .-- 17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1112 .-- 3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98-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瓢蟲找媽媽: 2~3 歲繪本主題教學手

冊/廖婉真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 北 市 寶 貝 媽 咪 托 嬰 中 心 , 

11111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575-6-1 (平裝) 普遍級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4 下/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9-399-4 (平裝) 普遍級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4 下/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1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

400-7 (平裝) 普遍級  

諮商輔導. 112 版/彭博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19-9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輸配電 /蕭豐修 , 黃慧容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372-

5 (平裝) 普遍級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

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 增訂十

版 .-- 臺北市 : 中華財政學會, 11111 .-

- 2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903-0-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2 年: 基礎醫

學/林益帆, 洪翊凱, 楊秉豪, 謝詠佳, 

陳昶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120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90-9 (平裝) 普遍級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III, 臨床血清免

疫學與臨床病毒學/陳連城, 康情作 .-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 67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

334-342-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藥學夜總會: 藥師一階國考歷屆試

題 106 年~111 年+試題精選/麒麟編

著 .-- 臺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1111 .-

- 49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281-7-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證券商高

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

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 修訂二十四

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 

11202 .-- 6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421-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證券商業

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 

修訂二十三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

基金會, 11202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21-7-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題庫/ .-- 

修訂五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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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1202 .-- 61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04-1-1 (平裝) NT$690 普

遍級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證券商業務員

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 修訂

十九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1202 .-- 45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421-8-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關務人員招考關稅(務)法規(含概要)/

胡劭安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75-4 (平裝) NT$640 普遍級  

關鍵圖表會考通. 公民/李依依, 姚彥

禎, 簡慈潔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11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82-4 (平裝) NT$310 普

遍級  

關鍵圖表會考通. 地理/林喬伊, 高宇

佳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1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80-0 (平裝) NT$310 普遍級  

關鍵圖表會考通. 歷史/吳宥芯編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11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81-

7 (平裝) NT$31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乙組 (行政警察 )套書 . 

2023/李宜藍, 邱鉦倫, 倪明, 高偉欽, 

陳書翊, 謝坤鐘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44-7 (全套:平裝) 

NT$2630 普遍級  

警專入學考-甲組(刑事警察/交通管

理/科技偵查/消防安全/海洋巡防)套

書. 2023/李宜藍, 邱鉦倫, 倪明, 高偉

欽, 曾禹童, 陳名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37-445-4 (全套:平裝) 

NT$26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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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474-4 (PDF) 普遍級  

警專甲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

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

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475-1 (PDF) 

普遍級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四版)/陸維良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37-9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警察 刑法概要/陳介中編 .-- 8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12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41-0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贏 戰 分 科 測 驗 歷 屆 試 題 . 化 學 . 

106~111/張立審訂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83-5 (平裝) 普遍級  

贏 戰 分 科 測 驗 歷 屆 試 題 . 生 物 . 

106~111/郭人仲審訂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82-8 (平裝) 普遍

級  

贏 戰 分 科 測 驗 歷 屆 試 題 . 地 理 . 

106~111/徐瑞萍, 林菲, 全國模考命題

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84-2 (平裝) 普遍級  

贏 戰 分 科 測 驗 歷 屆 試 題 . 物 理 . 

106~111/鍾怡, 陸怡中審訂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12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81-1 (平裝) 

普遍級  

護理師先峰: 微生物免疫學/吳念華

著  .-- 十 一 版  .-- 臺 中 市  : 及 第 , 

11111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612-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鐵路法小法典/張大智編著 .-- 五版 .-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11 .-- 

3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94-

38-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兒童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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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32-2 (EPUB) 普遍

級  

10 歲開始自己做生涯規畫: 讓喜歡的

事變成工作,提前部署快樂又有成就

的人生/寶槻泰伸監修; 李彥樺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4-25-0 (PDF) 

普遍級  

10 歲開始自己做生涯規畫: 讓喜歡的

事變成工作,提前部署快樂又有成就

的人生/寶槻泰伸監修; 李彥樺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4-26-7 

(EPUB)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書: 一起過冬天/李思娉

總編輯; 薇光年, 謝美芳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1202 .-- 1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03-7-7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書: 我長大了/李思娉總

編輯; 陳翊榛, 謝美芳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202 .-- 

1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896-0-6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書: 彩虹出現了/李思娉

總編輯; ㄚ鴻, 謝美芳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202 .-- 

1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03-9-1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書: 蒲公英隨風飛/李思

娉總編輯; 楊小慧, 謝美芳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1202 .-- 1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03-8-4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繪本: Go! Go! Go!/李思

娉總編輯; Red Chen 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202 .-- 

1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03-5-3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繪本: I Can Help/李思娉

總編輯; 蕭秝緁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202 .-- 1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03-4-

6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繪本: I'm Ready/李思娉

總編輯; 張霸子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202 .-- 1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03-6-

0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繪本: The Spring Fairy/李

思娉總編輯; 楊小慧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202 .-- 

1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03-3-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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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歲小女生的性教育寶典: 探索青春

期の 23 個關鍵(身體篇)/孫京伊著; 申

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0-10-7 (PDF) 普遍級  

9 歲小女生的性教育寶典: 探索青春

期の 23 個關鍵(身體篇)/孫京伊著; 申

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0-11-4 (EPUB) 普遍級  

9 歲小女生的性教育寶典: 解決青春

期の 30 個心事(心理篇)/孫京伊著; 申

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0-12-1 (EPUB) 普遍級  

9 歲小女生的性教育寶典: 解決青春

期の 30 個心事(心理篇)/孫京伊著; 申

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0-13-8 (PDF) 普遍級  

9 歲小男生的性教育指南: 消除青春

期の 25 個煩惱(心理篇)/孫京伊著; 申

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0-14-5 (PDF) 普遍級  

9 歲小男生的性教育指南: 消除青春

期の 25 個煩惱(心理篇)/孫京伊著; 申

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0-15-2 (EPUB) 普遍級  

9 歲小男生的性教育指南: 揭開青春

期の 20 個祕密(身體篇)/孫京伊著; 申

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0-16-9 (EPUB) 普遍級  

9 歲小男生的性教育指南: 揭開青春

期の 20 個祕密(身體篇)/孫京伊著; 申

旻鑫譯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0-17-6 (PDF) 普遍級  

Bravery & Tenderness/王琦婷文.圖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72-1 (HTML)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big reader). 13/writer 

Scout Creson; illustrator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201 .-- 3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37-6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big reader). 14/writer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or Red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201 .-- 3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

626-7179-38-3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big reader). 15/writer 

Scout Creson; illustrator Red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201 .-- 3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

626-7179-39-0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big reader). 16/writer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or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201 .-- 32 面; 4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40-6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mini reader). 

13/writer Scout Creson; illustrator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201 .-- 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79-33-8 (平裝) 普遍

級  

Bumblebee readers(mini reader). 

14/writer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or Red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201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9-34-5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mini reader). 

15/writer Scout Creson; illustrator Red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201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9-35-2 (平裝) 普遍級  

Bumblebee readers(mini reader). 

16/writer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or 

Explorer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201 .-- 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79-36-9 (平裝) 普遍

級  

Ellis kids(studentbook). level 3 T3-5, 

how many blinks?/editor in chief Yu-Chu 

Chen .-- 桃園市 : 龍行文教, 11110 .-- 

3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815-

0-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First coding: data and memory/written by 

Sam Thompson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1-9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coding: debugging code/written by 

Sam Thompson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2-6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coding: logic/written by Sam 

Thompson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0-2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First coding: online safety/written by 

Sam Thompson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3-3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coding: simple algorithms/written 

by Sam Thompson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626-95736-9-1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coding: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written by Sam Thompson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 23X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5736-8-4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First science: electricity/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32-1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science: hot and cold/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49-30-7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science: light/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31-4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science: magnets/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34-5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science: materials/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36-9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science: pushes and pulls/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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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249-33-8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science: sound/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35-2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irst science: weather/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9-1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orest explorer: birds/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9-5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Forest explorer: forest creatures/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0-0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orest explorer: minibeasts/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2-4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orest explorer: mushrooms and 

fungi/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7-

1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Forest explorer: rocks,sticks,and the 

forest floor/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 23X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876-5-7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Forest explorer: rot and mould/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6-4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Forest explorer: trees/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8-8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Forest explorer: water and mud/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6-4-0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Girls causin' chaos/MuChing Chen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89-

92-4 (精裝) NT$777 普遍級  

Happy lion club reading book. 3/project 

editor Vera Liu, Kiki Liu, Ryan 

Maggetti .-- 臺 南 市  : 學 獅 教 育 , 

1120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119-7-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Happy lion club reading book. 4/project 

editor Vera Liu, Kiki Liu, Ryan 

Maggetti .-- 臺 南 市  : 學 獅 教 育 , 

1120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119-8-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00 普遍級  

Happy lion club. 3/project editor Vera 

Liu, Kiki Liu, Ryan Maggetti .-- 臺南市 : 

學獅教育, 1120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19-5-9 (平裝附光碟

片) NT$700 普遍級  

Happy lion club. 4/project editor Vera 

Liu, Kiki Liu, Ryan Maggetti .-- 臺南市 : 

學獅教育, 1120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119-6-6 (平裝附光碟

片) NT$700 普遍級  

Healthy eating: fats and sugars/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49-48-2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Healthy eating: fruit/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44-4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Healthy eating: meat & fish/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49-46-8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Healthy eating: milk & dairy 

products/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

45-1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Healthy eating: starchy foods/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49-47-5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Healthy eating: vegetables/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49-43-7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Human habitats: life by the river/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51-2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Human habitats: life by the sea/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52-9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Human habitats: life in the city/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49-9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Human habitats: life in the forest/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53-6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Human habitats: life in the 

mountains/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54-

3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Human habitats: life on an island/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50-5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Kids Readers/ .-- 二版 .-- 臺北市 : 唐威

廉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986-

5619-94-7 (全套:平裝) NT$150 普遍級  

Let's Go To YongChunPi!/翁念慈文 .

圖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73-8 (HTML) 普遍級  

Life cycles: life cycle of a 

butterfly/written by Kirsty Holmes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3-

1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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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cycles: life cycle of a 

chicken/written by Kirsty Holmes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5-

5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Life cycles: life cycle of a frog/written by 

Kirsty Holmes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4-8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Life cycles: life cycle of a 

honeybee/written by Kirsty Holmes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55-

0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Life cycles: life cycle of a shark/written 

by Kirsty Holmes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6-2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Life cycles: life cycle of a tree/written by 

Kirsty Holmes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1-7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Livekids story series. level 1= 小學生必

讀 品 格 故 事 英 語 繪 本 . 1/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希 伯 崙 公 司 , 

11201 .-- 10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707-0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Livekids story series. level 2= 小學生必

讀 品 格 故 事 英 語 繪 本 . 2/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希 伯 崙 公 司 , 

11112 .-- 10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705-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Making things work: axles and 

wheels/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36-7-

7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Making things work: batteries and 

bulbs/written by Robin Twiddy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36-3-

9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Making things work: buzzers and 

bells/written by Alex Brind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36-4-6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Making things work: levers and 

pulleys/written by Alex Brinded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36-6-

0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Making things work: motors and 

gears/written by Alex Brinded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36-5-

3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Making things work: switches and 

circuits/written by Alex Brinded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36-2-

2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Materials: glass/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40-6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Materials: metal/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41-3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Materials: plastic/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37-6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Materials: rock/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39-0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Materials: water/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38-3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Materials: wood/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42-0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Noah & His Friends/張睿嫻文.圖 .-- 臺

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75-2 

(HTML) 普遍級  

Parts of a plant: flowers/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49-10-9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Parts of a plant: leaves/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49-08-6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Parts of a plant: roots/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9-3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Parts of a plant: seeds/written by Gemma 

McMullen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07-9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Parts of an animal: amphibians/written by 

Emilie Dufresn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17-8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Parts of an animal: birds/written by 

Emilie Dufresn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19-2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Parts of an animal: fish/written by Emilie 

Dufresn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16-1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Parts of an animal: insects/written by 

Emilie Dufresn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15-4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Parts of an animal: mammals/written by 

Emilie Dufresn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0-8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Parts of an animal: reptiles/written by 

Emilie Dufresn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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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249-18-5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6: big storybook. 1, a 

trip to remember/written by Scout Creson;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28

面; 40X4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22-2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6: big storybook. 2, 

with a strum and a wink!/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Yi-Jhen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201 .-- 28 面; 40X4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23-9 (平裝) 普遍

級  

Rainbow explorers. 6: big storybook. 3, 

Gerald learns to lose/written by Scout 

Creson; 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28

面; 40X4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24-6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6: big storybook. 4, 

the big balloon race/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 .-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201 .-- 28 面; 40X4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25-3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6: mini storybook. 1, 

a trip to remember/written by Scout 

Creson;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18-5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6: mini storybook. 2, 

with a strum and a wink!/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Yi-Jhen 

Ch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201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19-2 (平裝) 普遍

級  

Rainbow explorers. 6: mini storybook. 3, 

Gerald learns to lose/written by Scout 

Creson; 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20-8 (平裝) 普遍級  

Rainbow explorers. 6: mini storybook. 4, 

the big balloon race/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 .-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何 嘉 仁 , 

11201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21-5 (平裝) 普遍級  

Reading house. stater: little 

mermaid/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Serina Eisele; illustrated by Pauline 

Reeves .-- 臺北市 : 敦煌, 11112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231-04-

3 ( 精 裝 ) NT$180 .-- ISBN 978-626-

7231-05-0 (精裝附光碟片) NT$380 普

遍級  

Seasons of the year: autumn/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3-9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Seasons of the year: spring/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1-5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Seasons of the year: summer/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2-2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Seasons of the year: winter/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4-6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Steam reader: poverty/sleep/Mahatma 

Gandhi/making friends/ .-- 高雄市 : 美

樂蒂文教,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4-005-7 ( 平 裝 ) 

NT$335 普遍級  

Steam reader: wash your hands/great 

eats/animals help us/they don't go to 

school/ .-- 高 雄 市  : 美 樂 蒂 文 教 ,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4-003-3 (平裝) NT$335 普遍級  

Steam reader: what do you want to 

be?/favorite sports/take care of your 

teeth/dear diar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4-004-0 (平裝) NT$335 普

遍級  

The lives of minibeasts: amazing 

ants/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14-7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The lives of minibeasts: beautiful 

butterflies/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11-

6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The lives of minibeasts: busy 

bees/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12-3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The lives of minibeasts: wiggly 

worms/written by Holly Duhig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13-

0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The moss twins/illustrator Seed Design .-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務局, 11112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47-

8 (精裝) NT$480 普遍級  

The reading lab: now you see/by Andre 

Louw; illustrator Alexandra Colombo .-- 

臺北市 : 敦煌, 11112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231-06-7 (平裝) 

NT$195 普遍級  

The reading lab: potluck problem/by Joel 

Finnestad; illustrator Maggie Yu .-- 臺北

市 : 敦煌, 11112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31-03-6 ( 平 裝 ) 

NT$195 普遍級  

Toward Freedom/陳楷蕾文.圖 .-- 臺中

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74-5 

(HTML) 普遍級  

Weather explorers: rain/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5-3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Weather explorers: snow/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8-4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Weather explorers: sunshine/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6-0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Weather explorers: wind/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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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12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49-27-7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生活科學/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君

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12 .-- 約 3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25-8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地球奧祕/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君

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12 .-- 約 3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26-5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宇宙探索/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君

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12 .-- 約 3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27-2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身體密碼/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君

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12 .-- 約 3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28-9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科技解密/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君

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12 .-- 約 3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29-6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動物行為/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君

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12 .-- 約 3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31-9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動物冷知識/小牛

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

君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1112 .-- 約 3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0-32-6 (線上有聲書(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動物身體/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君

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12 .-- 約 3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30-2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植物小秘密/小牛

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

君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1112 .-- 約 3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0-33-3 (線上有聲書(MP3)) 

NT$175 普遍級  

WOW 原來是這樣: 植物生長/小牛頓

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作; 馬君

佩朗讀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1112 .-- 約 3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0-34-0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75 普遍級  

「大屁股警長」系列(世界偉人+歷

史名人)/小室尚子文; 李彥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4-17-5 (EPUB) 

普遍級  

「大屁股警長」系列(世界偉人+歷

史名人)/小室尚子文; 李彥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4-18-2 (PDF) 

普遍級  

「大屁股警長」系列(世界偉人+歷

史名人)/小室尚子文; 高井喜和圖; 李

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24-21-

2 (全套:平裝) NT$640 普遍級  

一代女皇武則天/林德威作; 郭莉蓁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86-7 (平裝) 普遍級  

一起唱兒歌: 放眼看世界/黃晨迪主

編; Pirdou 林柏辰插圖 .-- 臺北市 : 何

嘉仁, 11201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31-4 (平裝) 普遍

級  

了不起的植物圖鑑: 出乎預料!原來

植物有祕密!/石井英男著; 下間文惠

圖;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32-7 (EPUB) NT$196 普遍級  

大人山下跌倒/王文華文; 徐至宏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70-0 

(EPUB) 普遍級  

大自然繪本套書(暢銷紀念版). 1/黛

安娜.哈茨.阿斯頓(Dianna Hutts Aston)

文; 希薇亞.隆(Sylvia Long)圖; 張東君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 

11202 .-- 冊 .-- ISBN 978-626-7038-67-

3 (全套:精裝) NT$999 普遍級  

*大風吹過竹籬笆 /粘忘凡文 ; 羅寗

繪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1112 .-- 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74-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小小口袋书.一分钟破案: 金牌大侦

探篇/魏红霞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

際書局, 11201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0761-98-6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小小口袋书.一分钟破案: 智勇小神

探篇/魏红霞编着 .-- 新北市 : 大眾國

際書局, 11201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0761-99-3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小小的回音/阿爾.羅丁(Al Rodin)文.

圖;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201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465-0 (精裝) 普遍

級  

小小背包客遊寶島/黃晨迪文; Pirdou

林柏辰圖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

7179-27-7 (精裝) 普遍級  

小小記者環球報導/黃晨迪文; Pirdou

林柏辰圖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

7179-29-1 (精裝) 普遍級  

小小雪人過冬天/葉衣婷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葉衣婷,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09-3 (PDF) 

普遍級  

小小導遊世界之旅/黃晨迪文; Pirdou

林柏辰圖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

7179-30-7 (精裝) 普遍級  

小小藝術家國際展/黃晨迪文; Pirdou

林柏辰圖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

7179-28-4 (精裝) 普遍級  

小河童生氣了/Poca 作 .-- 臺北市 : 小

光點,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28-05-0 (EPUB) 普遍級  

小河童生氣了/Poca 作 .-- 臺北市 : 小

光點,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28-06-7 (PDF) 普遍級  

小狐狸的龍眼乾/姜子安作; 喵伊繪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1 .-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556-53-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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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狐狸逛雜貨店/姜子安作; 喵伊繪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1 .-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556-54-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小花 sefáè/張英珉原著; 郭玫芬改

編 .-- 臺北市 : 北市客委會, 11111 .-- 

7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99-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小班/李若昕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202 .-- 40 面; 19X19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67-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小 喜 與 朋 友 們 2022= Chelsea and 

friends 2022/侯慧, 王曉鳳編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疾管署,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60-00-5 (全套:平裝) 

NT$499 普遍級  

小蝌蚪/曾竺湘圖.文 .-- 初版 .-- 新北

市 : 曾竺湘, 11112 .-- 32 面; 10X15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32-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小學生童話字典. 1/哲也, 戎林, 劉勇, 

劉戎撰文 ; 劉向偉 , 李詩鵬工作室

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23-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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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03-8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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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04-5 (PDF) 普遍級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3, 腦疾病,克服痛

苦回憶!/高嬉貞作; 趙勝衍繪; 林佩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19-9 (PDF) 普遍級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3, 腦疾病,克服痛

苦回憶!/高嬉貞作; 趙勝衍繪; 林佩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20-5 (EPUB) 普遍級  

小靈魂與地球/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法蘭克.瑞奇歐圖; 

林淑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719-3 (EPUB) 普遍級  

不願開屏的孔雀/亞麗.葛拉罕.麥肯

(Acree Graham Macam)文; 娜塔莉.尼

爾森(Natalie Nelson)圖; 賴嘉綾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1111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610-1-5 (精裝) NT$299 普遍級  

中西花卉畫什麼畫?/謝鑫佑作; 陶一

山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81-2 (平裝) 普遍級  

五色鳥與他的好朋友/謝芝萱, 謝詩

曼作 .-- 高雄市 : 高市環保局, 11111 .-

-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1-

24-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六堆母親河: 龍頸溪創作繪本集/陳

麗萍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

府,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59-

02-3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公主出任務系列: 暢銷紀念套書(1-5

集)/珊寧.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

爾 (Dean Hale) 文 ; 范 雷 韻 (LeUyen 

Pham)圖; 黃筱茵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00-40-7 (全套:平裝) 

NT$1500 普遍級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5&6, 科學怪探的

祕密/翁裕庭作; 步烏, 米巡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2 .-- 冊 .-- 

ISBN 978-957-32-9900-4 (全套:平裝) 

NT$560 普遍級  

木馬屠城記/希臘神話原著; 管家琪

改寫; 蔡豫寧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8-541-7 (EPUB) NT$220 普

遍級  

水雉爸爸要帶娃/林依靜作 .-- 高雄

市 : 高市環保局, 11111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1-28-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世界車車大對決= 툭툭, 달려라!/鄭

旻智文; 金泰亨圖; 鄭筱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2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49-118-

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世界餐桌大不同= 맛있게 꿀꺽/梁惠

媛文; 張孝媛圖;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49-115-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以足尖躍步的精靈/陳瀅巧作; 吳昭

季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85-0 (平裝) 普遍級  

出發!!!尋找花蜜吧/張奕程, 詹明修, 

林品汝, 屈俐圖文編輯 .-- 臺中市 : 弘

光科大文創系, 11201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99-39-2 (精裝) 

NT$450 普遍級  

卡夫卡的<<變形記>>/洪嘉均作; 郭

莉蓁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80-5 (平裝) 普遍級  

尼克叔叔的書箱/施佩君文; 蔡元婷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 

11202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40-468-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1, 洪水神話: 螃蟹與巨蛇/

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

文; 全正文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朗

讀; 王秀鳳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11 .-- 約 63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335-8 (線上有

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10, 孤兒變地鼠/田哲益(達

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文; 全正文

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朗讀; 王秀鳳

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約 3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344-0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30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2, 小孩貪吃變猴子的故事

/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

文; 全正文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朗

讀; 王秀鳳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11 .-- 約 54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336-5 (線上有

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3, 孩子變老鷹的故事/田

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文; 

全正文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 .朗讀; 

王秀鳳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1111 .-- 約 58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20-337-2 (線上有聲

書(MP3))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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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4, 射日英雄/田哲益(達西

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文; 全正文布

農族巒語族語譯寫.朗讀; 王秀鳳華

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約 6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338-9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30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5, 百步蛇的故事/田哲益

(達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文; 全正

文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朗讀; 王秀

鳳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11 .-- 約 5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39-6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6, 癩蝦蟆的故事/田哲益

(達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文; 全正

文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朗讀; 王秀

鳳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11 .-- 約 5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40-2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7, 人蛇大戰的故事/田哲

益(達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文; 全

正文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朗讀; 王

秀鳳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約 5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41-9 (線上有聲書

(MP3)) NT$30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8, 蜥蜴拯救布農族人的故

事/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

撰文; 全正文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

朗讀; 王秀鳳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約 52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342-6 (線上有

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布農族民俗動物神話與傳說故事繪

本有聲書. 9, 狗變成人的故事/田哲

益(達西烏拉彎.畢馬)總策畫.撰文; 全

正文布農族巒語族語譯寫.朗讀; 王

秀鳳華語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約 4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43-3 (線上有聲書

(MP3)) NT$300 普遍級  

母親河的呢喃: 龍頸溪/東寧國小一

二年級學生繪圖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46 面; 21X29 公分 .-

- ISBN 978-626-7117-99-6 (精裝) 普遍

級  

永遠的神探福爾摩斯/林德威作; 柯

廷霖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82-9 (平裝) 普遍級  

生命的脈動: 愛河/林琼雯, 梁囷畫, 梁

銘順繪圖 .-- 高雄市 : 高雄市龍華國

小, 11111 .-- 23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1-23-3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石虎是貓不是虎/楊傅武作; 阿 Lon 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76-8 (平裝) 普遍級  

交趾陶之美/賴力瑋, 邱炳榮作 .-- 臺

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60-8 

(HTML) 普遍級  

全家一起玩科學實驗遊戲. 1: 50 個科

學遊戲 X 六大生活素材,拉近孩子與

科學的距離/韓知慧, 孔先明, 趙昇珍, 

柳潤煥作;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99-4 (PDF) 普遍級  

回家(中英對照)/詹夢莉文.圖 .-- 臺中

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111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30-17-2 (精裝) 

NT$360 普遍級  

好吃的菜,也有美美的花/梅菲比作; 

黃郁軒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

文化, 111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72-0 (平裝) 普遍級  

*好棒的聖誕夜/拉潔.凱拉(Raj Kaur 

Khaira)文; 卡西雅.諾沃賈絲卡(Kasia 

Nowowiejska)圖; 李紫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111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212-415-

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守護/曾竺湘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曾竺湘, 11112 .-- 40 面; 10X15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31-1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安妮的好選擇: 心平氣和、不生氣/

麗莎.雷根(Lisa Regan)著; 露西.尼爾

(Lucy Neale)繪; 李政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32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580-3 (精裝) 

NT$330 普遍級  

成長的路,自己走過才算數/喬安娜.

麥克倫尼(Joanna McInerney)文; 光&

蓮(Quang & Lien)圖; 黃婷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00-0-8 (PDF) 

普遍級  

托斯坎尼橄欖季/陳瀅巧作; 陳鶯萍

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68-3 (平裝) 普遍級  

有趣的相撲力士/Ron 作; 阿 Lon 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84-3 (平裝) 普遍級  

百科翻翻書/呦呦童著; 亞靈繪 .-- 新

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3 .-- 冊 .-- ISBN 

978-986-223-783-0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百科翻翻書: 揭祕火車/呦呦童著; 亞

靈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3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23-

781-6 (精裝) NT$299 普遍級  

百科翻翻書: 揭祕宇宙/呦呦童著; 亞

靈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3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23-

777-9 (精裝) NT$299 普遍級  

百科翻翻書: 揭祕汽車/呦呦童著; 亞

靈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3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23-

782-3 (精裝) NT$299 普遍級  

百科翻翻書: 揭祕垃圾/呦呦童著; 亞

靈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3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23-

776-2 (精裝) NT$299 普遍級  

百科翻翻書: 揭祕建築工地/呦呦童

著; 亞靈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 

11203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223-775-5 (精裝) NT$299 普遍級  

百科翻翻書: 揭祕機械/呦呦童著; 亞

靈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3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23-

780-9 (精裝) NT$299 普遍級  

百科翻翻書: 揭祕機場/呦呦童著; 亞

靈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3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23-

778-6 (精裝) NT$299 普遍級  

百科翻翻書: 揭祕醫院/呦呦童著; 亞

靈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3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23-

779-3 (精裝) NT$2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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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變生活音效書/風車編輯群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773-

1 (精裝) NT$399 普遍級  

老伯伯老婆婆搬石頭/陽小星圖; 陽

小星, 陽朵那文字 .-- 臺北市 : 陽楊家,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55-0-9 (PDF) 普遍級  

*色彩萬花筒主題課程創意作品集 /

芎林鄉立幼兒園 111 學年度西瓜班

全體師生作 .-- 初版 .-- 新竹縣 : 荔枝

老師工作室, 11111 .-- 24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878-0-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行動,讓世界變得更好/周姚萍文; 孫

心瑜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06-3 (EPUB) NT$360 普

遍級  

行動,讓世界變得更好/周姚萍文; 孫

心瑜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07-0 (PDF) NT$360 普遍

級  

亨利的好選擇: 不要動手打人、破壞

東西出氣 /麗莎.雷根(Lisa Regan)著; 

露西.尼爾(Lucy Neale)繪; 李政賢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32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581-0 (精裝) NT$330 普遍級  

何處是我家. 天空篇/Miryam 文; 一隻

羔羊圖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 , 

11112 .-- 1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95506-7-8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何處是我家. 海洋篇/馬維欣文; 熊子

圖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 11112 .-- 

1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

95506-5-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何處是我家. 陸地篇/Miryam 文; 青與

Tsing-Yu 圖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 

11112 .-- 1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95506-6-1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你一半我一半/邱艾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羅慧夫基金會, 1111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84-7-

9 (平裝) NT$70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全十集 )/廣嶋玲子作 ;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步步,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7174-27-2 (全套 :平裝 ) NT$3200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9&10 套書: 妖怪們的賀

禮/千彌之秋,彌助之冬/廣嶋玲子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步步,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7174-26-5 (全套:平裝) NT$640 普

遍級  

形形色色的星星學校/尹真賢作; 簡

郁璇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8-07-4 

(EPUB) 普遍級  

形形色色的星星學校/尹真賢作; 簡

郁璇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8-08-1 

(PDF) 普遍級  

快乐唱读趣: 成语故事/幼福编辑部

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 

11201 .-- 96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0761-90-0 (精裝) NT$200 普

遍級  

快乐唱读趣: 念唐诗/幼福编辑部编

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201 .-

- 96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

0761-91-7 (精裝) NT$200 普遍級  

快跑,騰雲妖馬來了/王文華文; 徐至

宏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71-7 (EPUB) 普遍級  

快樂探索學習系列/坂井建雄, 川島

隆太監修; 許郁文, 林佩蓉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510-3-0 (全套:

精裝) NT$720 普遍級  

我心裡的對話框/吉田隆太文.圖; 詹

慕如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27-4 (PDF) 普遍級  

我心裡的對話框/吉田隆太文.圖; 詹

慕如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28-1 (EPUB) 普遍級  

我可以自己睡覺了(真的!)/洪秀姈作.

繪; 孔奕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2-335-5 (EPUB) NT$238 普

遍級  

我來幫你開/吉竹伸介文.圖; 游珮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77-9 (EPUB) 普遍級  

我的 STEAM 翻翻書: 生氣蓬勃的自

然/智慧鳥作.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201 .-- 1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7230-09-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的 STEAM 翻翻書: 浩瀚無際的宇

宙/智慧鳥作.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201 .-- 1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7230-08-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的神奇棉被/鈴木典丈文.圖; 林真

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202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440-466-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我的夢幻學校/鈴木典丈文.圖; 林真

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202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440-469-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我是快樂小店長/王人平, 吳咸蘭, 施

慧宜, 許瑋捷, 陳慧淇, 賴韻天, 薛伊

廷作; Ohno Studio 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心理, 11111 .-- 32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78-38-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 我 相 信 我 自 己 / 艾 瑪 . 陶 德 (Emma 

Dodd)著; 李紫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1111 .-- 28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212-412-3 (精裝) 

NT$250 普遍級  

我 們 要 怎 麼 幫 助 小 蜜 蜂 ?/Katie 

Daynes 作; Róisín Hahessy 插圖; 李思

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0-77-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我 們 要 怎 麼 幫 助 北 極 熊 ?/Katie 

Daynes 作; Róisín Hahessy 插圖; 李思

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0-76-3 (精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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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6649-0 (EPUB) 普遍

級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 

字母篇/紙上魔方編.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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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43-518-6 (PDF) NT$280 普遍

級  

村庄的守護神: 伯公/高子雲, 鍾裕朋, 

林佳芬, 趙天民, 吳宇斌文字; 黃詩雅, 

賴佑誠, 林瑋宸, 陳宥廷, 張宸, 林宗

賢, 吳昕勇, 楊鳶, 林鈺享, 黃品諼, 高

恩綺, 林亞歆, 邱渝晴, 劉宛欣, 陳拓

宇, 黃少禾, 陳佳晟, 黃品碩, 林宥希, 

曾志中, 黎璟明, 曾翰升, 湯又龍, 李

侑芯, 張翊庭, 陳苡廷, 陳又靚, 曾唯

茜, 劉育萱, 鄭又慈, 郭羽瑄, 潘禹潔, 

曾靖雅, 黃可馨繪圖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112 .-- 46 面; 21X29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00-9 (精裝) 

普遍級  

杜 杜 先 生 在 哪 裡 ?= Where is Mr. 

Dodo?/Alice Coco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柯秋逸, 11109 .-- 48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520-4 (精裝) 

NT$450 普遍級  

來 聊 聊 石 頭 吧 !( 中 英 雙 語 點 讀

版 )/Emmy Kastner 作 .插畫 ; 何妍萱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12 .-- 3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0-74-9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來聊聊昆蟲吧!/Emmy Kastner 作.插畫;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12 .-- 3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0-72-5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來聊聊雨林吧!/Emmy Kastner 作.插畫;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12 .-- 3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0-75-6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來聊聊恐龍吧!/Emmy Kastner 作.插畫;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12 .-- 3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0-73-2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呱呱搶救大西瓜/林秋萍文; 周子涵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548-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呱呱搶救大西瓜/林秋萍文; 周子涵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74-2 

(PDF) NT$380 普遍級  

怪怪魚: 一段關於海洋塑膠的生態冒

險故事/Naomi Jones, James Jones 作; 

游珮芸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8-09-8 

(EPUB) 普遍級  

怪怪魚: 一段關於海洋塑膠的生態冒

險故事/Naomi Jones, James Jones 作; 

游珮芸譯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8-10-4 

(PDF) 普遍級  

承受生命重量的字紙: 敬字亭/劉珮

均, 張美華文字; 鄧詠心, 徐文悅, 柳

襄綾, 鍾昀築, 廖鈺珍, 劉峻華, 鍾羽

晴, 魏穎晞, 戴妍, 鍾欣桐, 鍾信瀓, 鍾

信澔繪圖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46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626-7259-01-6 (精裝) 普遍級  

放天燈: 夜空中的祝福/林家成文; 林

欣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12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556-55-6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東方快車謀殺案/W.Chi 作; 江長芳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90-4 (平裝) 普遍級  

波波換牙記/李萌, 王嘉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201 .-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30-

19-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玫瑰少年/孟妤榛, 陳意涵作 .-- 臺中

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61-5 

(HTML) 普遍級  

空空如也博物館. 1: 夢遊青銅夜宴/

米家貝文; 蚩尤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655-1 (EPUB) 普遍級  

空空如也博物館. 1: 夢遊青銅夜宴/

米家貝文; 蚩尤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656-8 (PDF) 普遍級  

長大想要做什麼呢?/溫家豪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3-07-

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阿里山的守護神/吳秉均, 李正宇文.

圖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62-2 (HTML) 普遍級  

阿英上學/蔡淑媖作; 郭莉蓁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201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57-0 (精裝) NT$360 普遍級  

阿英放學/蔡淑媖作; 許景翔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201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56-

58-7 (精裝) NT$360 普遍級  

阿偕的鬍鬚/盧怡方文; 蔡豫寧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長老淡水

教會, 111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33-2-3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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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73-1 

(EPUB) 普遍級  

咦?是由什麼做的呢?/大森裕子文,圖; 

林真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1202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440-471-1 (精裝) 普遍

級  

咦?會做出什麼呢?/大森裕子文.圖; 

林真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1202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440-470-4 (精裝) 普遍

級  

屋瓦 /蔡淑媖作; 王瀅琇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201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56-56-

3 (精裝) NT$360 普遍級  

是神乎其技!/黃佩芬作; 久久出版工

坊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71-3 (平裝) 普遍級  

是推還是敲?/吳碩禹作 ; 柯廷霖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74-4 (平裝) 普遍級  

柳林中的風聲(中英雙語典藏版)/肯

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著; 

亞瑟.拉克姆(Arthur Rackham), 曾銘祥

繪; 謝世堅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13-6 (EPUB) NT$330 普遍級  

科學小偵探. 2, 勇闖科學樂園/趙仁

河作;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87-1 (PDF) 普遍級  

科學小偵探. 2, 勇闖科學樂園/趙仁

河作; 林盈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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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88-8 (EPUB) 普遍級  

紅豆阿嬤/劉思源文; 徐芳如圖 .-- 初

版二刷 .-- 高雄市 : 愛智, 11111 .-- 24

面; 35X38 公分 .-- ISBN 978-957-608-

595-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紅磚牆內的躲貓貓/粘忘凡文; 蔡豫

寧繪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1112 .-- 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59-73-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美國南北戰爭的史詩作品<<飄>>/陳

瀅巧作; 吳昭季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

國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58-389-8 (平裝) 普遍

級  

苔蘚兄妹/根誌優文字; 種籽設計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務局, 

11112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43-0 (精裝) NT$480 普遍級  

原住民族語 E 樂園 10 周年典藏繪本. 

I/劉宇陽監製 .-- 臺北市 : 原語會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7158-31-

9 (全套:精裝) NT$500 普遍級  

*家在哪裡 ,心就在哪裡 /艾瑪 .陶德

(Emma Dodd)著; 李紫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1111 .-- 2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12-414-

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海 邊 的 麵 包 師 傅 / 寶 拉 . 懷特 (Paula 

White)文.圖; 王奕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27-8-3 (PDF) 普遍級  

真假荷蘭公主/王文華文; 徐至宏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69-4 

(EPUB) 普遍級  

神奇阿嬤與她的 WHY 小孩/徐瑜撰

文 .-- 初版 .-- 南投縣 : 良顯堂社會福

利基金會, 11112 .-- 26 面; 24X24 公

分 .-- ISBN 978-626-96864-0-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神奇柑仔店. 13, 合身花生與神祕實

驗/廣嶋玲子作; jyajya 繪; 王蘊潔譯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78-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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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79-3 

(EPUB) 普遍級  

神神秘秘的,桔仔你到底寫了什麼故

事?/丁增銓, 葉柏均, 汪煒符, 謝孟釗, 

蕭雅文, 余衣宸故事編寫; 黃子晴, 莊

雯珊, 邱玫薰繪圖 .-- 屏東縣 : 屏東縣

德協國小, 111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94-1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神秘的麵包店/葉衣婷圖.文 .-- 一版 .-

- 新北市 : 葉衣婷,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08-6 (PDF) 普遍

級  

討厭綠色毛毛蟲的王子 /黃一文文 .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83-0 (EPUB) 普遍級  

追愛臺中= Chasing love in Taichung/楊

懿倢中文故事; 張芝瑜英文譯寫; 林

冠汝圖 .-- 初版 .-- 臺中市 : 蕭寶玲, 

11112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91-8 (平裝) 普遍級  

做伙來踅大稻埕/林小杯, 吳睿哲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是 路 故 事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95347-4-

6 (全套:精裝) NT$484 普遍級  

做家事/蔡淑媖作; 郭莉蓁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201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56-59-

4 (精裝) NT$360 普遍級  

動手玩思維/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長頸鹿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834-0-6 (第 7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96834-1-3 (第

8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動物狂歡音效書/風車編輯群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20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774-

8 (精裝) NT$399 普遍級  

探訪地球最終祕密的<<地心歷險記

>>/林德威, 李慧庭作; 柯廷霖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79-

9 (平裝) 普遍級  

教室生病了野人兄弟來拯救/陽小星, 

陽朵那文字; 陽小星圖 .-- 臺北市 : 陽

楊家,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855-1-6 (PDF) 普遍級  

梅子老師這一班. 1, 教室被封銷了!/

王文華文; Yuan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76-1 (PDF) 普遍級  

梅子老師這一班. 1, 教室被封銷了!/

王文華文; Yuan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77-8 (EPUB) 普遍

級  

理財小達人養成記. 2, 創業大作戰/

沛亞作;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86-0 (EPUB) 

NT$320 普遍級  

理財小達人養成記. 2, 創業大作戰/

沛亞作;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87-7 (PDF) 

NT$320 普遍級  

甜蜜的負擔: 糖害/杜丹故事編撰 .-- 

臺北市 : 惟生醫學基金會,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21-

2-1 (平裝) 普遍級  

第一次寫作文從生活開始. 1: 小虎牙

的真實日記/尹希帥, Hoo Ya (小虎牙)

文; 成玹晶圖;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2-694-3 (EPUB) NT$245 普

遍級  

莉莉做包子/梅麗莎.岩井文.圖; 黃筱

茵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911-0 (EPUB) 普遍級  

蛀牙蟲的夢想天堂: 預防蛀牙/杜丹

故事編撰 .-- 臺北市 : 惟生醫學基金

會,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21-3-8 (平裝) 普遍級  

野人兄弟/陽小星, 陽朵那文字; 陽小

星圖 .-- 臺北市 : 陽楊家,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55-2-3 (PDF) 

普遍級  

* 閉 上 你 的 雞 嘴 !/ 皮 耶 . 德 里 (Pierre 

Delye) 文 ; 瑪 嘉 莉 . 呂 榭 (Magali Le 

Huche)圖; 吳愉萱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11112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610-2-

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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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19-3 (PDF)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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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露、霜、霧都是水變成的?/蔡

永彬作; 久久出版工坊插畫 .-- 新北

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73-7 (平裝) 

普遍級  

*最後一隻老虎/貝琪.戴維斯文; 珍妮.

波赫圖; 黃又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1111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610-0-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最最最好玩的捉迷藏/卡特琳娜.高斯

曼 - 漢 瑟 爾 (Katharina Grossmann-

Hensel)文.圖; 林敏雅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76-6 (EPUB) 普遍級  

最最最好玩的捉迷藏/卡特琳娜.高斯

曼 - 漢 瑟 爾 (Katharina Grossmann-

Hensel)文.圖; 林敏雅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77-3 (PDF) 普遍級  

凱莉與達利: 和朋友分享最開心/馬

克斯.洛(Max Low)圖.文; 蕭郁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02-1 

(PDF) 普遍級  

凱莉與達利: 和朋友分享最開心/馬

克斯.洛(Max Low)圖.文; 蕭郁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03-8 

(EPUB) 普遍級  

凱莉與達利 : 和朋友分享最開心= 

Ceri & Deri: good to be sweet/馬克斯.

洛(Max Low)圖.文; 蕭郁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49-

097-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凱莉與達利: 現在是幾點鐘?/馬克斯.

洛(Max Low)圖.文; 蕭郁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00-7 (PDF) 

普遍級  

凱莉與達利: 現在是幾點鐘?/馬克斯.

洛(Max Low)圖.文; 蕭郁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101-4 

(EPUB) 普遍級  

凱莉與達利: 現在是幾點鐘?= Ceri & 

Deri: no time for clocks/馬克斯.洛(Max 

Low)圖.文; 蕭郁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49-089-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尋找特洛伊: 木馬屠城記/詹庚旻作; 

康宗仰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91-1 (平裝) 普遍級  

就你魚魚不用尿尿/汪浩雲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8-05-2 

(EPUB) 普遍級  

*就愛你這個樣子/艾瑪.陶德(Emma 

Dodd)著; 李紫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1111 .-- 28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212-413-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散播歡樂散播愛的冬日慶典/陳瀅巧

作; 黃郁軒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

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69-0 (平裝) 普遍

級  

森林裡的小圓練習本/林廉恩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務局, 11111 .-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0-

36-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結局?故事才不會就這樣結束呢 /諾

耶蜜.沃拉(Noemi Vola)文.圖; 黃又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

化, 11201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610-3-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善有善報/余琬琳文.圖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63-9 (HTML) 

普遍級  

華人古典名著立體書: 三國演義/羅

貫中作; 周美強繪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201 .-- 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60-78-7 ( 精 裝 ) 

NT$1580 普遍級  

黑鮪魚將在 2012 滅絕?/楊傅武, 陳維

瑩作; 朱因華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

際文化, 111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77-5 (平裝) 普遍

級  

塗鴉怪獸教禮貌套書: 幼兒禮儀啟蒙

圖畫書,給懂禮貌的小朋友鼓鼓掌,好

棒 棒 !/John Townsend 文 ; Carolyn 

Scrace 圖;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43-572-8 (全套 :精裝 ) NT$1550

普遍級  

媽媽!/許增巧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1112 .-- 32 面; 17X17 公分 .-

- ISBN 978-986-294-334-2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暗藏白樸心事的秋天景色/余遠炫作; 

郭莉蓁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83-6 (平裝) 普遍級  

矮矮森林的米亞/黃千祐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羅慧夫基金會, 1111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84-8-

6 (平裝) NT$70 普遍級  

經典動物文學故事集: 西頓動物記

(彩繪版)/正岡慧子文; 木村修圖; 林

佩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510-4-

7 (全套:平裝) NT$720 普遍級  

罪惡水都. 42: 威尼斯.啞劇.孤兒院/李

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8-17-0 (EPUB) 

普遍級  

電從哪裡來?/蔡永彬作; 龍雲駕裳插

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

370-6 (平裝) 普遍級  

夢境小精靈,別搗蛋!/楊善文.圖; 陳思

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27-9-0 (PDF)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 1: 分子和原子= 

This is chemistry: molecules and atoms/

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45-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 2: 元素= This is 

chemistry: elements/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46-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 3: 單質和化合物

= This is chemistry: elementary 

substances and compounds/米萊童書著.

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47-

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 4: 溶液= This is 

chemistry: solution/米萊童書著.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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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48-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 5: 奇妙的化學反

應 = This is chemistry: wonderful 

chemical reactions/米萊童書著 .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49-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 . 6: 酸鹼大戰= 

This is chemistry: acid and alkali war/米

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42-050-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 7: 氧化與還原= 

This is chemistry: oxidation and 

reduction/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51-9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 8: 南極化學之旅

= This is chemistry: a chemical trip to the 

South Pole/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52-6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1: 生命從細胞開

始/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54-0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2: 器官裡的奇妙

旅行/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55-7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3: 上天下海探索

生命/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56-4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4: 生命延續的故

事/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57-1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5: 破解基因的密

碼/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58-8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6: 地球生態需要

保護/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59-5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7: 生物技術的魔

法時刻/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60-1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8: 身邊的生物調

查實驗/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61-8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 番外: 超級病毒

之戰/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11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42-062-5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睡眠工廠: 睡眠/杜丹故事編撰 .-- 臺

北市 : 惟生醫學基金會,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21-4-

5 (平裝) 普遍級  

管家琪床邊故事經典 365 套書(1-6

冊)/管家琪著;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112 .-- 冊 .-

- ISBN 978-626-96888-0-7 (全套:平裝) 

NT$1780 普遍級  

管家琪床邊故事經典 365 套書(4-6

冊)/管家琪著; 吳嘉鴻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112 .-- 冊 .-

- ISBN 978-626-96550-9-0 (全套:平裝) 

NT$890 普遍級  

*綠色奇蹟: 魔法部落的祕密/王佩琪

文; 許智偉圖 .-- 初版 .-- 南投縣 : 農

委會水保局, 11112 .-- 4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7110-30-0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蜜蜂小偷/阿德蝸文; 容蓉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20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494-7-1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說給兒童的偉人歷史: 10 書+有聲故

事超值組/天衛文化編輯部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957-490-615-4 (全套:

平裝) NT$6600 普遍級  

寫給小學生的健康小學堂/吳世硯作;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28-1 (PDF) 普遍級  

寫給小學生的健康小學堂/吳世硯作;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29-8 (EPUB) 普遍級  

寫給小學生的經濟小學堂/朴賢姬作;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30-4 (PDF) 普遍級  

寫給小學生的經濟小學堂/朴賢姬作;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31-1 (EPUB) 普遍級  

諸神鬥法封神榜/林德威作; 柯廷霖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88-1 (平裝) 普遍級  

誰在吹口哨/郭靜怡圖.文 .-- 花蓮縣 : 

郭靜怡, 11112 .-- 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809-0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鄭荷大戰/王文華文; 徐至宏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72-4 

(EPUB) 普遍級  

鋪天蓋地的大波浪/翁群評作; 蔡景

文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75-1 (平裝) 普遍級  

閱讀起步走: 蕾貝卡.寇柏超人氣繪

本套書/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圖.

文; 艾可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

滴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7038-63-5 (全套:精裝) NT$629 普遍級  

戰馬的非戰之罪/顏靜君作; 陳鶯萍

等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58-378-2 (平裝) 普遍級  

親愛的,我把寵物變漂亮了!/李慧庭

作; Hark 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67-6 (平裝) 普遍級  

親親田園食農讀本/吳肇芸, 洪佳如, 

Aleaf 文; 趙雅玲, 灰塵魚, Singing 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農村發展基金會,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5725-4-

0 (全套:精裝) NT$1050 普遍級  

貓咪的十個家/王淑芬文; 奧黛莉圓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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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4-28-9 

(PDF) 普遍級  

貓咪的十個家/王淑芬文; 奧黛莉圓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74-29-6 

(EPUB) 普遍級  

貓 戰 士 四 部 曲 星 預 兆 = Warriors: 

omen of the stars/艾琳.杭特(Erin Hunter)

著; 約翰.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高

子梅譯 .-- 三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20-312-

9 (全套:平裝) NT$1500 普遍級  

龍族英雄(睚眥): 武打明星的試煉/陳

沛慈作; 楊雅嵐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24-23-6 (PDF) 普遍級  

龍族英雄(睚眥): 武打明星的試煉/陳

沛慈作; 楊雅嵐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24-24-3 (EPUB) 普遍級  

醜小鴨: 觸感學習繪本/札維也德諾

文.圖; 何俊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205 .-- 16 面; 18X18 公

分 .-- ISBN 978-626-7180-45-7 (精裝) 

NT$480 普遍級  

獵幸福的女巫/麗莎.碧姬(Lisa Biggi)

文; 莫妮卡.貝瑞(Monica Barengo)圖;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287-8-0 (PDF) 普遍級  

轉生童話反派真辛苦!/吳侑穎文.圖 .-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64-6 (HTML) 普遍級  

鏡子= Mirror/蘇西 .李 (Suzy Lee)作 .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201 .-- 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7206-58-4 (精裝) NT$450 普遍級  

關於德國小書= Über Deutschland/周

盈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周盈萱, 

11111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767-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 寶 弟 的 可 可 之 旅 = Baodi's cacao 

journey/吳苡瑄文; 青蛙布書繪圖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11 .-- 16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91-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 寶 弟 的 可 可 之 旅 = Baodi's cacao 

journey(客語英文版)/吳苡瑄文; 青蛙

布書繪圖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11 .-- 16 面; 26X38 公分 .-- ISBN 

978-626-7117-92-7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寶貝學認知: 可愛動物/詹馨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11 .-- 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8-55-4 (精

裝) NT$180 普遍級  

寶寶認知黏貼書: 蔬菜水果/人類文

化編輯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12 .-- 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8-64-6 (活頁裝) NT$280 普遍

級  

礦村行/李芷葳文.圖 .-- 臺中市 : 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45-065-3 (HTML) 普

遍級  

驅靈少年/張育榛文.圖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66-0 (HTML) 

普遍級  

歡樂度假去: 我的第一本桌遊/圖畢

永製作團隊文 ; 馬提亞圖 ; 何俊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 

11205 .-- 8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626-7180-46-4 (精裝) NT$550 普

遍級  

聽我說,聽你說/王人平, 吳咸蘭, 施慧

宜, 許瑋捷, 陳慧淇, 賴韻天, 薛伊廷

作; Ohno Studio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1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8-37-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聽聽看,老婆婆吞了什麼?/王人平, 吳

咸蘭, 施慧宜, 許瑋捷, 陳慧淇, 賴韻

天, 薛伊廷著; Ohno Studio 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112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8-39-

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讀懂世界的知識. 1, 階級與奴隸/蔡

社長, 馬凱馬凱作; 鄭龍煥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2-651-6 

(EPUB) 普遍級  

體內星球大戰: 免疫系統的祕密/李

昭乙著; 李昭乙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201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30-18-3 (精裝) 

NT$280 普遍級  

讓你大開眼界的馬戲團/四種冰, 劉

芝吟作; 陶一山插畫 .-- 新北市 : 泛亞

國際文化, 11111 .-- 10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58-387-4 (平裝) 普遍

級  

洄鄉/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民小學文.

圖 .-- 屏東縣 : 屏縣林邊國小, 11112 .-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93-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粧妞和粧尼/黃律寧圖; 方韻淑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食藥署, 11112 .-- 2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37-

76-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早安森林. 3, 養蜂人家/張哲銘文.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1-710-7 

(EPUB) 普遍級  

我的寵物噴火龍愛看書/黛比.葛莉歐

利(Debi Gliori)著; 謝靜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8-06-9 

(EPUB) NT$300 普遍級  

小靈魂與太陽/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法蘭克.瑞奇歐圖; 

劉美欽譯 .-- 臺北市 : 方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18-6 

(EPUB) 普遍級  

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50kg 的仙度瑞拉/紅月

りと作; 望月いく原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67-1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貓貓狗狗都嚇宰的野

獸狂野派性愛!: 鄰居先生是臭臉猛

男巨型寵物/紺子ゆきめ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25-1 (EPUB) NT$20 限制級  

1/2 王子(珍藏版)/御我原作; 蔡鴻忠

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53-4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347-854-1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00 普遍

級  

1934 穿越的星與夢/花聆原著; 吳宇

實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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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70-8 (平裝) 普遍級  

1 枚金幣脫胎換骨的冒險者生活/天

野ハザマ原作; 月島さと作畫; 倚風

沐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32-9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26 時愛撫中/天王寺ミオ漫畫; 黃盈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23-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8 人的戰士. 2/池玲文作; 和靜清寂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77-3 (EPUB) 

限制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菊地正太作; 紅

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44-2 (第 9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AV 男優與女性向成人漫畫家的偽婚

生活/白雪しおん漫畫; haru 原作; 陳

盈岑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28-2 

(EPUB) 普遍級  

BLACK TIGER 黑虎. 4/秋本治作;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11-7 (EPUB) 

NT$55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5/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32-1 (EPUB)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5/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33-8 (PDF)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石塚真一作; 

柯冠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24-6 (第 7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Blue!Blue!Blue!/アマミヤ作; 田心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34-5 

(EPUB) 普遍級  

Blue!Blue!Blue!/アマミヤ作; 田心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35-2 

(PDF) 普遍級  

Bravely Default II design works: the art 

of bravely 201X-2021/REI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30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73-5 (平裝) 

NT$950 普遍級  

CALL 鈴響(全一冊)/朝田ねむい作; 

亞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80-0 

(EPUB) 限制級  

CALL 鈴響/朝田ねむい作; 亞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774-

9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0-

775-6 (平裝限定版) NT$160 限制級  

CANIS THE SPEAKER: 發語者(新裝

版)/ZAKK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40-657-5 (第 1 冊:平裝) NT$140 .-

- ISBN 978-626-340-658-2 (第 2 冊:平

裝) NT$140 .-- ISBN 978-626-340-659-

9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CANIS THE SPEAKER: 發語者(新裝

版). 1/ZAKK 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78-0 (EPUB) 限制級  

CANIS THE SPEAKER: 發語者(新裝

版). 2/ZAKK 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79-7 (EPUB) 限制級  

CANIS THE SPEAKER: 發語者(新裝

版). 3/ZAKK 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80-3 (EPUB) 限制級  

D. N. ANGEL 天使怪盜(完全版)/杉崎

ゆきる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09-

1 (第 1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

626-347-810-7 (第 2 冊:平裝) NT$360 .-

- ISBN 978-626-347-811-4 (第 3 冊:平

裝) NT$360 .-- ISBN 978-626-347-812-

1 (第 4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

626-347-813-8 (第 5 冊:平裝) NT$360 .-

- ISBN 978-626-347-814-5 (第 6 冊:平

裝) NT$360 .-- ISBN 978-626-347-815-

2 (第 7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

626-347-816-9 (第 8 冊:平裝) NT$360 .-

- ISBN 978-626-347-817-6 (第 9 冊:平

裝) NT$360 .-- ISBN 978-626-347-818-

3 (第 10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

626-347-819-0 (第 1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360 .-- ISBN 978-626-347-820-

6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 ISBN 978-626-347-821-3 (第 3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

626-347-822-0 (第 4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360 .-- ISBN 978-626-347-823-

7 (第 5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 ISBN 978-626-347-824-4 (第 6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

626-347-825-1 (第 7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360 .-- ISBN 978-626-347-826-

8 (第 8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 ISBN 978-626-347-827-5 (第 9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

626-347-828-2 (第 10 冊:平裝首刷附

錄版) NT$360 普遍級  

DRAG-LESS SEX 不藥性愛: 辰見和

戌井. II/エンゾウ作; 蔡夢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47-795-7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796-4 (下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drap milk 墜 入 蜜 海 /CORE 

MAGAZINE Co.,Ltd.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17-6 (EPUB) 限制級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真

島浩原作 ; 上田敦夫漫畫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788-9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 英靈食聞錄/TYPE-

MOON 原作; 十駒マコト漫畫; 九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1 .-- 1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49-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 英靈食聞錄. 1/十駒

マコト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90-2 (EPUB) 普遍

級  

HeartStopper 戀愛修課/艾莉絲.歐斯

曼(Alice Oseman)作; 劉又瑄譯 .-- 高

雄市 : 一木工作室,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32-4-0 (第

3 冊:平裝) NT$470 普遍級  

Helck: 勇者赫魯庫(新裝版)/七尾七

希作; 豬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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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00-7225-4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Helck: 勇者赫魯庫. 2/七尾七希作; 豬

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76-6 (EPUB) NT$100 普遍級  

Helck: 勇者赫魯庫. 2/七尾七希作; 豬

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77-3 (PDF) NT$100 普遍級  

Hello,Innocent 幸會純真的你/酒井真

由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08-6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Omega 的秘密藏在酒店裡/紗良サア

ヤ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61-2 (EPUB) 

限制級  

ONE PUNCH MAN 一拳超人/ONE 原

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1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783-4 (第 27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Op 夜明至的無色之日. 2/ヨネダコウ

作; 藤崎スダ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43-7 (EPUB) 普遍級  

Op 夜明至的無色之日. 2/ヨネダコウ

作; 藤崎スダ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44-4 (PDF) 普遍級  

PET 契約/座裏屋蘭丸作; AKIR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40-6 

(EPUB) 限制級  

PET 契約/座裏屋蘭丸作; AKIR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41-3 (PDF) 

限制級  

Rozen Maiden 0 薔薇少女/PEACH-PIT

作; 蘇黎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2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15-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SAKAMOTO DAYS 坂本日常/鈴木祐

斗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47-782-7 (第 9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SANDA 變身聖誕老人. 2/板垣巴留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12-4 

(EPUB) NT$55 普遍級  

Skeeter Rabbit!!熱舞女孩. 2/雨蘭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14-8 

(EPUB) NT$69 限制級  

SLEEPING DEAD 沉睡的死亡. 下/朝

田ねむい作; AKIRA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47-5 (EPUB) 普遍級  

SLEEPING DEAD 沉睡的死亡. 下/朝

田ねむい作; AKIRA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48-2 (PDF) 普遍級  

SLEEPING DEAD 沉睡的死亡. 上/朝

田ねむい作; AKIRA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45-1 (EPUB) 普遍級  

SLEEPING DEAD 沉睡的死亡. 上/朝

田ねむい作; AKIRA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46-8 (PDF) 普遍級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公式漫迷

手冊: EYES ONLY/遠藤達哉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699-

8 (平裝) NT$160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 劍 神 域 Project 

Alicization/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

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2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146-9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 劍 神 域 Project 

Alicization. 5/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

郎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94-0 (EPUB) 普遍級  

TV 動畫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第

一 季 公 式 導 讀 : ANIMATIONx1st 

MISSION/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00-1 (平裝) 

NT$240 普遍級  

UNDEAD: 末日依存. 1/露久ふみ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42-0 (EPUB) 限制級  

UNDEAD: 末日依存. 1/露久ふみ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43-7 (PDF) 限制級  

Unemployed killers support group/里約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里約, 11112 .-- 

冊 .-- ISBN 978-626-01-0726-0 (全套: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Unemployed killers support group. vol.4/

里約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里約 , 

11112 .--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

01-0725-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Unnamed Memory 無名記憶. 1/古宮九

時原作; 越水ナオキ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13-1 (EPUB) 

NT$69 普遍級  

WIND BREAKER/にいさとる作; 郭

子菱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2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26-0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WITCH WATCH 魔女守護者/篠原健

太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47-785-8 (第 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xxx 的我和 xxxx 的你. 後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54-2 (PDF) 

NT$280 限制級  

xxx 的我和 xxxx 的你. 後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55-9 

(EPUB) NT$280 限制級  

「我的×××,妳很渴望吧!」情色小說

家一條烈的劇變調教 /桃川春日子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24-4 (EPUB) 

NT$40 限制級  

＃男以啟齒,可是好想談戀愛!/天月

テノ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823-7 (EPUB) 

NT$40 限制級  

一夜愛情旅館/高岡七六作; 魚塔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13-

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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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覺醒來處女 Switch/クリムゾン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26-8 (EPUB) 

NT$100 限制級  

二月的勝者: 絕對合格教室/高瀬志

帆作; 章澤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616-9 (第 7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人外的星期五. 2022/漢揚作 .-- 新北

市 : 狐耳,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784-0 (PDF) NT$350 普遍

級  

人妻的性教育課/カニトマト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60-2 (EPUB) 限制級  

人家竟然會因妳而勃起!: 猛獸男大

姐和執著的處女/来岬未悠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18-3 (EPUB) 限制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 3/

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44-4 (EPUB) 

普遍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 3/

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45-1 (PDF) 

普遍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 4/

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46-8 (EPUB) 

普遍級  

人氣同人作家貓屋敷想得到認同. 4/

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平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47-5 (PDF) 

普遍級  

人馬 /墨佳遼原作; 朔小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2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615-

2 (第 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8/西修作; 杜信彰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15-5 (EPUB) 

NT$55 普遍級  

三人行. 1/曉君漫畫; 蝴蝶 Seba 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24-0-8 (EPUB) 普遍級  

三人行. 1/曉君漫畫; 蝴蝶 Seba 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24-1-5 (PDF) 普遍級  

三人行. 2/曉君漫畫; 蝴蝶 Seba 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24-2-2 (EPUB) 普遍級  

三人行. 2/曉君漫畫; 蝴蝶 Seba 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24-3-9 (PDF) 普遍級  

三人行. 3/曉君漫畫; 蝴蝶 Seba 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24-4-6 (EPUB) 普遍級  

三人行. 3/曉君漫畫; 蝴蝶 Seba 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24-5-3 (PDF) 普遍級  

三上與里仍然問心無愧/鶴亀まよ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41-1 (第 2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士兵的婚嫁/宝井咲季作; 星野兔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233-

9 (平裝) NT$160 限制級  

大白熊熱戀中/ころも作; 蔡孟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

155-1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大白熊熱戀中. 5/ころも作;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97-1 (EPUB) 普遍級  

大發脾氣的情歌(全)/鈴丸みんた作; 

貝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49-9 (EPUB) 限制級  

大發脾氣的情歌(全)/鈴丸みんた作; 

貝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50-5 (PDF) 限制級  

大奧. 18/吉永史作; 田心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51-2 (EPUB) 

普遍級  

大奧. 18/吉永史作; 田心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52-9 (PDF) 

普遍級  

大奧的甜點師!/月乃ひかり原作; 冴

時涼月漫畫; 多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29-9 (EPUB) 普遍

級  

女伶回憶錄/簡嘉誠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202 .-- 2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717-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8/潮里潤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81-0 (EPUB) 限制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9/ヒロユキ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16-2 

(EPUB) NT$55 普遍級  

小夫妻的火烤新婚生活. 1/花塚栞作;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17-9 

(EPUB) NT$5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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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9-67-8 (EPUB) 普遍級  

小 兒 子 . 3, 阿 甯 咕 與 地 下 的 反 抗

軍!/LONLON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9-65-4 (EPUB) 普遍級  

小林家的龍女僕 艾瑪的 OL 日記/ク

ール教信者原作; カザマアヤミ漫

畫; 依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51-3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小林家的龍女僕 艾瑪的 OL 日記. 3/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カザマアヤミ漫

畫;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82-7 

(EPUB) 普遍級  

小林家的龍女僕. 12/クール教信者

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5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83-4 

(EPUB) 普遍級  

山與食欲與我/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

先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201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50-6 (第 1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山與食欲與我. 12/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85-8 

(EPUB) 普遍級  

工作細胞 BABY. 1/福田泰宏漫畫; 張

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18-6 

(EPUB) NT$55 普遍級  

工作細胞 BLACK. 8/原田重光原作; 

初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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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37-4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不用急著長大/日宇知棚作; 盧慧心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 

11112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818-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不用急著長大/日宇知棚作; 盧慧心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3-03-9 (PDF) NT$400 普遍級  

不用急著長大/日宇知棚作; 盧慧心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3-04-6 (EPUB) NT$400 普遍級  

不良少年說不出口的秘密/うしの作; 

趙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23-0 

(EPUB) NT$69 限制級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13/NANASHI

作 ; 江 昱 霖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24-7 (EPUB) NT$55 普遍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水安里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023-9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中華小廚師!極/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787-2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今天、分手吧/河合あめ作; 曾薏珊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11-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今天開始城市獵人/北条司原著; 錦

ソクラ漫畫;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8-999-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20 .-- ISBN 978-626-356-000-0 (第

2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元氣 !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96-4 (第 20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六都爭霸: 2022 台灣縣市攻略物語/

韋宗成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

位, 1111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26-2-7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公主的生存戰略: 大國的型男王子明

明騙了我,我卻要對他示愛/藤原ライ

カ原作; 絢前ゆうた漫畫; 夏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30-5 

(EPUB)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春原

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

采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201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09-3 (第 7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化物語. 17/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

漫畫;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25-4 (EPUB) NT$55 普遍級  

午 夜 兩點 怦然 心動 的古書 店 奇譚

/tacocasi 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55-0 (EPUB) 普遍級  

午 夜 兩點 怦然 心動 的古書 店 奇譚

/tacocasi 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57-4 (PDF) 普遍級  

厄蘇利納/布萊恩.弗里曼作; 甘鎮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53-6 

(EPUB) 普遍級  

厄蘇利納/布萊恩.弗里曼作; 甘鎮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54-3 

(PDF)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釣尖吻鱸篇 . 

13/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26-1 (EPUB) NT$150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9/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27-8 (EPUB) NT$180 普遍級  

天獄. 11/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

喬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58-1 (EPUB) 普遍級  

天獄. 11/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

喬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59-8 (PDF) 普遍級  

夫妻甜蜜物語/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759-6 (第 84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夫妻甜蜜物語. 84/克.亜樹作; 捲毛太

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81-7 (EPUB) 

限制級  

太陽與月之鋼. 1/松浦だるま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28-5 

(EPUB) NT$69 普遍級  

幻影之犬/吉田屋ろく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778-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幻影之犬(全一冊)/吉田屋ろく作; 都

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82-4 (EPUB) 

限制級  

月夜之獸與肉桂捲/ヤスエイ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19-0 (EPUB) 限制級  

火武耀揚. 5/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0-7 (EPUB) 普遍級  



156 

 

火武耀揚. 6/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1-4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7/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2-1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8/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3-8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9/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5-2 (EPUB) 普遍級  

王子愛公主?/七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64-2 (EPUB) 普遍級  

王子愛公主?/七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65-9 (PDF) 普遍級  

王者天下/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7217-9 (第

6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王者天下. 61/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64-3 (EPUB) 

NT$80 普遍級  

王者天下. 61/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67-4 (PDF) 

NT$80 普遍級  

王家の紋章/細川智栄子作; 橘子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21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7295-

7 (第 68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 3/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72-7 

(EPUB)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 3/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73-4 (PDF)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 4/加治佐修漫畫; 城安

良嬉原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58-1 (PDF) 普遍級  

王牌酒保 6stp. 4/加治佐修漫畫; 城安

良嬉原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57-4 (EPUB) 普遍級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中村

春菊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17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52-154-4 (第 16 冊:平

裝) 限制級  

主人想百般疼愛他的侍從/市花マツ

ビ作;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2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14-5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以命運之吻喚醒/春田菜菜作; 蔡孟

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

002-4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他里霧漫畫誌= 2022 Taliwu comics/

廖敦如總編輯 .-- 雲林縣 : 虎尾科大

多媒體設計系, 11112 .-- 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421-5-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出生成第七王子,該做什麼好呢?/籠

の中のうさぎ原作; おだやか漫畫; 

志野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57-2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出生成第七王子,該做什麼好呢?. 2/

おだやか; 志野忍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83-1 (EPUB) 普遍級  

出租女友 . 26/宮島禮吏作 ;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29-2 (EPUB) 

NT$55 普遍級  

加班之後的歡樂無法擋: 金髮清潔員

佐倉太過那個了/柊みずか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27-5 (EPUB) NT$40 限制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23/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30-8 

(EPUB) NT$150 普遍級  

卡里古拉之戀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31-5 

(EPUB) NT$69 限制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2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340-758-9 (第 22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叫了應召女卻來了個軟飯男/ジョー

コ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20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10-7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失色世界/KENT 作; 湯伊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49-0 (第

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失色世界. 6/KENT 作; 湯伊蘋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86-5 (EPUB) 普遍級  

失樂園 /サムライ忍者 GREENTEA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56-6 (EPUB) 

NT$216 限制級  

失樂園 /サムライ忍者 GREENTEA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57-3 (PDF) 

NT$216 限制級  

巧克力吸血鬼/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冊 .-- ISBN 978-626-00-7220-9 (第 8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626-00-

7221-6 (第 9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巧克力吸血鬼. 8/熊谷杏子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68-1 (EPUB) NT$70 普遍級  

巧克力吸血鬼. 8/熊谷杏子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69-8 (PDF) NT$70 普遍級  

巧克力吸血鬼. 9/熊谷杏子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70-4 (EPUB) NT$70 普遍級  

巧克力吸血鬼. 9/熊谷杏子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71-1 (PDF) NT$70 普遍級  

平屋慢生活/真造圭伍作; 林琬清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冊 .-

- ISBN 978-626-356-006-2 (第 1 冊:平

裝) NT$150 .-- ISBN 978-626-356-007-

9 (第 2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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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野與鍵浦/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 冊 .-- ISBN 978-626-352-156-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157-5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平野與鍵浦. 2/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02-2 (EPUB) 普遍級  

平野與鍵浦. 3/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03-9 (EPUB) 普遍級  

本大爺的嬌羞期 /野々宮ちよ子作; 

魚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98-8 (平裝) NT$150 限制級  

本大爺轉生當女主角但是死黨當勇

者 /みずのもと作; 黎維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756-5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本大爺轉生當女主角但是死黨當勇

者. 2/みずのもと作; 黎維津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84-8 (EPUB) 普遍級  

末日盡頭的卡農/米代恭作; 木易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010-

9 (第 5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永山老師的治癒系性愛: 單親媽媽的

我...被來代班的他寵愛到身心靈融

化/ミマ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28-2 (EPUB) 

NT$40 限制級  

玉川醫師的私密欲望/うしの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30-

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瓦尼塔斯的手札/望月淳作;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

027-7 (第 10 冊:平裝) NT$170 普遍級  

用指尖讓我神魂顛倒: 美髮師男友是

技巧絕倫的高手/みつか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29-9 (EPUB) NT$40 限制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情慾篇: XL 的絕倫

後輩想將公司前輩教育一番。/すめ

し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79-

5 (平裝) NT$260 限制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戀人篇/すめし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458-0 (PDF) 

NT$208 限制級  

白領愛情男子會. 戀人篇/すめし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1-459-7 (EPUB) 

NT$208 限制級  

交情再好也要有禮貌/内田カヲル漫

畫;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22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619-0 (下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交錯的想念. 8/咲坂伊緒作; Niva 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33-9 (EPUB) 

NT$55 普遍級  

休假的壞人先生/森川侑作;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0-648-

3 (第 4 冊:平裝) NT$160 普遍級  

仰望親吻你的唇/大槻ミゥ作; 亞美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04-6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光逝去的夏天 /モクモクれん作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150-6 (第 1 冊:平裝) 限制

級  

光逝去的夏天. 1/モクモクれん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04-6 (EPUB) 普遍級  

全身敏感帶!?部下一碰到我就忍不

住硬邦邦/浅瀬之シャチ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30-5 (EPUB) NT$40 限制級  

向陽之戀. 2/李崇萍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94-0 (PDF) 普遍級  

因為異世界轉移了 那就來當超級作

弊的魔法劍士吧/進行諸島原作; な

のら漫畫; 許育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47-6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因為這樣,昨天被奪走了/夜神里奈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00-7291-

9 (第 4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00-7292-6 (第 5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因習秘録 淫亂曼荼羅/八月薰, 粕谷

秀夫作; 逝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46-9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因習秘録 淫亂曼荼羅. 2/八月薰; 逝

人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87-2 (EPUB) 

限制級  

地 。 : 關 於 地 球 的 運 動 / 魚 豊 作 ;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25-3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地。: 關於地球的運動. 3/魚豊作; 林

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59-8 (EPUB) 普遍級  

地。: 關於地球的運動. 3/魚豊作; 林

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60-4 (PDF) 普遍級  

地下忍者/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906-9 (第

7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II/大森藤ノ原作; 矢町大成漫畫; 李

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202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55-8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在我遇到老公之前(漫畫版)/七崎良

輔作; 林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77-2 (EPUB) 普遍級  

在我遇到老公之前(漫畫版)/七崎良

輔作; 林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84-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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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魔王城說晚安/熊之股鍵次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38-1 (第 20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如果是你,我不在乎被脫掉/七尾ヱル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60-5 (EPUB) 

限制級  

宇宙兄弟/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38-907-6 (第

3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臺北

市 : 紳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79-2 (EPUB) 限制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臺北

市 : 紳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80-8 (PDF) 限制級  

宅宅王子與暢銷作家千金的災難/一

宮シア漫畫; 日部星花原作; 陳盈岑

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31-2 

(EPUB) 普遍級  

宅男少爺與 2.5 次元的老婆: 因長得

太像推角而倍受寵愛/みつのはち漫

畫 ;rinoa 原作; 陳盈岑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32-9 (EPUB) 普遍級  

年下教師教會我如何色色: 成年人都

是這樣做愛的唷?/蚊野人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31-2 (EPUB) NT$40 限制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12/真木蛍

五作;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34-6 (EPUB) NT$55 普遍級  

成人的初戀/星森柚稀も作; 曲冰熙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40-7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成為魔力無限增殖的魔女: 施展創造

魔法在異世界悠閒生活/アロハ座長

原作; 春原シン漫畫; 尤靜慧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19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709-4 (第 1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旭同學是驕傲自大的偽娘。/鳥丸太

郎作; 黃怡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70-4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死役所/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38-905-2 (第 11 冊:平

裝) NT$140 .-- ISBN 978-626-356-137-

3 (第 1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INOUE 作; 李昆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29-639-

8 (第 15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626-329-640-4 (第 1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百日薔薇 Maiden Rose/稲荷家房之介

作;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 冊 .-- ISBN 978-626-347-803-9 (第 1

冊 :平裝 ) NT$150 .-- ISBN 978-626-

347-804-6 (第 2 冊:平裝) NT$150 限制

級  

老師,可以交房租了嗎!?/淺比作; 夏

飴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1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05-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老師 ,第二次的戀愛 .../さがの ひを

作 ; 布 丁 媽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833-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老師你不懂得戀愛/梢子作; 巫白白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26-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老師你不懂得戀愛/梢子作; 巫白白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44-5 

(PDF) NT$90 限制級  

老師你不懂得戀愛/梢子作; 巫白白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45-2 

(EPUB) NT$90 限制級  

肉食組曲. 1/ダヨオ作; SAKAN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85-7 

(EPUB) 普遍級  

肉食組曲. 1/ダヨオ作; SAKAN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87-1 (PDF) 

普遍級  

自我本位的吻/藤河るり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00-8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801-5 (下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野扶桑圖.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愛人如己文創

工作室,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76-3-6 (第 13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10/諸

星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9-4 (EPUB) 普遍

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10/諸

星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00-7 (PDF)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6/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1-8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6/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2-5 (PDF)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7/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3-2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7/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4-9 (PDF)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8/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5-6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8/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6-3 (PDF)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9/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7-0 (EPUB)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 9/諸星

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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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98-7 (PDF) 普遍級  

伴侶變成小孩易推倒: Ω 反攻 α 的

大好機會/近藤旭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32-9 

(EPUB) NT$40 限制級  

你的吻有謊言的味道/サガミワカ原

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618-3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望公太

原作; 東鐵神作; CHIKA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4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45-2 (第 2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2/東鐵

神作; CHIKA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684-1 (EPUB) 普遍級  

你想要誰的愛?/折紙ちよこ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09-1 (平裝) NT$150 限制級  

你與我與世界之畔 孤單兩人的聖誕

節 /オキノニコ作; 李亞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23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71-1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你與我與世界之畔 孤單兩人的聖誕

節(全一冊)/オキノニコ作; 李亞妮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88-9 (EPUB) 

限制級  

你遭難了嗎?. 10/岡本健太郎原作; さ

がら梨々漫畫;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735-3 (EPUB) NT$55 普遍級  

你願意疼愛如此沒用的我嗎?/中井

紳士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228-5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別對我太壞/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

152-0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別對我太壞. 11/貓田米藏作; kreuz+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87-2 (EPUB) 限制級  

別對映像研出手!/大童澄瞳作; 王浩

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22-0 (第 7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告訴我色情文學的寫作方式/いさき

李果作; 流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634-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妖幻三重奏/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784-1 (第 11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626-347-918-

0 (第 1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30

限制級  

妖怪女友 與妖怪女友們網路配對淪

為主食的我/藤こよみ作; 小天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52-

0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妖怪女友 與妖怪女友們網路配對淪

為主食的我. 1/藤こよみ作; 小天野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89-6 (EPUB) 

普遍級  

妖怪調合者. 3/許瑞峰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789-6 (EPUB) NT$55 普遍級  

巫茲魔法學院的獸人們/ながべ漫畫; 

朔小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647-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快閃七日限定偽戀人不假裝?: 一起

來做些下流的事吧/まちの九々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33-6 (EPUB) NT$40 限制

級  

我不是蘿莉控 !. 1/雨蘭作 ;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36-0 (EPUB) 

NT$69 限制級  

我和老師的第一次/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52-8 (EPUB) NT$160 限

制級  

我和老師的第一次/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53-5 (PDF) NT$160 限制

級  

我和班上最討厭的女生結婚了。. 1/

天乃聖樹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37-7 (EPUB) 普遍級  

我的心愛特務(上+下)(首刷限定版)/

ヱビノびすく作; 澤野凌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47-793-3 (全套:平裝) NT$450 限

制級  

我的牙想你: 寫真書/結果娛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63-5 (EPUB) 

普遍級  

我的助理男友/桂[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

805-3 (第 1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347-806-0 (第 1 冊:平裝首刷

限定版) NT$350 .-- ISBN 978-626-347-

807-7 ( 第 1 冊 : 平 裝 首 刷 附 錄 版 ) 

NT$150 限制級  

我的性幻想對象/乙國えん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20-6 (EPUB) 限制級  

我的推是壞人大小姐. 2/青乃下漫畫; 

賴詠新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91-9 

(EPUB) 普遍級  

我的理想異世界生活總集篇. 1/イチ

リ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60-3 

(EPUB) NT$464 限制級  

我的理想異世界生活總集篇. 1/イチ

リ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61-0 (PDF) 

NT$464 限制級  

我的單戀物語: 墜入愛河的倒數計時

/藤いちのせ漫畫; 柑実ナコ原作; 陳

盈岑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36-7 

(EPUB) 普遍級  

我的絕對無敵活力肌肉男/イクヤス

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38-4 

(EPUB) NT$69 限制級  

我們一起生活吧/斑まだ作; 潘琳芸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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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08-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 們 不 適 合 當 戀 人 / 弘 川 コ ウ 作 ;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77-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們不適合當戀人(全一冊)/弘川コ

ウ作 ;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85-5 (EPUB) 限制級  

我們雖是命運卻無法相容/永条エイ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21-3 (EPUB) 

限制級  

我推的孩子. 8/赤坂アカ原作; 橫槍

メンゴ漫畫; 御門幻流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76-6 (EPUB) 普遍級  

我被眷養了: 被狂愛的雙子囚禁/蒼

月イル原作; 露茶漫畫; 戴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33-6 

(EPUB) 普遍級  

我最討厭的那個初戀傢伙/どうざき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35-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我最討厭的那個初戀傢伙/どうざき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50-6 (EPUB) NT$100 普遍級  

我最討厭的那個初戀傢伙/どうざき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51-3 (PDF) NT$100 普遍級  

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チョモラン

作;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617-6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我與部下似遠若近的距離/鈴木はこ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39-1 (EPUB) NT$69 限制級  

我雖是聖女,但厭惡起墮落的人類,決

定和魔王聯手毀滅世界/友斗さと原

作; Neene 漫畫; 夏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34-3 (EPUB) 普遍

級  

把裝乖的賤貓全身扒光光/野園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34-3 (EPUB) NT$40 限制

級  

投手丘之花. 9/星櫻高中漫研社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61-9 (EPUB) 普遍

級  

沒有辦法戀愛管理 /私屋カヲル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2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65-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沒有辦法戀愛管理(全一冊)/私屋カ

ヲル作; 亞美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693-3 (EPUB) 限制級  

男人國的愛麗絲/香坂透作; 李芸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02-2 (第 1 冊: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男裝女子成為王宮侍從,卻墜入國王

的溺愛陷阱中無法逃離/ゴゴちゃん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35-0 (EPUB) 

NT$40 限制級  

身高 175cm 田徑少女想把文組學弟

的優質精液一飲而盡/MARUTA 作 .-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36-7 (EPUB) NT$60 限制

級  

那份戀愛將侵蝕他. 2/猫野まりこ原

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620-6 ( 平 裝 ) 

NT$150 限制級  

那城/黃照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49-2 (EPUB) 普遍級  

依約出嫁男孩,命定隨神之側/七杜の

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37-4 (EPUB) 

NT$40 限制級  

佩可與老師/akabeko 作; 貝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08-3 (EPUB) 

限制級  

佩可與老師/akabeko 作; 貝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09-0 (PDF) 

限制級  

刺青男與輕浮男 /御茶漬わさび作; 

星野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12-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制服男子與傷心 OL: 瞳子小姐,請妳

好好負起責任/小嶋ウシオ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38-1 (EPUB) NT$40 限制級  

咖啡店老闆初嘗情愫 /あまきいお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39-8 (EPUB) 

NT$40 限制級  

和人渣社長簽訂色情的溺愛契約/き

みあたる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62-6 

(EPUB) 限制級  

和複製人搭檔談戀愛又是什麼哏?/

鮭だらけ作; 夏飴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201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06-0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命運的伴侶怎麼會是你(全)/春田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67-3 (EPUB) 限制級  

命運的伴侶怎麼會是你(全)/春田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68-0 (PDF) 限制級  

垃圾屋的鐮倉先生 /あるくジョー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22-0 (EPUB) 

限制級  

夜畫帳 . 第二部 . 第六卷 /Byeonduck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4-554-2 (平裝) NT$380 限制級  

奉子離婚 身為無色人種的我會盡早

生下孩子,讓你從我身邊解脫!/かん

べあきら漫画; 長野雪原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40-4 (EPUB) NT$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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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飯田ぽち。作; Y.S.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144-5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姊姊. 6/飯田ぽち。作; Y.S.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07-7 

(EPUB) 普遍級  

孤村草人/醉琉璃原著小說; 爛貨習

作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1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68-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孤村草人/醉琉璃原著小說; 爛貨習

作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9-69-2 (EPUB) 普遍級  

孤高之人. 1/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69-7 (EPUB) 普遍級  

孤高之人. 1/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0-3 (PDF) 普遍級  

孤高之人. 2/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1-0 (EPUB) 普遍級  

孤高之人. 2/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2-7 (PDF) 普遍級  

孤高之人. 3/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3-4 (EPUB) 普遍級  

孤高之人. 3/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4-1 (PDF) 普遍級  

孤高之人. 4/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5-8 (EPUB) 普遍級  

孤高之人. 4/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6-5 (PDF) 普遍級  

孤高之人. 5/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7-2 (EPUB) 普遍級  

孤高之人. 5/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8-9 (PDF) 普遍級  

孤高之人. 6/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79-6 (EPUB) 普遍級  

孤高之人. 6/坂本真一漫畫; 新田次

郎原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80-2 (PDF) 普遍級  

孤僻的反派大小姐: 轉生成大肌肌護

衛讓她墮入高潮不斷的快感旋渦/ぎ

ヴちょ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42-8 (EPUB) 

NT$40 限制級  

孤僻的我竟然被人氣男神強制高潮

「吶...光今天妳就濕了多少次?」/と

き 7 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41-1 (EPUB) 

NT$40 限制級  

居家辦公中,和兒子的女友 xxx/円堂

さや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843-5 (EPUB) 

NT$40 限制級  

彼岸島 48 天後.../松本光司作; 林武

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42-8 (第 20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怪物事變/藍本松漫畫; 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754-1 (第

17 冊:平裝) NT$99 普遍級  

怪物事變. 17/藍本松作; 伶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86-2 (EPUB) 普遍級  

怪獸 /時羽兼成作; 熊次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10-6 (EPUB) 

限制級  

怪獸 /時羽兼成作; 熊次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11-3 (PDF) 

限制級  

所以就來吃我吧/ヤスエイ作;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672-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所以就來吃我吧(全一冊)/ヤスエイ

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92-6 

(EPUB) 限制級  

拂曉的貓咪: 我以為可以繼續隨心所

欲/波野ココ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44-2 

(EPUB) NT$40 限制級  

放學後不能說的秘密/海灯火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41-4 

(EPUB) NT$69 限制級  

放學後的芭蕾戀習曲. 2/昼寝シアン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201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153-7 (平裝) 限制級  

放學後的芭蕾戀習曲. 2/昼寝シアン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88-9 (EPUB) 限制級  

放學後的野獸/有木映子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31-2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於是,貓咪動情了/魚ともみ作; 趙聖

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42-1 (EPUB) 

NT$69 限制級  

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柚木 N'作; 逝

人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44-5 (第 4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 4/柚木 N'作; 

逝人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94-0 

(EPUB) 限制級  

明澈、尋覓、燦爛奪目(全一冊)/青

梅あお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63-3 

(EPUB) 限制級  

明澈、尋覓、燦爛奪目(全一冊). 電

子特典版/青梅あお作 .-- 臺北市 :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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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64-0 (EPUB) 限制級  

東方鬼譚: Oriental Tale/木の子ゆん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45-9 (EPUB) 

NT$40 限制級  

東京男子京都男子. 下/木下けい子

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14-4 (EPUB) 限制級  

東京男子京都男子. 下/木下けい子

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15-1 (PDF) 限制級  

東京男子京都男子. 上/木下けい子

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12-0 (EPUB) 限制級  

東京男子京都男子. 上/木下けい子

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13-7 (PDF) 限制級  

東京卍復仇者. 16/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43-8 (EPUB) 

NT$55 普遍級  

直到夜色溫柔(漫畫版)/簡莉穎原作; 

Ovumie 繪畫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5-232-8 (平裝) NT$360 限制級  

直到夜色溫柔(漫畫版)/簡莉穎原作; 

Ovumie 繪畫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33-5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10/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81-9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 10/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82-6 

(PDF) 普遍級  

初戀日記/あめきり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238-

4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初戀日記/あめきり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52-0 (EPUB) 

NT$100 限制級  

初戀日記/あめきり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53-7 (PDF) 

NT$100 限制級  

金髮少爺和日本執事/ん村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44-5 (EPUB) 

NT$69 普遍級  

阿斯莫德是不會放棄的/勇人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43-5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村田真優作; 

Arieru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01-7 (第 1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青春期處男對色色的性愛充滿好奇

心: 放學後在社辦被學弟開發/たん

ぬ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46-6 (EPUB) 

NT$40 限制級  

信長的主廚. 14/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

郎漫畫;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45-2 (EPUB) NT$69 普遍級  

侵犯系少女梅娜. 賣春淫獄篇/ちり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62-7 (PDF) 

NT$160 限制級  

侵犯系少女梅娜. 賣春淫獄篇/ちり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63-4 (EPUB) 

NT$160 限制級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804-

3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 . 15/昇一作 ; 陳鈞然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87-9 (EPUB) 

普遍級  

勇者鬥惡龍: 達伊的大冒險: 勇者阿

邦與獄炎魔王/三条陸原作; 芝田優

作漫畫;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643-8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05 普遍級  

勇者鬥惡龍: 達伊的大冒險: 勇者阿

邦與獄炎魔王. 5/芝田優作漫畫; 蘇

奕軒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95-7 

(EPUB) 普遍級  

咬與被咬之間的親吻/西原ケイタ作; 

星野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34-6 (平裝) NT$160 限制級  

咦、那個該不會要放進來?: 完全沉

迷於巨根女裝男子的我/ないとーま

さ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47-3 (EPUB) 

NT$40 限制級  

屍人莊殺人事件/今村昌弘原作; ミ

ヨカワ将漫畫;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53-4 (第 4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屍人莊殺人事件. 4/今村昌弘原作; 

ミヨカワ将漫畫; 何立心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89-3 (EPUB) 普遍級  

帥哥同事居然是我的直播贊助大戶/

灯乃モト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2 .-- 19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776-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帥哥同事居然是我的直播贊助大戶/

灯乃モト作; 潘琳芸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88-6 (EPUB) 限制級  

指尖的溫度/ほしな衣紗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22-0 (EPUB) 限制級  

染上你的色彩/梅田みそ作; 曾怡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46-9 (EPUB) 

NT$69 限制級  

查無犯罪事實. 上/鄭心媚編劇; 森森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9-66-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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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落花之情/森モリィ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201 .-- 4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480-1 ( 平 裝 ) 

NT$250 限制級  

為了養老,我要在異世界存 8 萬枚金

幣/FUNA 原作; エモト惠介漫畫;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56-021-

5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356-022-2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為你痴狂/め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64-1 (PDF) NT$256 限制級  

為你痴狂/め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65-8 (EPUB) NT$256 限制級  

為妳量身打造的快感: 神技製鞋師的

纏綿指尖/いわはたたきよ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48-0 (EPUB) NT$40 限制級  

狩 SOUL: 荒魂曲/蚩尤, 葛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9-715-

7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相隔三年契合度依舊是超越完美: 正

著算反著算占卜結果都是那樣地驚

人相似一切盡在不言中/白雪しおん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49-7 (EPUB) 

NT$40 限制級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 4/ちゃつ

ふさ原作 ; さばねこ漫畫 ;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47-6 (EPUB) 

NT$69 普遍級  

看漫畫搞懂 Fate/Grand Order!/TYPE-

MOON 原作; リヨ作;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

151-3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看 漫 畫 搞 懂 Fate/Grand Order!. 

3/TYPE-MOON 原作; リヨ作; 捲毛太

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08-4 (EPUB) 普遍級  

盼春之鶯/那梧なゆた作; H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16-8 (EPUB) 

限制級  

盼春之鶯/那梧なゆた作; H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17-5 (PDF) 

限制級  

砂漠下的旋律/今市子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48-3 (EPUB) 

NT$69 普遍級  

*紅日之櫻 : 捉鬼專門店 /邱瑞新漫

畫 .-- 新北市 : 天虹, 11112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4-5 (第

6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紅色糖果/Hans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2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94-552-8 (第 2 冊:平

裝) NT$380 限制級  

紅 豆 與 戀 心 都 要 用 心 熬 煮 ( 全 一

冊)(電子特典版)/あたる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23-7 (EPUB) 限制級  

美人. 下/犬井ナオ漫畫; 木原音瀬原

作 ;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50-6 (EPUB) NT$69 限制級  

美人. 上/犬井ナオ漫畫; 木原音瀬原

作 ;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49-0 (EPUB) NT$69 限制級  

美麗的他/凪良ゆう原作; 北野仁作

畫;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20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56-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美麗的他. 1/北野仁作; 潘琳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96-4 (EPUB) 限制

級  

美魔女綾乃太太. 2/相原瑛人作;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51-3 (EPUB) 

NT$55 普遍級  

重版出來!/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0-

772-5 (第 18 冊:平裝) NT$199 普遍級  

重版出來!. 18/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

夜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97-8 (EPUB) 

普遍級  

重返 16 歲的妻子/七草天音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24-4 (EPUB) 普遍級  

原以為自己是轉生成反派王子,卻沒

想到實際上是女扮男裝的反派千金

/Kayanagi Kazuh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65-7 (EPUB) 普遍級  

原來這就是年度最銷魂的吸精大法

嗎?/おかゆさ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50-3 

(EPUB) NT$40 限制級  

哥布林殺手/蝸牛くも原作; 黑瀨浩

介作畫;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013-0 (第 12 冊: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宵闇極夜/恋緒ジノ作; 都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69-8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宵闇極夜(全一冊)/恋緒ジノ作; 都雪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97-1 (EPUB) 

限制級  

容易愛上人的半精靈 THE COMIC/神

尾丈治原作; 和泉リオン漫畫; 小天

野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55-1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容易愛上人的半精靈 THE COMIC. 1/

和泉リオン漫畫; 小天野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98-8 (EPUB) 限制級  

書蟲公主. 4/喜久田ゆい漫畫; 由唯

原 作 ; 季 夏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52-0 (EPUB) NT$69 普遍級  

桃鬼!/嘉島ちあき作; 周芝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635-

0 (第 2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桃源暗鬼. 1/漆原侑来作; 江昱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53-7 (EPUB) 

NT$5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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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婚姻/由元千子作; 巫白白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02-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狼領主的千金小姐/守野伊音原; 柑

奈まち作; 夏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52-158-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159-9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狼領主的千金小姐. 1/守野伊音原; 

柑奈まち作; 夏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11-4 (EPUB) 普遍

級  

狼領主的千金小姐. 2/守野伊音原; 

柑奈まち作; 夏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12-1 (EPUB) 普遍

級  

班裡的優等生,一臉淫蕩地被幹到高

潮「妳在教室裡都能發情呢」/黒瀬

りぶ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62-9 

(EPUB) 限制級  

琉璃的寶石/渋谷圭一郎作; 郭子菱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

012-3 (第 2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真心不騙我的愛情不一樣!!: 勞動系

男孩的堅持有目可共睹/青山アルト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51-0 (EPUB) 

NT$40 限制級  

破曉之歌 . 3/ユノイチカ作 ;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00-8 (EPUB) 

限制級  

神奇寶貝特別篇/山本智漫畫; 霖之

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20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71-8 (第 60 冊:平裝) NT$120

普遍級  

神經質黑髮眼鏡男意外地可愛/佐久

本あゆ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97-4 (平裝) NT$150 限制級  

神墮: 最底層的男人們/ともち作; 夏

瑜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29-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神獸大人孺子可教也 /佐藤ニッキ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52-7 (EPUB) 

NT$40 限制級  

窄巷深處的敘事曲/ハルタ JACK 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2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68-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窄巷深處的敘事曲(全一冊)/ハルタ

JACK 作; 都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01-5 (EPUB) 限制級  

索亞菈與魔物之家/山地ひでのり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98-1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純慾女友 ,發情中。 /ぐれーともす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53-4 (EPUB) 

NT$40 限制級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山田ヒツ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8-997-7 (第 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38-998-4 (第

6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迷宮飯. 12/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05-3 (EPUB) 普遍

級  

酒後亂性對象是最討厭的抖 S 上司: 

對象錯誤卻銷魂蝕骨舒服到升天/東

雲瑞稀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54-1 (EPUB) 

NT$40 限制級  

鬼上司.獄寺先生想被曝光。. 2/あら

た六花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770-1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鬼上司.獄寺先生想被曝光。. 2/あら

た六花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90-9 (EPUB) 限制級  

鬼和魔的共同性生活/NETERU 作; 某

批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00-8 (平裝) NT$150 限制級  

鬼的千年之戀/七海月作; 曲冰熙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219-

3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鬼的千年之戀. 1/七海月作; 曲冰熙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46-9 

(EPUB) NT$70 普遍級  

鬼的千年之戀. 1/七海月作; 曲冰熙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47-6 

(PDF) NT$70 普遍級  

偽單親男公關吟唱愛戀之歌/柚依り

い太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855-8 (EPUB) 

NT$40 限制級  

國王排名/十日草輔作; 林琬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011-6 (第

13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專職出軌: 日漸沉淪的主夫與主婦. 

4/甘詰留太作; shaunte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02-2 (EPUB) 限制級  

專屬我的中之人/喃喃作; 曾怡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1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32-9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崎嶇不穩的三角/高乃トキ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25-1 (EPUB) 普遍級  

從女高中生時代重新打造退休藍圖. 

2/林達永原作; 李惠成漫畫; 伶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90-2 (EPUB) 限制

級  

從今天開始變成 Ω。安里和波多野. 

1/舞木サチ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55-1 (EPUB) NT$69 限制級  

從天堂而來/ほど作; midor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67-4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從天堂而來(全一冊)/ほど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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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40-706-0 (EPUB) 

限制級  

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 /EROKI 原作; 

斑鰶幼魚漫畫; 蔡柏頤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28-4 (第 3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御子柴,請指名我吧!/古川ふみ作; 曾

薏珊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30-8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御子柴,請指名我吧!/古川ふみ作; 曾

薏珊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54-4 (EPUB) NT$100 限制級  

御子柴,請指名我吧!/古川ふみ作; 曾

薏珊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55-1 (PDF) NT$100 限制級  

探索我的淫魔大人. 2/すす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201 .-- 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483-2 ( 平 裝 ) 

NT$220 限制級  

探蘚苔灣= Mosses of Taiwan/海豹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海豹, 11112 .-- 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01-0830-

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啟示錄四騎士. 6/鈴木央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54-4 (EPUB) 

NT$55 普遍級  

啟程的魔王城/森下真作; 張紹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91-9 (第 3 冊:

平裝) NT$105 普遍級  

敏感的穴位遭到插入...!在只有女生

的社團體驗滑溜溜的敏感全身美容/

杏流ゆいと作  .-- 臺北市  : 青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79-4 (EPUB) 限制級  

棄子的稚嫩之愛/茶渡ロメ男作; 風

花,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66-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棄子的稚嫩之愛(全一冊)/茶渡ロメ

男作; 風花, 都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699-5 (EPUB) 限制級  

棄子的稚嫩之愛(全一冊). 電子特典

版/茶渡ロメ男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66-4 (EPUB) 限制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031-4 (第

1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深夜 2 點為止,我屬於你/奥田枠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797-1 (上冊: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

798-8 (下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理想女友: 與乖巧又可愛的大小姐.

紗良在愛情旅館內甜蜜的濕濡 H/も

りまりも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66-5 (EPUB) NT$160 限制級  

理想女友: 與乖巧又可愛的大小姐.

紗良在愛情旅館內甜蜜的濕濡 H/も

りまりも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67-2 (PDF) NT$160 限制級  

甜美懲罰: 我是典獄長的專用寵物/

いづみ翔作; 青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54-4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甜蜜魔物的約會俱樂部/黑尾千尋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1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01-5 (平裝) NT$170 限制級  

異世界的處置依社畜而定. 2/采和輝

漫畫;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青文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03-9 (EPUB) 普遍級  

笨拙的戀愛進度/依子作; 趙秋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60-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終結的熾天使/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

和漫畫;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9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752-7 ( 第 27 冊 : 平 裝 ) 

NT$99 普遍級  

終結的熾天使. 27/山本大和漫畫; 弁

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91-6 (EPUB) 

普遍級  

被 我 最討 厭的 他所 監禁的 那 三天

「雖說有恐男症，但妳下面可是把

我的無套肉棒吸緊緊呢?」/黒澤一

重, 赤木蓮屋, めたる☆ハニィ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56-5 (EPUB) NT$40 限制

級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山田恵庸原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621-3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30 限制級  

被歐吉桑塞滿的那裡: チーム☆ラッ

キー作品集 /チーム☆ラッキー作; 

Sap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84-1-9 (平

裝) NT$300 限制級  

被歐吉桑塞滿的那裡: チーム☆ラッ

キー作品集 /チーム☆ラッキー作; 

Sap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784-4-0 (EPUB) 普

遍級  

通靈童子 法斯特 8 世 永遠的愛麗莎. 

1/武井宏之原作; 田中文漫畫; 許任

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56-8 (EPUB) 

NT$55 普遍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21/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57-5 

(EPUB) NT$1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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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士土幽太郎漫畫; 月島秀一原作; 方

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58-2 

(EPUB) NT$69 普遍級  

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しおこんぶ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72-6 (第

3 冊:平裝) NT$200 限制級  

陸上女子.橘阿絲瑪逐漸墮落於魔爪

中/ビフィダ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68-9 (EPUB) NT$176 限制級  

陸上女子.橘阿絲瑪逐漸墮落於魔爪

中/ビフィダ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69-6 (PDF) NT$176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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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老師的甜蜜蜜休憩時光/毒でんぱ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78-8 (平

裝) NT$280 限制級  

頂到最深處,學長變成了溺愛滿滿的

上司/長谷河樹衣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57-2 

(EPUB) NT$40 限制級  

麻辣教師 GTO 失落的樂園/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

786-5 (第 20 冊:平裝) NT$105 限制級  

最強 OL 同事被同學給逼哭: 想做的

從來就不只是朋友/Ryoko 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58-9 (EPUB) NT$40 限制級  

喂!你只能看利利姆喔/空住キオ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75-7 (平裝) 

NT$200 限制級  

喜劇演員的憂鬱/時羽兼成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675-9 (EPUB) 限制級  

喜歡我就討好我/里つばめ作; 平川

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87-1 (EPUB) 普遍級  

喜歡我就討好我/里つばめ作; 平川

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88-8 (PDF)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新裝版)/水上悟

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冊 .-- ISBN 978-626-00-

7223-0 (第 5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00-7224-7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新裝版)/水上悟

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冊 .-- ISBN 978-626-00-

7293-3 (第 7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00-7294-0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1/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78-0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1/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79-7 (PDF)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2/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0-3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2/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1-0 (PDF)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3/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2-7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3/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3-4 (PDF)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4/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4-1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5/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6-5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5/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7-2 (PDF)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6/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8-9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6/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9-6 (PDF) NT$90 普遍級  

惡德淫醫. 貳/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70-2 (PDF) NT$192 限制

級  

惡德淫醫. 貳/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71-9 (EPUB) NT$192 限

制級  

援助交配/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20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74-0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260 限制級  

棒 球 大 聯 盟 2nd. 24/ 滿 田 拓 也 作 ; 

yoshik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07-7 

(EPUB) 普遍級  

殘影 slow motion/じゃのめ作;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59-9 (EPUB) 

NT$69 普遍級  

渣男、笨蛋和婊子/CHILLDOL 作; 巫

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99-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焚書人= Immolation/賴凱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凱子包, 1111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803-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無知的我所幹盡的壞事。/らうりー

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03-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無敵怪醫 K2. 36/真船一雄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60-5 (EPUB) 

NT$55 普遍級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カワユ

カ漫畫;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52-140-7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141-4 (第 16 冊:平裝) 普

遍級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15/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カワ

ユカ漫畫;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16-9 (EPUB) 普遍

級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16/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カワ

ユカ漫畫;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17-6 (EPUB) 普遍

級  

無邊無際的情歌/降谷百合矢作; 星

野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2 .-- 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36-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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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無際的情歌/降谷百合矢作; 星

野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72-8 (EPUB) NT$90 限制級  

無邊無際的情歌/降谷百合矢作; 星

野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73-5 (PDF) NT$90 限制級  

琴之森. 1/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82-3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86-1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0/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0-1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0/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1-8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1/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3-2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1/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87-8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2/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4-9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2/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5-6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3/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6-3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3/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7-0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4/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8-7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4/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69-4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5/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0-0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5/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1-7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6/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2-4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6/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3-1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7/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4-8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7/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5-5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8/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6-2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8/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7-9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19/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8-6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19/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79-3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2/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83-0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2/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84-7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20/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80-9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20/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81-6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3/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47-2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3/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85-4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4/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48-9 (EPUB) 普遍

級  

琴之森. 4/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49-6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5/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50-2 (EPUB) 普遍

級  

琴之森. 5/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51-9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6/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52-6 (EPUB) 普遍

級  

琴之森. 6/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53-3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7/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54-0 (EPUB) 普遍

級  

琴之森. 7/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55-7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8/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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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38-956-4 (EPUB) 普遍

級  

琴之森. 8/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57-1 (PDF) 

普遍級  

琴之森. 9/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58-8 (EPUB) 

普遍級  

琴之森. 9/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59-5 (PDF) 

普遍級  

發情留聲機 330/りーるー作; 星野兔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27-8 (平裝) NT$150 限制級  

發情留聲機 330/りーるー作; 星野兔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56-8 

(EPUB) NT$90 限制級  

發情留聲機 330/りーるー作; 星野兔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57-5 

(PDF) NT$90 限制級  

短跑女神. 6/原田重光作; Karoti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61-2 

(EPUB) NT$55 限制級  

絕對會變成 BL 的世界 VS 絕不想變

成 BL 的男人/紺吉作; 周芝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636-

7 (第 3 冊:平裝) NT$160 普遍級  

菁英同儕是擁有超絕性技的做愛專

家/西臣匡子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83-9 (EPUB) 限制

級  

菁英同儕是擁有超絕性技的做愛專

家(全)/西臣匡子作; HAKU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84-6 (PDF) 

限制級  

虛之記憶/Eve 原作; ネヲ漫畫; 平川

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56-004-

8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356-005-5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費洛蒙中毒. 1/那木渡作; 平川遊佐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50-5 (EPUB) 限制級  

費洛蒙中毒. 1/那木渡作; 平川遊佐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51-2 (PDF) 限制級  

費洛蒙中毒. 2/那木渡作; 平川遊佐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52-9 (EPUB) 限制級  

費洛蒙中毒. 2/那木渡作; 平川遊佐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53-6 (PDF) 限制級  

超人 X/石田スイ作; 林琬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003-1 (第

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進擊的巨人(全彩版). 4/諫山創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62-9 

(EPUB) NT$120 普遍級  

開台王顏思齊= Pedro Chino legend/仲

魔六六六編劇; 楊承達漫畫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飛魚創意, 111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5837-3-

7 (第 2 冊:平裝) NT$110 普遍級  

開私密號的男大學生,被開發了乾性

高潮/星崎レオ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26-8 (EPUB) 普遍級  

開始了爸爸活. 女大生篇/銀曜ハル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85-6 (第

1 冊:平裝) NT$300 限制級  

開發時間到了/藤谷陽子作; 亞美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237-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開發時間到了/藤谷陽子作; 亞美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65-0 (PDF) 

NT$90 限制級  

開發時間到了/藤谷陽子作; 亞美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266-7 

(EPUB) NT$90 限制級  

雲豹神子 . 前奏曲 , 奇佩利/葉羽桐

作  .-- 一 版  .-- 新 北 市  : 葉 羽 桐 , 

11201 .-- 4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3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8/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91-8 (EPUB)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8/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92-5 (PDF) 普遍級  

黑色五葉草/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80-3 (第 3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黑暗集會/近藤憲一作; yuzur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751-

0 (第 8 冊:平裝) NT$99 普遍級  

黑暗集會. 8/近藤憲一作; yuzuru 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92-3 (EPUB) 普遍

級  

黑獅子王與命運新娘/東野海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63-6 

(EPUB) NT$69 限制級  

傲嬌反派千金莉潔蘿特與實況主遠

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 2/逆木ル

ミヲ作; 恵ノ島すず原作; 黛西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08-4 (EPUB) 普遍

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 4/マツモ

トケンゴ作; 郭子菱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54-3 (EPUB) 普遍

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 4/マツモ

トケンゴ作; 郭子菱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56-7 (PDF) 普遍級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アズマサワヨ

シ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352-142-1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52-143-8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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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12/アズマサ

ワヨシ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18-3 (EPUB) 普遍級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13/アズマサ

ワヨシ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19-0 (EPUB) 普遍級  

想被那份激情痛毆/紫比呂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27-5 (EPUB) 普遍級  

想當冒險者前往都市的女兒成為 S

級: 黑髮的女武神/門司柿家, toi8 原

作; 漆原玖漫畫; 譚志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50-3 (第 2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想當冒險者前往都市的女兒成為 S

級: 黑髮的女武神. 2/門司柿家, toi8

原作; 漆原玖漫畫; 譚志瑋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93-0 (EPUB) 普遍級  

想與你盡情享用三星級料理 /ぷー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59-6 (EPUB) 

NT$40 限制級  

愛上無節操的我/町田とまと作; 蔡

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64-3 

(EPUB) NT$69 限制級  

愛心符號多一點。. 3/宮元一佐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73-3 (平裝) 

NT$210 限制級  

愛是塑膠= Love is Plastic/劉倩帆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島座放送, 11201 .-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618-3-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搞怪建築師進化中: 林淵源的內心劇

場爆炸公開/林淵源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浩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80-5 (EPUB) 

NT$279 普遍級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145-2 (第 10 冊:平裝) 普

遍級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10/柊ゆたか

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20-6 (EPUB) 普遍級  

新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4/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85-8 (EPUB) NT$90 普遍級  

新進職員/moscareto, ZEC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4-556-6 (第

2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新網球王子/許斐剛作; 依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749-7 (第

32 冊:平裝) NT$99 普遍級  

新網球王子. 32/許斐剛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94-7 (EPUB) 普遍

級  

新寶島/手塚治虫作; 林子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2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645-

9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溫柔的枷鎖/水名瀬雅良作; 矢部そ

う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31-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溫柔的枷鎖/水名瀬雅良作; 矢部そ

う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58-2 (EPUB) NT$90 限制級  

溫柔的枷鎖/水名瀬雅良作; 矢部そ

う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59-9 (PDF) NT$90 限制級  

獅子的舞者/柳瀨せの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715-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當男孩遇上瑪麗亞/Peyo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65-0 (EPUB) 

NT$69 普遍級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一智和

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352-147-6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52-148-3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 3/一智

和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22-0 (EPUB) 普遍級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 4/一智

和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23-7 (EPUB) 普遍級  

罪人輝夜姬的難題: 柴宮幸短篇集/

柴宮幸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218-6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罪人輝夜姬的難題: 柴宮幸短篇集/

柴宮幸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48-3 (PDF) NT$70 普遍

級  

罪人輝夜姬的難題: 柴宮幸短篇集/

柴宮幸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249-0 (EPUB) NT$70 普遍

級  

義呆利 World☆Stars Collezione 角色

大全/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47-799-5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落入我的手心裡/世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642-1 (EPUB) 限制級  

過去和現在的雙人丼我全都要!!/榎

ゆき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484-9 (平裝) NT$300 限制級  

夢幻紳士/高橋葉介畫; 丁安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26-20-9 (全套:

平裝) NT$840 限制級  

夢幻紳士. 幻想篇/高橋葉介畫; 丁安

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26-17-9 (平裝) NT$280 限制級  

夢幻紳士. 迷宮篇/高橋葉介畫; 丁安

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26-19-3 (平裝) NT$280 限制級  

夢幻紳士. 逢魔篇/高橋葉介畫; 丁安

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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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26-18-6 (平裝) NT$280 限制級  

實之森/まりぱか作; 蔡夢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28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861-9 ( 平 裝 ) 

NT$170 限制級  

對我垂涎欲滴的非人少女/苗川采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748-0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對我垂涎欲滴的非人少女. 2/苗川采

作 ; 小 天 野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95-4 (EPUB) 普遍級  

對我說「喜......」/高野ひと深作; 夏

未央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66-7 

(EPUB) NT$69 限制級  

徹夜之歌. 4/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68-1 (EPUB) NT$55 普遍

級  

徹夜之歌. 5/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67-4 (EPUB) NT$55 普遍

級  

慘遭謝絕的祭品/加藤スス著作; 平

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68-0 (EPUB) 普遍級  

慘遭謝絕的祭品/加藤スス著作; 平

川遊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69-7 (PDF) 限制級  

歌舞伎町 BAD TRIP. 1/汀えいじ著作; 

SAKAN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70-3 (EPUB) 限制級  

歌舞伎町 BAD TRIP. 1/汀えいじ著作; 

SAKAN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71-0 (PDF) 限制級  

歌舞伎町 BAD TRIP. 2/汀えいじ著作; 

SAKAN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76-5 (EPUB) 限制級  

歌舞伎町 BAD TRIP. 2/汀えいじ著作; 

SAKAN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78-9 (PDF) 限制級  

歌舞伎町的傳奇。: 首席男公關的帝

王級愛撫絕對點到為止 /七色風香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60-2 (EPUB) 

NT$40 限制級  

漫步於惡之花道/真冬日原作; やま

しろ梅太作畫;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73-2 (第 1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漫步於惡之花道. 1/真冬日原作; や

ましろ梅太作畫; 和靜清寂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96-1 (EPUB) 限制級  

腐男子召喚: 來到異世界被神獸設計

了. 1/藤咲もえ作; 林玟伶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69-8 (EPUB) NT$69 限制

級  

與不請自來的魔王去海邊 後日談/神

毛物由宇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42-9 (PDF) NT$144 限制級  

與不請自來的魔王去海邊 後日談/神

毛物由宇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43-6 (EPUB) NT$144 限制級  

與不請自來的魔王過著放浪生活/ぷ

ぅのぷぅぷぅぷぅ企劃製作; 神毛物

油宇作畫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44-3 

(PDF) NT$192 限制級  

與不請自來的魔王過著放浪生活/ぷ

ぅのぷぅぷぅぷぅ企劃製作; 神毛物

油宇作畫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45-0 

(EPUB) NT$192 限制級  

與她的「秘密」戀愛. 1/TO もえ作; 

風間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70-4 

(EPUB) NT$69 普遍級  

與年下男友相愛的精品咖啡/浅井ハ

チ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28-2 (EPUB) 

普遍級  

與陌生女子共處一室. 裸體素描篇/

きただりょうま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46-7 (PDF) NT$144 普遍級  

與陌生女子共處一室. 裸體素描篇/

きただりょうま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47-4 (EPUB) NT$144 限制級  

與輕浮男藝人的戀人契約(包含 H): 

這種發展,和戀愛遊戲差太多了!/奈

倉とき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61-9 (EPUB) 

NT$40 限制級  

與 貓 戀 愛 的 方 法 . 2/ 鳩 屋 タ マ 作 ; 

AKIR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79-6 (EPUB) 限制級  

與 貓 戀 愛 的 方 法 . 2/ 鳩 屋 タ マ 作 ; 

AKIR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988-5 (PDF) 限制級  

蜜果/akabeko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0-739-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60 .-- ISBN 978-626-340-740-4 (第

3 冊:平裝特別版) NT$200 限制級  

蜜果. 3/akabeko 作; midori 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98-5 (EPUB) 限制級  

誘拐中出: 為愛而沈淪的少女們/ハ

ルサワ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紳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81-5 (EPUB) 普遍級  

誘拐中出: 為愛而沈淪的少女們/ハ

ルサワ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紳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82-2 (PDF) 普遍級  

銀木犀的裁縫屋/マミタ作;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冊 .-- ISBN 978-626-00-7242-1 (上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626-00-

7243-8 (下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銀木犀的裁縫屋. 下/マミタ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62-9 (EPUB) NT$90 限制級  

銀木犀的裁縫屋. 下/マミタ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63-6 (PDF) NT$90 限制級  



171 

 

銀木犀的裁縫屋. 上/マミタ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60-5 (PDF) NT$90 限制級  

銀木犀的裁縫屋. 上/マミタ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261-2 (EPUB) NT$90 限制級  

銀河中獨一無二 如野薔薇般的你/三

池 romuco 作; 星野兔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00-7241-4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沉默

的 15 分鐘/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

傳次郎作畫; 何硯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340-746-6 (第 1 冊:平裝) NT$105 .-

- ISBN 978-626-340-747-3 (第 2 冊:平

裝) NT$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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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222-3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劉備德子只想安靜過生活. 5/仲野惠

美子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74-2 (PDF) NT$70 普遍級  

劉備德子只想安靜過生活. 5/仲野惠

美子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75-9 (EPUB) NT$70 普遍級  

墜入愛河的鬼想與二玖房大人長相

廝守/宮浜りょう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2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81-8 (平裝) NT$300 限

制級  

寫給年輕人的古典音樂小史(暢銷漫

畫版)/洪允杓著; 林芳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52-6 (EPUB) 普遍

級  

廢妃再次登上御座: 耀帝後宮異史/

陽丘莉乃原作; 南菜実作畫; 矢部そ

うすけ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39-1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影宅/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0-745-9 (第 11 冊:平

裝) NT$140 .-- ISBN 978-626-340-803-

6 (第 11 冊:平裝限定版) NT$140 普遍

級  

潛規則開始的戀情/日野雄飛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30-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熟知各種奇怪知識的女友: 高床式草

子同學/おはなちゃん原作; 王浩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46-6 (第 2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蔬菜店小哥...竟是肉食系男子!?: 我

會品嘗妳的一切/古川スネ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67-1 (EPUB) 限制級  

請不要讓大人感到困擾!/にやま作; 

AKIR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80-2 (EPUB) 普遍級  

請不要讓大人感到困擾!/にやま作; 

AKIR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81-9 (PDF) 普遍級  

請享用這朵花: 神明的摯愛新娘/シ

ロヒト梨太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771-1 (EPUB) NT$69 普遍級  

請教教我,我的神啊(全一冊)(電子特

典版)/瀧本羊子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31-2 (EPUB) 限制

級  

請對大小姐保密/草加ハルヒ作; 此

木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35-0 

(EPUB) 普遍級  

請聽我的聲音!!/楊基政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790-2 (EPUB) NT$55 普遍級  

調教咖啡廳/中山幸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56-019-2 (第 7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356-020-8 (第

8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調教開發無知的魅魔 /色谷あすか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48-1 (PDF) 

NT$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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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49-8 (EPUB) 

NT$160 限制級  

鄰座的信國同學好像喜歡我/安田剛

助作; 梁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653-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鄰座的信國同學好像喜歡我. 1/安田

剛助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12-1 (EPUB) 限制級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山本崇一朗

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18-5 (第 17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擅長逃跑的殿下/松井優征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781-

0 (第 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激烈的 f 羅曼史/やまち作; 李芸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72-8 (EPUB) 

NT$69 限制級  

融化到極限/あるぷ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84-2-6 (平裝) NT$320 限

制級  

融化到極限/あるぷ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84-5-7 (EPUB) 普遍級  

親愛的!親愛的!請嫁給我!/小野アン

ビ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710-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貓奴情人戀愛 ing/彭雪芬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34-5 (EPUB) 

普遍級  

貓奴情人戀愛 ing/彭雪芬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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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56-035-2 (PDF) 

普遍級  

錯綜複雜甜中帶苦.三角戀: 渴望愛

與被愛的她/七菱ヒ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62-6 (EPUB) NT$40 限制級  

閻鐵花. 3/常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856-0-8 (EPUB) 普遍級  

隨便你要怎樣/チキン作; 林承羽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84-3-3 (平裝) NT$320 限

制級  

隨便你要怎樣/チキン作; 林承羽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84-6-4 (EPUB) 普遍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天野明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14-7 (第 6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幫我的 XS 想辦法/市花マツビ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29-9 (EPUB) 普遍

級  

懇求或親吻我都不想要/おしず。作;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32-2 (平裝) NT$150 限制級  

曖昧且熾熱的回答 /真白しろいろ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50-4 (PDF) 

NT$160 限制級  

曖昧且熾熱的回答 /真白しろいろ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51-1 (EPUB) 

NT$160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畑健二郎作; 柯冠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

017-8 (第 19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薔薇王的葬列. 8/菅野文作; 吳美嬅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73-5 (EPUB) 

NT$55 普遍級  

螳螂之檻. 5/彩景でりこ作; 平川遊

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95-6 (EPUB) 普遍級  

螳螂之檻. 5/彩景でりこ作; 平川遊

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96-3 (PDF) 普遍級  

謊言之番: 那縷氣味,滲入到身體裡

面/なつはづき作; 青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20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664-3 (第 1 冊: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點墨山河/林青慧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2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029-1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禮儀講師.黑咲/高城リョウ作; 李其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74-2 (EPUB) 

NT$69 限制級  

職員 K 的秘密/MORAK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4-553-5 (第

2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藍色時期. 12/山口飛翔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75-9 (EPUB) 

NT$55 普遍級  

藍盆花/深月くるみ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663-6 (EPUB) 普遍級  

謹以此,獻給你。我的睡美男。/カト

ウロカ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63-3 (EPUB) 

NT$40 限制級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鴉

びえろ原作; 南高春告漫畫; 倚風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769-5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2/

鴉びえろ原作; 南高春告漫畫; 倚風

沐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00-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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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nishi 漫畫; 霖之助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13-8 (EPUB) 普遍級  

轉變: 觸手束縛之洗腦空間/天路あ

や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77-

1 (平裝) NT$200 限制級  

離開教室 ,你就是我的所有物(全一

冊 )/ し え ろ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768-8 (EPUB) 限制級  

雙星之陰陽師. 25/助野嘉昭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76-6 (EPUB) 

NT$55 普遍級  

雙香美人僧王刃/藍朽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美人茗茶, 11112 .-- 1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914-0-1 (卷

1:平裝) NT$250 普遍級  

爆笑科學王 : 環境與未來的挑戰= 

놓지 마 과학!/辛泰勳著; 羅承暈繪; 

游茵茵, 林純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96118-3-6 (全套 :平裝 ) NT$1080

普遍級  

獸人與少年 Ω 的小不點雙胞胎/羽純

ハナ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706-3 (第 2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80 限制級  

獸人與少年 Ω 的命定契約/羽純ハナ

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704-9 (第 7 冊: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

705-6 ( 第 7 冊 :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NT$310 限制級  

癡情外科菁英的求愛方式/直江亜季

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64-0 (EPUB) 

NT$40 限制級  

繪里香,求求妳讓我解脫吧/三葉優雨

作; 七絃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90-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羅賽塔: 盛宴餘燼/Eli Lin 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716-4 (EPUB) 

普遍級  

邊緣行動. 10/芝村裕吏原作; キムラ

ダ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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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56-097-0 (EPUB) 普遍

級  

邊緣行動. 10/芝村裕吏原作; キムラ

ダ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98-7 (PDF) 普遍級  

關於好色姊姊被親弟弟當作 A 漫女

角發洩性慾的故事/桜湯ハル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865-7 (EPUB) NT$40 限制級  

獻予櫻草花/礼央。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201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82-5 (平裝) NT$260 限

制級  

獻給魔女的詭術. 1/渡辺静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77-3 (EPUB) 

NT$55 普遍級  

觸不可及的旅途盡頭 /鎌谷悠希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792-6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觸摸你的夜晚/もりもより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716-9 (平裝) NT$140 普遍級  

觸摸你的夜晚(全一冊)/もりもより

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14-5 

(EPUB) 限制級  

櫻桃騷動★追愛激進主義/山口すぐ

り作; 李妮瑄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96-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灌籃少年 ACT4. 5/八神浩樹漫畫;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78-0 

(EPUB) NT$55 普遍級  

驅魔神手. 2/空詠大智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0-674-2 (EPUB) 限制級  

魔女的使命 . 17/水薙竜作 ; 蔡孟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79-7 (EPUB) 

NT$55 普遍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9/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719-3 

(EPUB) NT$190 普遍級  

魔劍師因魔劍展開的後宮生活. 2/小

島紗漫畫; 黃瀞瑤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20-9 (EPUB) NT$69 限制級  

戀情還是未完待續/フブキ楓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866-4 (EPUB) NT$40 限制級  

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 5/円城寺

真紀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22-3 (EPUB) NT$55 限制級  

戀愛禁區. 番外/DANBI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4-555-9 (平

裝) NT$380 限制級  

戀愛暴君/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201 .-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

624-4 (第 1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變態.菊.破壞者/赤色マッシュ作; 巫

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297-1 (平裝) NT$150 限制級  

靈感公寓: 深夜中的秘事/ヒノアキ

ミツ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07-7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靈魂侵蝕. 番外篇: LOST PARADISE= 

Sanctify extra: lost paradise/生鐵落漫

畫; Fox^^編劇 .-- 初版 .-- 臺南市 : 楓

林館工作室, 11112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931-6-2 (平裝) 

NT$350 限制級  

浣花曲. 壹(典藏漫畫版)/蝴蝶 Seba 原

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 初版 .-- 新北

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88-6-2 

(EPUB) 普遍級  

浣花曲. 壹(典藏漫畫版)/蝴蝶 Seba 原

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 初版 .-- 新北

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88-7-9 

(PDF) 普遍級  

浣花曲. 貳(典藏漫畫版)/蝴蝶 Seba 原

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 初版 .-- 新北

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88-8-6 

(EPUB) 普遍級  

浣花曲. 貳(典藏漫畫版)/蝴蝶 Seba 原

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 初版 .-- 新北

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88-9-3 

(PDF) 普遍級  

喵喵可蘿姬. 10, 和宇佐美的祕密研

究生活/konomi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476-4 (平裝) NT$320 限制級  

小說及雜文 

为什么这种 A 也能有 O/图南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13-07-0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626-7213-08-7 (下

冊 :平裝 ) NT$400 .-- ISBN 978-626-

7213-09-4 (全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六十二部曲, 逐鹿上古. 

上/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66-1 (EPUB) NT$240 普遍級  

*Ada 狂想曲/Ada[作] .-- 臺北市 : 徐

尤書, 11112 .-- 22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01-0789-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GOBLIN SLAYER! 哥布林殺手. 14/蝸

牛くも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38-3 (EPUB) 普遍級  

GOBLIN SLAYER! 哥布林殺手. 14/蝸

牛くも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39-0 (PDF) 普遍級  

LALILULE 論: RADWIMPS 主唱隨筆

散文集/野田洋次郎作; 陳虹儒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41-3 

(EPUB) 普遍級  

LALILULE 論: RADWIMPS 主唱隨筆

散文集/野田洋次郎作; 陳虹儒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42-0 (PDF) 

普遍級  

OVERLORD. 16, 半森林精靈的神人. 

下/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91-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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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lock Holmes: The very first editions 

complete collection. I/Conan Doyle 作 .-

- 基隆市 : 迪芝資訊坊,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36-1-6 

(EPUB) 普遍級  

Silent Witch: 沉默魔女的祕密. III/依

空まつり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92-6 (EPUB) 普遍

級  

Sugar Blues 蜜 糖 藍 調 / 少 年 季 節

(Boyseason)作; 鮭魚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01-37-4 (全套:平裝) 

NT$1600 限制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26, Unital 

ring. V/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93-3 (EPUB) 

普遍級  

The orange witch/by Ned Marcus .-- 1st 

ed. .-- 新北市 : Orange Log Publishing, 

11202 .-- 34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626-96929-0-3 (平裝) NT$336 .-- ISBN 

978-626-96929-1-0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6-340-0 (第 28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一品俏農妃/梨花白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信昌,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7107-69-0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70-6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71-3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

7107-72-0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7107-73-7 ( 卷 5: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7107-74-4 (卷

6: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

7107-75-1 (全套:平裝) NT$1680 普遍

級  

九煉歸仙/博耀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46-379-0 (第 5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46-400-1 (第 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01-

8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02-5 (第 8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46-403-2 (第 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04-

9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人生何處無鯤鵬/黑蛋白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 11202 .-- 冊 .-- 

ISBN 978-626-96919-1-3 (全套:平裝) 

NT$1180 限制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60-8 (第 5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61-

5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362-2 ( 第 5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63-9 (第

5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64-6 (第 6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八男?別鬧了!. 18/Y.A 作; 藤ちょこ插

畫;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95-7 (EPUB) 普遍級  

刀語. 1(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1-1 (PDF) 普遍級  

刀語. 1(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5-9 (EPUB) 普遍級  

刀語. 10(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42-7 (EPUB) 普遍級  

刀語. 10(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43-4 (PDF) 普遍級  

刀語. 11(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44-1 (EPUB) 普遍級  

刀語. 11(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962-5 (PDF) 普遍級  

刀語. 12(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45-8 (EPUB) 普遍級  

刀語. 12(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46-5 (PDF) 普遍級  

刀語. 2(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2-8 (EPUB) 普遍級  

刀語. 2(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3-5 (PDF) 普遍級  

刀語. 3(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24-3 (EPUB) 普遍級  

刀語. 3(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25-0 (PDF) 普遍級  

刀語. 4(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26-7 (EPUB) 普遍級  

刀語. 4(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27-4 (PDF) 普遍級  

刀語. 5(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28-1 (EPUB) 普遍級  

刀語. 5(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29-8 (PDF) 普遍級  

刀語. 6(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0-4 (EPUB) 普遍級  

刀語. 6(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4-2 (PDF) 普遍級  

刀語. 7(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6-6 (EPUB) 普遍級  

刀語. 7(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7-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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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語. 8(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8-0 (EPUB) 普遍級  

刀語. 8(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39-7 (PDF) 普遍級  

刀語. 9(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40-3 (EPUB) 普遍級  

刀語. 9(十五週年紀念版)/西尾維新

作; 王靜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941-0 (PDF) 普遍級  

又不能當飯吃. 1/吐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96-4 (EPUB) 

普遍級  

又不能當飯吃. 2/吐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86-5 (EPUB) 

限制級  

上位體驗/小蒹葭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光,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2-6-6 (EPUB) 限制級  

千樹梅花一劍寒. 第一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31-7 (PDF) NT$300 普遍級  

千樹梅花一劍寒. 第二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32-4 (PDF) NT$300 普遍級  

千樹梅花一劍寒. 第三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33-1 (PDF) NT$300 普遍級  

千樹梅花一劍寒. 第五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35-5 (PDF) NT$300 普遍級  

千樹梅花一劍寒. 第四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34-8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明小學生/隨輕風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39-4 (第 3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65-

3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394-3 (第 39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俠狄龍子. 第一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71-9 (PDF) NT$300 普遍級  

大俠狄龍子. 第二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69-6 (PDF) NT$300 普遍級  

大俠狄龍子. 第三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68-9 (PDF) NT$300 普遍級  

大俠狄龍子. 第五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67-2 (PDF) NT$300 普遍級  

大俠狄龍子. 第四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70-2 (PDF) NT$300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66-0 ( 第 2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78-3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19-3 (第 24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大國師,大騙子, 市井卷. 下/刑上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89-3-7 (EPUB) 普遍級  

大國師,大騙子, 市井卷. 上/刑上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89-2-0 (EPUB) 普遍級  

大國師,大騙子, 朝堂卷. 下/刑上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89-5-1 (EPUB) 普遍級  

大國師,大騙子, 朝堂卷. 上/刑上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89-4-4 (EPUB) 普遍級  

大野狼刑警/薛因作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621-2 (EPUB) 普遍級  

大圍牆記: 末世三部曲. 1/張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65-6 (PDF) 

普遍級  

大漠英雄傳. 第一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53-5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漠英雄傳. 第二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54-2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漠英雄傳. 第三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55-9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漠英雄傳. 第四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56-6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齊仙差/海岸邊的船隻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41-7 (第 2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42-

4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343-1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44-8 (第

2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45-5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女俠月明珠 . 全/還珠樓主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57-3 (PDF) NT$300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21/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4-1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22/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5-8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23/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6-5 

(EPUB) NT$125 普遍級  

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24/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7-2 

(EPUB) NT$12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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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攻略調教手冊. 25/末世五百惡

人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8-9 

(EPUB) NT$125 普遍級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6/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198-8 (EPUB) 普遍

級  

才女的侍從. 1: 在滿是高嶺之花的貴

族學校暗中照顧(毫無生活自理能力

的)學院第一大小姐/坂石遊作作; 蕪

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59-6 (EPUB) 

普遍級  

才女的侍從: 在滿是高嶺之花的貴族

學校暗中照顧(毫無生活自理能力的)

學院第一大小姐/坂石遊作作; 劉仁

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690-5 (第 4 冊:平裝) 

NT$220 .-- ISBN 978-626-347-691-2 (第

4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 NT$260 .-- 

ISBN 978-626-347-692-9 (第 4 冊:平裝

豪華首刷限定版) NT$300 普遍級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羊太

郎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7-846-

6 (第 2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

626-347-847-3 (第 21 冊:平裝首刷限

定版) NT$420 普遍級  

不時輕聲地以俄語遮羞的鄰座艾莉

同學. 4/燦燦 SUN 作;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199-5 

(EPUB) 普遍級  

中興新村的異聞奇譚錄: 黑貓咖啡館

/佐渡遼歌著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743-4 (EPUB) NT$224 普遍級  

今夜大雪紛飛/江逸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65-1-3 (PDF) 

NT$370 普遍級  

午夜琴房的魅影/燈貓著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44-1 (EPUB) NT$252 普

遍級  

反派千金等級 99: 我是隱藏頭目但不

是魔王. 3/七夕さとり作; 王啟華譯 .-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801-2 (EPUB) 普遍

級  

反派總想勾引我/貞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37-4 (EPUB) 

限制級  

反派總想勾引我/貞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38-1 (PDF) 

限制級  

天下第九/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98-1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29-2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30-8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31-5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32-

2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天香/王安憶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59-7 (EPUB) 普遍級  

天堂 /周牛著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746-5 (EPUB) NT$252 普遍級  

天魔. 1/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9-6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2/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80-2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3/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81-9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太莽劍魁/關關公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95-0 ( 第 3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20-9 (第

3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21-6 (第 3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22-3 (第 3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23-

0 (第 3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24-7 (第 3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本屋大賞第

1 名、直木賞入圍作)/逢坂冬馬作;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55-0 (EPUB) 普遍級  

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本屋大賞第

1 名、直木賞入圍作)/逢坂冬馬作;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56-7 (PDF) 普遍級  

月光光/姜義湧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79-7 (EPUB) NT$260 普

遍級  

王者的求婚. 2, 鴇羽惡魔/橘公司作;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00-8 (EPUB) 普遍級  

仙道方程式/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8-193-0 ( 第 24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194-7 (第

25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冬青樹下的福爾摩斯. 2/散狐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2-42-3 

(EPUB) 普遍級  

北海屠龍記/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87-0 (PDF) 

NT$300 普遍級  

半仙/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1103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1-620-7 (第 16 冊:平

裝) NT$190 普遍級  

古書堂事件手帖. II, 扉子與空白的時

間/三上延著; 黃薇嬪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01-5 (EPUB) 普遍

級  

古斯特洛夫號的祕密/露塔.蘇佩提斯

(Ruta Sepetys)著; 趙永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96-0 (EPUB) 

NT$380 普遍級  

左右兩邊都是妹妹 ,哥哥想選的是

誰?. 2/惠比須清司作; 李殷廷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802-9 (EPUB) 普遍級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55-8 (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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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平裝 ) NT$260 .-- ISBN 978-626-

347-856-5 (第 13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320 .-- ISBN 978-626-347-857-2 (第

13 冊 : 平 裝 豪 華 首 刷 限 定 版 ) 

NT$530 .-- ISBN 978-626-347-858-9 (第

13 冊:平裝會場限定版) NT$680 普遍

級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零. 6/白米良

作 ; 林 佳 祥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732-2 (EPUB) 普遍級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12/白米良

作 ; 林 佳 祥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681-3 (EPUB) 普遍級  

末日森林. I, 女王蜂與掠顱者/崑崙

著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9-07-1 (PDF) 

普遍級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1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11-520-0 (第 76 冊:平

裝) NT$190 普遍級  

玄星仙帝/姬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12 .-- 冊 .-- ISBN 978-

626-311-425-8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426-5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427-2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玉女奇俠. 第一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7-0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女奇俠. 第二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8-7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女奇俠. 第三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9-4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女奇俠. 第四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30-0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扇神劍. 第一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5-8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扇神劍. 第七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11-9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扇神劍. 第二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6-5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扇神劍. 第八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12-6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扇神劍. 第三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7-2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扇神劍. 第五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9-6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扇神劍. 第六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10-2 

(PDF) NT$300 普遍級  

玉扇神劍. 第四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8-9 

(PDF) NT$300 普遍級  

白 夜 食 堂 << 相 遇 在 時 間 盡 頭 >>= 

Meeting at the end of time/白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571-68-9 (全套:

平裝) NT$10800 普遍級  

白馬與黑駱駝/駱以軍, 宋明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60-3 (EPUB) 

普遍級  

白國王 (紅皇后三部曲 )/胡安 .高美

(Juan Gómez-Jurado)作; 謝琬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74-1 (EPUB) 

普遍級  

白國王 (紅皇后三部曲 )/胡安 .高美

(Juan Gómez-Jurado)作; 謝琬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75-8 (PDF) 

普遍級  

白雪之劫/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60-1 (PDF) 

普遍級  

目擊者 /林伍德 .巴克萊作 ; 李麗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20-9 (EPUB) 普遍級  

冰彗星四重奏/大和田廣樹作; 游郁

雯譯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04-7-5 

(PDF) 普遍級  

地獄門. 1/七貝勒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61-1 (EPUB) NT$125 普遍級  

地獄門. 2/七貝勒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62-8 (EPUB) 

NT$125 普遍級  

地獄門. 3/七貝勒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63-5 (EPUB) NT$125 普遍級  

地獄門. 4/七貝勒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64-2 (EPUB) NT$125 普遍級  

地獄門. 5/七貝勒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65-9 (EPUB) NT$125 普遍級  

地獄門. 6/七貝勒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66-6 (EPUB) NT$125 普遍級  

地獄門. 7/七貝勒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67-3 (EPUB) NT$125 普遍級  

地獄門. 8/七貝勒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68-0 (EPUB) NT$125 普遍級  

在家/尤荻特.赫爾曼(Judith Hermann)

著; 楊夢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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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

命運/美紅作; 龔持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682-0 (EPUB) 普遍級  

安然與實恩/葉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08-8 (PDF) NT$2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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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撩亂★兔姬臨杏: 不 000 就出不

去的房間/八千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05-3 (EPUB) 普遍

級  

百鬼夜行. 卷 10, 食人鬼/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0-08-6 

(EPUB) 普遍級  

米 奇 7 號 /愛德華 .艾希頓 (Edward 

Ashton)著; 章晉唯譯 .-- 臺北市 : 寂寞,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33-1-5 (EPUB) NT$390 普遍級  

血與骨的孩子(歐瑞莎傳奇首部曲)/

托米.阿德耶米(Tomi Adeyemi)作; 甘

鎮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89-5 (EPUB) 普遍級  

血與骨的孩子(歐瑞莎傳奇首部曲)/

托米.阿德耶米(Tomi Adeyemi)作; 甘

鎮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90-1 (PDF) 普遍級  

坏种/火风 L[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201 .-- 4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3-11-7 (平裝) NT$510 限

制級  

志怪筆記: 中國古典奇幻故事精選/

白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31-5 (EPUB) NT$450 普遍級  

快跟超可愛的我交往吧!. 2/三上庫太

作; 橋子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901-4 (EPUB) 普遍級  

快跟超可愛的我交往吧!. 2/三上庫太

作; 橋子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902-1 (PDF) 普遍級  

我 ,和阿嘉特 /安 .凱瑟琳 .鮑曼(Anne 

Cathrine Bomann)著; 聞若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6-49-0 

(EPUB) NT$263 普遍級  

我五行缺你/西子緒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 1100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7-64-7 (第 5

卷:平裝) NT$330 限制級  

我和班上最討厭的女生結婚了。/天

乃聖樹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37-

4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626-347-838-1 (第 3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20 普遍級  

我的牙 想你 : After Story/結果娛樂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61-1 

(EPUB) 普遍級  

我的牙 想你 : After Story/結果娛樂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62-8 

(PDF) 普遍級  

我的牙想你: 影視改編小說/結果娛

樂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65-9 (EPUB) 普遍級  

我的牙想你: 影視改編小說/結果娛

樂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66-6 (PDF) 普遍級  

我 是 比 比 比 利 / 海 倫 . 拉 特 (Helen 

Rutter)文; 卓妙容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85-4 (EPUB) 普遍

級  

*李榮春全集. 6, 懷母/李榮春作; 程孝

倫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約 129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97-4 (線上有聲書(MP3)) 

NT$390 普遍級  

沒有傳過緋聞的謝先生/幸 PR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蝸牛慢雨, 11112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29-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狂仙/陳風笑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346-396-7 (第 2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25-4 (第 2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26-

1 (第 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27-8 ( 第 2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28-5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男大當婚/韓道光作; 曾紫庭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1 .-- 約 36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01-9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男朋友總說不愛我. 純愛版/下末方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唯社文創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79-0-0 (EPUB) NT$150 普遍級  

男神成了我的小三. 下/草草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7-06-1 

(EPUB) 普遍級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

如何表白我的愛?. 14/手島史詞作; 吳

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680-6 

(EPUB)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13/棺材裡的笑聲著 .-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69-7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染蒼天/忌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

626-311-759-4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60-0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761-7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62-4 (第 20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那天,我綁架了一隻蘿莉/午夜藍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701-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20 .-- ISBN 978-626-347-702-5 (第

3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70 普遍

級  

那些與初戀有關的祕密(改編電影榮

登 2022 多倫多影展首映片,<<紐約時

報>>年度最佳青少年小說)/班傑明.

艾里雷.薩恩斯(Benjamin Alire Sáenz)

作; 曾倚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903-8 (EPUB) 普遍級  

那些與初戀有關的祕密(改編電影榮

登 2022 多倫多影展首映片,<<紐約時

報>>年度最佳青少年小說)/班傑明.

艾里雷.薩恩斯(Benjamin Alire Sáenz)

作; 曾倚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904-5 (PDF) 普遍級  

亞森.羅蘋傳奇之黑色的吸血蝙蝠/莫

理士.盧布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8-538-7 (EPUB) NT$260 普

遍級  

佩珀爾的幻象/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

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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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6-08-7 (EPUB) 普遍級  

夜谷宾馆营业中. 4/蓝橘子作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95-5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夜空穿透傷/王鷗行著; 何穎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92-5 

(PDF) 普遍級  

夜空穿透傷/王鷗行著; 何穎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93-2 

(EPUB) 普遍級  

夜鴉事典. 15/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44-7 (EPUB) 

普遍級  

奇蹟麵包店/譚雅.葛雷諾著; 趙映雪

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47-5 

(EPUB) 普遍級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7, 於是

舞孃自黃泉歸來/五示正司作; 徐維

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740-7 (EPUB) 

普遍級  

孤劍行. 第一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95-2 

(PDF) NT$300 普遍級  

孤劍行. 第二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96-9 

(PDF) NT$300 普遍級  

孤劍行. 第三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97-6 

(PDF) NT$300 普遍級  

孤劍行. 第五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99-0 

(PDF) NT$300 普遍級  

孤劍行. 第四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98-3 

(PDF) NT$300 普遍級  

所羅門的偽證. II, 決心/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6-09-4 (EPUB) 普遍級  

東坡提跋/(宋)蘇軾撰 .-- 三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1111 .-- 6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92-2 ( 平 裝 ) 

NT$1450 普遍級  

波 西 傑 克 森 / 雷 克 . 萊 爾 頓 (Rick 

Riordan)著; 吳梅瑛, 蔡青恩, 王心瑩, 

沈曉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201 .-- 冊 .-- ISBN 978-957-32-9924-

0 (全套:平裝) NT$1900 普遍級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

回復要員/くろかた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34-3 (第 11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炒飯狙擊手/張國立作; 馬國堯朗讀 .-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約

57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

95-0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

級  

牧野雄風. 下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59-7 (PDF) 

NT$300 普遍級  

牧野雄風. 上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58-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斗萬艷盃. 第一冊/憶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18-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斗萬艷盃. 第二冊/憶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19-5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斗萬艷盃. 第三冊/憶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0-1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斗萬艷盃. 第五冊/憶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2-5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斗萬艷盃. 第六冊/憶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3-2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斗萬艷盃. 第四冊/憶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1-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浮圖.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1-5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浮圖.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2-2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浮圖.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3-9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浮圖.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5-3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浮圖. 第六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6-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浮圖.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4-6 (PDF) 

NT$300 普遍級  

長生圖/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405-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06-3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07-0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08-7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附件!結案報告/功夫包子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849-7 (第 3 冊:平裝) 

NT$220 限制級  

青門十四俠 .第一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60-3 (PDF) NT$300 普遍級  

青門十四俠. 第二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61-0 (PDF) NT$300 普遍級  

青門十四俠. 第三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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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88-7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一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13-9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七冊/還珠樓主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52-8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九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5-0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二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3-6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八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15-3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 第十一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0-5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 第十二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1-3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 第十三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19-1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 第十五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51-1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十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8-2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 第十四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18-4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三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5-2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五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7-5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六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1-2 (PDF) NT$300 普遍級  

*青城十九俠. 第四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9-0 (PDF) NT$300 普遍級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10/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04-6 

(EPUB) 普遍級  

帝疆爭雄記.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71-6 (PDF) NT$300 普遍級  

帝疆爭雄記.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72-3 (PDF) NT$300 普遍級  

帝疆爭雄記.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73-0 (PDF) NT$300 普遍級  

帝疆爭雄記.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75-4 (PDF) NT$300 普遍級  

帝疆爭雄記.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74-7 (PDF) NT$300 普遍級  

後宮之烏. 4, 咒縛之結/白川紺子作; 

李彥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2-336-2 (EPUB) NT$266 普遍級  

後宮之烏. 5, 陰熒一體/白川紺子作; 

李彥樺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2-337-9 (EPUB) NT$266 普遍級  

春夏秋冬代行者 春之舞. 上/暁佳奈

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85-1 

(EPUB)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25-7 ( 第 6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26-4 (第

6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27-1 (第 6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28-8 (第 6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29-

5 (第 6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09-4 ( 第 6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10-0 (第

6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11-7 (第 6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12-4 (第 6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13-

1 (第 7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星術少女/曾珮琦著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5-748-9 (EPUB) NT$203 普遍級  

柳湖俠隱. 下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63-4 

(PDF) NT$300 普遍級  

柳湖俠隱. 上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62-7 

(PDF) NT$300 普遍級  

毒砂掌. 下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365-8 (PDF) 

NT$300 普遍級  

毒砂掌. 上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364-1 (PDF) 

NT$300 普遍級  

為花兒換新水 /瓦萊莉 .貝涵(Valérie 

Perrin)作; 林苡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24-1 (PDF) NT$385 普遍

級  

珍珠帖/潘家欣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從南出版, 11111 .-- 16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6282-1-6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穿越到小說裡成為第一個被殺的砲

灰/夏天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89-6 (EPUB) 限制級  

紅粉干戈.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76-1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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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粉干戈.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77-8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粉干戈.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78-5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粉干戈.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0-8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粉干戈.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79-2 

(PDF) NT$300 普遍級  

英雄教室/新木伸作; 黃健育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47-842-8 (第 11 冊:平

裝) NT$200 普遍級  

軍人少女,要潛入皇立魔法學校了. 1/

冬瀬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30-5 

(EPUB) 限制級  

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 3. 上, 地下遺

跡/ナフセ作;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09-1 (EPUB) 普遍

級  

倚天屠龍記/金庸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90-8 (EPUB) 普遍級  

修仙/鳳嘲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348-195-4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96-1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197-

8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198-5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199-2 (第

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8-200-5 (第 1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201-2 (第 1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202-

9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203-6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204-3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修仙農場/聽風就是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48-205-0 (第 1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8-206-

7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8-207-4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208-1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原來我是修仙大佬/木下雉水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47-9 (第 11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626-

346-348-6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49-3 (第 1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50-

9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351-6 (第 15 冊:平裝) NT$180

限制級  

唐人的餐桌/孑与 2 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88-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89-9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90-5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91-2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家族的完成/櫻木紫乃著; 劉子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5-9 

(PDF) 普遍級  

家族的完成/櫻木紫乃著; 劉子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6-6 

(EPUB) 普遍級  

家鴨與野鴨的投幣式置物櫃/伊坂幸

太郎著; 王華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6-10-0 (EPUB) 普遍級  

射鵰英雄傳/金庸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891-5 (EPUB) 普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35-6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36-3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37-0 (第 4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38-7 (第 44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海道.海盜系列. 2, 海東清夷/曾昭榕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10-4 

(PDF) 普遍級  

海道.海盜系列. 2, 海東清夷/曾昭榕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11-1 

(EPUB) 普遍級  

浮世百願: 昔日心願/笨蛋工作室原

作; 冰糖優花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10-7 (EPUB) 普遍級  

浩蕩江湖.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7-7 

(PDF) NT$300 普遍級  

浩蕩江湖.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8-4 

(PDF) NT$300 普遍級  

浩蕩江湖.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89-1 

(PDF) NT$300 普遍級  

浩蕩江湖.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90-7 

(PDF) NT$300 普遍級  

珠簾銀燭. 第一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66-5 

(PDF) NT$300 普遍級  

珠簾銀燭. 第二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72-6 

(PDF) NT$300 普遍級  

珠簾銀燭. 第三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73-3 

(PDF) NT$300 普遍級  

珠簾銀燭. 第五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75-7 

(PDF) NT$300 普遍級  

珠簾銀燭. 第六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81-8 

(PDF) NT$300 普遍級  

珠簾銀燭. 第四冊/郎紅浣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74-0 

(PDF) NT$300 普遍級  

真君請息怒/張老西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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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46-384-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85-1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86-8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87-5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真相之前/李三元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凌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08-2-5 (EPUB) 普遍級  

真庭語(刀語系列十五週年紀念版)/

西尾維新作; 王靜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18-2 (EPUB) 普遍級  

真庭語(刀語系列十五週年紀念版)/

西尾維新作; 王靜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919-9 (PDF) 普遍級  

破日狩記/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52-3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53-0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54-7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55-4 (第 10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56-

1 (第 1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破魔陰陽師的復仇術法. 2, 虛假的新

娘和眾神之僞槍/子子子子子子子作; 

廖子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

841-1 (平裝) NT$220 普遍級  

神仙府. 第一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89-4 (PDF) 

NT$300 普遍級  

神仙府. 第二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90-0 (PDF) 

NT$300 普遍級  

神仙府. 第三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91-7 (PDF) 

NT$300 普遍級  

神界直屬第十九號部門. 2/水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13-8 

(EPUB) 普遍級  

神術鍊金士. 14/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3-4 (EPUB) NT$125 普

遍級  

神鵰俠侶/金庸作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2-9892-2 (EPUB) 普遍級  

純粹理論: 狂狷丞樹的滑坡實證/秀

弘著 .-- 新北市 : 秀弘,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06-9 (EPUB) 

普遍級  

荒淫的魔尊不可能這麼可愛/阿滅的

小怪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920-5 (EPUB) 限制級  

荒淫的魔尊不可能這麼可愛/阿滅的

小怪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921-2 (PDF) 限制級  

骨生花 /燈燈子 , 黑色豆腐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22-9 (EPUB) 

限制級  

骨生花 /燈燈子 , 黑色豆腐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923-6 (PDF) 

普遍級  

偷拳/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

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41-376-4 (PDF) NT$300

普遍級  

曼露情. I:最初/秋陽作 .-- 宜蘭縣 : 北

極之光文化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422-5-0 (EPUB) 

NT$330 普遍級  

執念/雷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

國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6-605-5 (EPUB) 普遍級  

執念/雷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

國際,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601-7 ( 下 冊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屠羊社區的小祕密/崑崙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14-5 (EPUB) 

普遍級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冬原

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39-

8 (第 27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

626-347-840-4 (第 27 冊:平裝首刷限

定版) NT$250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59-2 ( 第 5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72-1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92-9 (第 5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93-6 (第 59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惜生.螱卷/李穆梅作 .-- 新北市 : 李偉

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1-0728-4 (EPUB) 普遍級  

惜生.蠱卷/李穆梅作 .-- 新北市 : 李偉

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1-0729-1 (EPUB) 普遍級  

掛劍懸情記. 下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70-9 

(PDF) NT$300 普遍級  

掛劍懸情記. 上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68-6 

(PDF) NT$300 普遍級  

掛劍懸情記. 中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69-3 

(PDF) NT$300 普遍級  

敗北女角太多了!/雨森焚火作; 陳士

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44-2 (第 3 冊:平裝) 

NT$220 .-- ISBN 978-626-347-845-9 (第

3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70 普遍

級  

晨碎/布蘭登.山德森作; 傅弘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03-1 

(EPUB) 普遍級  

毫無幹勁的尼特族前神童,當上了冒

險者: 「學生時代的成績和現實社會

是兩回事吧?」抱著這種誤解不自覺

開外掛無雙/ぺもぺもさん作; 黃健

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50-3 (第 1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626-347-851-0 (第

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30 普遍

級  

混物語/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83-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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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物語/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84-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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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09-1 (EPUB) 普遍

級  

異世界悠閒農家. 11/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15-2 (EPUB) 普遍級  

異世界賢者的轉生無雙: 用遊戲知識

成為異世界最強. 4/進行諸島作; 王

啟華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10-7 

(EPUB) 普遍級  

異世道袍 . 卷一 /故事情節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05-6 (EPUB) 

NT$99 普遍級  

異世道袍 . 卷二 /故事情節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06-3 (EPUB) 

NT$99 普遍級  

異世道袍 . 卷三 /故事情節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07-0 (EPUB) 

NT$99 普遍級  

異世道袍 . 卷五 /故事情節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09-4 (EPUB) 

NT$99 普遍級  

異世道袍 . 卷六 /故事情節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10-0 (EPUB) 

NT$99 普遍級  

異世道袍 . 卷四 /故事情節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408-7 (EPUB) 

NT$99 普遍級  

異鄉驚魂/何金珠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光輝影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92-04-1 (EPUB) 普遍級  

被金主抛弃后我勾搭上了他发小/关

山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 

11201 .-- 4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3-10-0 (平裝) NT$640 限制級  

透明人潛入密室/阿津川辰海作; 詹

慕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41-621-6 (EPUB) 普遍級  

都市至尊戰神/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1-756-3 (第 20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57-

0 (第 2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都市偷香賊. 38/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0-3 (EPUB) NT$125 普

遍級  

都市偷香賊. 39/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1-0 (EPUB) NT$125 普

遍級  

都市偷香賊. 40/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72-7 (EPUB) NT$125 普

遍級  

都是公主惹的禍/鄭妍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22-9 (EPUB) 普遍級  

都是因為當了老師的緣故: 給 L 的告

解信/季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拾一

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8897-3-5 (EPUB) 普遍級  

野將/蘇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35-839-8 (PDF) 限制級  

野將/蘇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35-840-4 (EPUB) 限制級  

陰界黑幫. 11/Div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623-0 (EPUB) 

NT$288 普遍級  

陰魄: 往生咒之二/娜歐米作; 蘇郁翔

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11 .-- 約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

03-3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雪國 /川端康成作; 劉子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48-4 (PDF) 

普遍級  

雪國 /川端康成作; 劉子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49-1 (EPUB) 

普遍級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14/イズシ

ロ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687-5 (EPUB) 普遍級  

單磁子: 革命前的搗蛋之旅/三眼豁

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3-53-0 (EPUB) NT$99 普遍級  

堤亞穆帝國物語. 9: 從斷頭台開始,

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餅月望作; 

張凱鈞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799-2 

(EPUB) 普遍級  

欺君妄為/慕秋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23-6 (EPUB) 普遍級  

焚香論劍篇. 第一集/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91-4 (PDF) NT$300 普遍級  

焚香論劍篇. 第二集/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92-1 (PDF) NT$300 普遍級  

焚香論劍篇. 第三集/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93-8 (PDF) NT$300 普遍級  

焚香論劍篇. 第四集/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94-5 (PDF) NT$300 普遍級  

無人逝去/白井智之作; 李喬智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48-2 

(EPUB) 普遍級  

無人逝去/白井智之作; 李喬智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49-9 (PDF)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30-1 ( 第 6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31-8 (第

6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32-5 (第 6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33-2 (第 6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34-

9 (第 6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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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與書: <<咆哮山莊>>的繼承者/野

村美月作; HANA 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89-5 (EPUB) 普遍級  

結與書: <<咆哮山莊>>的繼承者/野

村美月作; HANA 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90-1 (PDF) 普遍級  

絕代俠醫/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97-4 (第 2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33-

9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34-6 ( 第 2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35-3 (第

2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36-0 (第 26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絕壁上的她們/安娜.諾思(Anna North)

著; 力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39-7 (EPUB) NT$280 普遍級  

善惡魔法學院: 雙城崛起/蘇曼.查納

尼(Soman Chainani)著; 蔡心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3-37-4 

(EPUB) 普遍級  

超能星武/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46-2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99-8 (第

1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37-7 (第 11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超強技能『召喚廚房』!: 在異世界

做料理集點數/しっぽタヌキ作; 陳

幼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848-

0 (第 2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鄉野傻醫/輕舞隨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8-192-3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集郵者/高雲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8-68-8 (EPUB) NT$210 普

遍級  

雲海爭奇記. 第七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95-5 (PDF) NT$300 普遍級  

雲海爭奇記. 第五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93-1 (PDF) NT$300 普遍級  

雲海爭奇記. 第六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94-8 (PDF) NT$300 普遍級  

雲海爭奇記. 第四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92-4 (PDF) NT$300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58-5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71-4 (第

52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黑孩兒. 下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97-9 (PDF) 

NT$300 普遍級  

黑孩兒. 上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96-2 (PDF) 

NT$300 普遍級  

黑暗中的願望/克莉絲汀娜.索恩托瓦

(Christina Soontornvat) 作 ; 鄭 榮 珍 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21-2 (PDF) 普遍級  

黑鳶的聖者. 2/まさみティー作; 賴

詠新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711-4 

(EPUB) 普遍級  

黑螞蟻. 下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99-3 (PDF) 

NT$300 普遍級  

黑螞蟻. 上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98-6 (PDF) 

NT$300 普遍級  

催眠師手記: 無罪的嘆息/高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30-7 

(EPUB) 普遍級  

塔兒崗/朱貞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41-400-6 (PDF) 

NT$300 普遍級  

弒君的血族/夜光花作; 王美惠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60-4 

(EPUB) 限制級  

弒君的血族/夜光花作; 王美惠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62-8 (PDF) 

限制級  

愛你是最好的時光(合輯)/匪我思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8-9-1 

(EPUB) 普遍級  

愛你是最好的時光. 下/匪我思存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98-8-4 

(EPUB) 普遍級  

愛你是最好的時光. 上/匪我思存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98-7-7 

(EPUB) 普遍級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22, REVERSE/鎌

池和馬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21-3 (EPUB) 普遍

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46-373-8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74-5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75-2 (第 5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76-9 (第 5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77-

6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歲月的跫音/心水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7-33-3 (EPUB) 

NT$210 普遍級  

萬世雷池. 第一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0-4 

(PDF) NT$300 普遍級  

萬世雷池. 第二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1-1 

(PDF) NT$300 普遍級  

萬世雷池. 第三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2-8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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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雷池. 第四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6-6 

(PDF) NT$300 普遍級  

萬里江山一孤騎. 第一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13-3 (PDF) NT$300 普遍級  

萬里江山一孤騎. 第二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14-0 (PDF) NT$300 普遍級  

萬里江山一孤騎. 第三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15-7 (PDF) NT$300 普遍級  

萬里江山一孤騎. 第五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17-1 (PDF) NT$300 普遍級  

萬里江山一孤騎. 第四冊/司馬紫煙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16-4 (PDF) NT$300 普遍級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57-8 (第 13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67-

7 (第 13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68-4 (第 13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69-1 (第

13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70-7 (第 13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萬道戰皇/EK 巧克力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8 .-- 冊 .-- ISBN 

978-626-311-149-3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150-9 (第

18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聖劍飛霜. 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3-3 (PDF) 

NT$300 普遍級  

聖劍飛霜. 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4-0 (PDF) 

NT$300 普遍級  

聖劍飛霜. 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5-7 (PDF) 

NT$300 普遍級  

聖劍飛霜. 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6-4 (PDF) 

NT$300 普遍級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志瑞祐作; 王仁

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35-0 (第 9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626-347-836-7 (第

9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40 普遍

級  

*蜀山劍俠傳. 第一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0-6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第七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7-6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第九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6-8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二一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17-7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二二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4-4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二十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2-1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二三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4-3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二五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1-4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第二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14-6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二四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2-0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第八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2-9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一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6-9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七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9-8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九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16-0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二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50-4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八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3-7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三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5-1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五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3-8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六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8-1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第十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0-7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 第十四冊 /還珠樓主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4-5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第三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39-9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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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劍俠傳. 第五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28-3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第六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7-4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傳. 第四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46-7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新傳. 第一冊/還珠樓主作 .-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01-3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新傳. 第二冊/還珠樓主作 .-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02-0 (PDF) NT$300 普遍級  

蜀山劍俠新傳. 第三冊/還珠樓主作 .-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03-7 (PDF) NT$300 普遍級  

詭軼紀事. 陸, 禁忌撿紅包/Div(另一

種聲音), 尾巴 Misa, 龍雲, 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04-8 

(EPUB) 普遍級  

鈴馬劫. 第一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7-1 (PDF) 

NT$300 普遍級  

鈴馬劫. 第二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8-8 (PDF) 

NT$300 普遍級  

鈴馬劫. 第三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9-5 (PDF) 

NT$300 普遍級  

塵砂追憶. 4/亞次圓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66-6 (EPUB) 普遍級  

塵砂追憶. 4/亞次圓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8-867-3 (PDF) 普遍級  

壽妻登門/楓橋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24-3 (EPUB) 普遍級  

綠日長夏/妄言熱戀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2-1-1 (EPUB) 普遍級  

翠梅谷. 第一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0-1 (PDF) 

NT$300 普遍級  

翠梅谷. 第二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1-8 (PDF) 

NT$300 普遍級  

翠梅谷. 第三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2-5 (PDF) 

NT$300 普遍級  

翠梅谷. 第四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3-2 (PDF) 

NT$300 普遍級  

翠鳥山莊神祕事件/牧童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0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58-69-5 (EPUB) 

NT$252 普遍級  

翠堤潛龍. 二冊/秋夢痕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31-0 (PDF) 

NT$300 普遍級  

翠堤潛龍. 三冊/秋夢痕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32-7 (PDF) 

NT$300 普遍級  

銀 色 翅 膀 / 卡 蜜 拉 . 拉 貝 格 (Camilla 

Läckberg)作; 王娟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25-8 (EPUB) NT$300 普

遍級  

銀荊的告白/八目迷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43-5 (第 2 冊:

平裝) NT$210 普遍級  

鳳凰神. 第一冊/秋夢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60-0 (PDF) 

NT$300 普遍級  

鳳凰神. 第二冊/秋夢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64-8 (PDF) 

NT$300 普遍級  

鳳凰神. 第三冊/秋夢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65-5 (PDF) 

NT$300 普遍級  

鳳凰神. 第四冊/秋夢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67-9 (PDF) 

NT$300 普遍級  

鳳凰劍. 下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407-5 (PDF) 

NT$300 普遍級  

鳳凰劍. 上冊/秦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406-8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帝刀皇. 第一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3-5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帝刀皇. 第二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4-2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帝刀皇. 第三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8-0 

(PDF) 普遍級  

劍帝刀皇. 第四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7-3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指天下. 1/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82-6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2/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83-3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3/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84-0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4/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85-7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5/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186-4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氣千幻錄.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59-4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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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氣千幻錄.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61-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氣千幻錄.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62-4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氣千幻錄.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63-1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鷹揚. 下冊/司馬翎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35-8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鷹揚. 上冊/司馬翎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33-4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鷹揚. 中冊/司馬翎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34-1 (PDF) 

NT$300 普遍級  

劍膽琴魂記. 第一集/司馬翎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38-9 (PDF) NT$300 普遍級  

劍膽琴魂記. 第二集/司馬翎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37-2 (PDF) NT$300 普遍級  

劍膽琴魂記. 第三集/司馬翎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36-5 (PDF) NT$300 普遍級  

噓,總裁是我老公/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41-1 (PDF) 

限制級  

噓,總裁是我老公/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42-8 (EPUB) 

限制級  

徵婚啟事: 30 年經典再現/陳玉慧 Jade 

Y. Chen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3-249-6 (EPUB) NT$400 普遍級  

徵婚啟事: 30 年經典再現/陳玉慧 Jade 

Y. Chen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3-250-2 (PDF) NT$400 普遍級  

線,畫出的我(橫濱流星電影書封限時

珍藏版)/砥上裕將作; 葉廷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3-856-9 (EPUB) 

普遍級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6/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24-4 (EPUB) 普遍級  

賞金獵手/蝦寫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2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11-546-0 (第 25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閱讀與宣講: 吳地寶卷的編創與流通

/丘慧瑩著 .-- 臺一版 .-- 臺北市 : 新文

豐,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7-3341-8 (EPUB) 普遍級  

餘生是你 晚點沒關係/黃山料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2-645-5 

(EPUB) NT$280 普遍級  

學戰都市 Asterisk. 15/三屋咲悠作; 霖

之助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82-6 (EPUB) 普遍級  

學戰都市 Asterisk. 15/三屋咲悠作; 霖

之助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8-883-3 (PDF) 普遍級  

戰神歸來/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48-209-8 ( 第 30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210-4 (第

3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211-1 (第 3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12-8 (第 33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13-

5 (第 3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48-214-2 (第 35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操縱彩虹的少年/東野圭吾作; 王蘊

潔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70-0 (PDF) NT$266 普遍級  

機械煉金術士/盲候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380-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381-3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382-0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383-7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燃 燒 的 女 子 / 維 若 妮 卡 . 夏 奈 思

(Veronica Shanoes)著; 楊芩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62-5 (PDF) 

普遍級  

燃 燒 的 女 子 / 維 若 妮 卡 . 夏 奈 思

(Veronica Shanoes)著; 楊芩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63-2 

(EPUB) 普遍級  

獨行劍. 第一集/司馬翎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2-6 (PDF) 

NT$300 普遍級  

獨行劍. 第二集/司馬翎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1-9 (PDF) 

NT$300 普遍級  

獨行劍. 第三集/司馬翎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40-2 (PDF) 

NT$300 普遍級  

獨行劍. 第四集/司馬翎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39-6 (PDF) 

NT$300 普遍級  

螞蟻上樹/臥斧作; 許皇家朗讀 .-- 臺

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約 7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96-7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親愛的妮可/凪良ゆ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38-1 (EPUB) 

普遍級  

隨園詩話(新式標點)/(清)袁牧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69-3 (PDF) 

NT$280 普遍級  

龍山四友. 下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09-9 

(PDF) NT$300 普遍級  

龍山四友. 上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08-2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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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之國幻想. 2, 天翔之緣/三川美里

作; HAN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86-4 (EPUB) 普遍級  

龍之國幻想. 2, 天翔之緣/三川美里

作; HANA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88-8 (PDF) 普遍級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 王昱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852-7 (第

16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龍劍青萍. 第一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4-9 (PDF) 

NT$300 普遍級  

龍劍青萍. 第二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5-6 (PDF) 

NT$300 普遍級  

龍劍青萍. 第三冊/雪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66-2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騎士的異世界救世之旅. 第一部/

李欣峰作 .-- 初版 .-- 屏東縣 : 龍騎士

工作室, 11111 .-- 201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29-1-4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翼的翅膀/朝比奈あすか著; 堤風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93-2 

(EPUB) 普遍級  

翼的翅膀/朝比奈あすか著; 堤風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094-9 

(PDF) 普遍級  

隱藏的火花/艾勒.麥克尼科爾著; 曾

于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7-848-2 (EPUB) 普遍級  

颶光典籍首部曲: 王者之路(合輯)/布

蘭登 .山德森 (Brandon Sanderson)作 ; 

段宗忱譯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0-07-9 (EPUB) 普遍級  

離婚/老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16-13-2 (EPUB) NT$399 普遍級  

獸醫五年生/林俐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40-3 (PDF) 普遍級  

獸醫五年生/林俐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41-0 (EPUB) 普遍

級  

羅剎夫人. 第一冊/朱貞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77-1 

(PDF) NT$300 普遍級  

羅剎夫人. 第二冊/朱貞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78-8 

(PDF) NT$300 普遍級  

羅剎夫人. 第三冊/朱貞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79-5 

(PDF) NT$300 普遍級  

羅剎夫人. 第四冊/朱貞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380-1 

(PDF) NT$300 普遍級  

邊塞英雄譜. 下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11-2 (PDF) 

NT$300 普遍級  

邊塞英雄譜. 上冊/白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10-5 (PDF) 

NT$300 普遍級  

邊塞英雄譜. 第一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82-5 (PDF) NT$300 普遍級  

邊塞英雄譜. 第二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83-2 (PDF) NT$300 普遍級  

邊塞英雄譜. 第三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84-9 (PDF) NT$300 普遍級  

邊塞英雄譜. 第四冊/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385-6 (PDF) NT$300 普遍級  

關中九俠/還珠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386-3 (PDF) 

NT$300 普遍級  

寶刀歌. 第一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4-9 

(PDF) NT$300 普遍級  

寶刀歌. 第二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5-6 

(PDF) NT$300 普遍級  

寶刀歌. 第三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26-3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柱雲旗. 第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0-3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柱雲旗. 第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1-0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柱雲旗. 第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2-7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柱雲旗. 第五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4-1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柱雲旗. 第四冊/司馬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03-4 

(PDF) NT$300 普遍級  

鐵鞋萬里征. 第一冊/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12-9 

(PDF) NT$300 普遍級  

鐵鞋萬里征. 第二冊/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13-6 

(PDF) NT$300 普遍級  

鐵鞋萬里征. 第三冊/秦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14-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

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10. 

上/秋作;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189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26-8 (EPUB) 普遍級  

魔王學園的背叛者. 3: 人類最初的魔

王候補,和少女眷屬一同向王座發起

衝擊/久慈マサムネ作; 偽善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688-2 (EPUB) 普遍級  

魔拳奔雷. 第一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30-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拳奔雷. 第二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9-7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拳奔雷. 第三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25-9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尊他念念不忘/墨西柯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旭儒, 11202 .-- 冊 .-- ISBN 

978-626-7213-12-4 ( 上 冊 : 平 裝 ) 

NT$575 .-- ISBN 978-626-7213-13-1 (下

冊 :平裝 ) NT$595 .-- ISBN 978-626-

7213-14-8 (全套:平裝) NT$1170 普遍

級  

魔掌佛心. 第一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36-2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掌佛心. 第三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37-9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掌佛心. 第五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39-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掌佛心. 第六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40-9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掌佛心. 第四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1-538-6 

(EPUB) NT$300 普遍級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

689-9 (第 9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鶴高飛. 一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6-3 (PDF) 

NT$300 普遍級  

鶴高飛. 二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7-0 (PDF) 

NT$300 普遍級  

鶴高飛. 三冊/司馬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458-7 (PDF) 

NT$300 普遍級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 6/衣笠彰梧作; 一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27-5 

(EPUB) 普遍級  

靈魂擁抱/侯文詠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61-8 (PDF) NT$364 普遍

級  

蠻荒俠隱. 第一冊/還珠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15-0 (PDF) NT$300 普遍級  

蠻荒俠隱. 第二冊/還珠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16-7 (PDF) NT$300 普遍級  

蠻荒俠隱. 第三冊/還珠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17-4 (PDF) NT$300 普遍級  

蠻荒俠隱. 第五冊/還珠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19-8 (PDF) NT$300 普遍級  

蠻荒俠隱. 第四冊/還珠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18-1 (PDF) NT$300 普遍級  

鱷眼晨曦/張貴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06-9 (EPUB) 

NT$520 普遍級  

鱷眼晨曦/張貴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07-6 (PDF) NT$520

普遍級  

睾蘭異人傳. 下冊/還珠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05-1 (PDF) NT$300 普遍級  

睾蘭異人傳. 上冊/還珠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404-4 (PDF) NT$300 普遍級  

闇祓 /辻村深月著; 王華懋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25-1 

(EPUB) 普遍級  

弥勒宇宙天国/弥勒皇佛作 .-- 臺北

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69-2 (EPUB) 

NT$29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七部曲, 天宙神龙/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61-6 (EPUB) NT$33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九部曲, 东方帝龙. 

下/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63-0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八部曲, 东方帝龙. 

上/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62-3 (EPUB) NT$24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五部曲, 宇宙九凤/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59-3 (EPUB) NT$36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六部曲, 消失的马

雅/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02-60-9 (EPUB) NT$37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五十四部曲, 宇宙九蛇/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58-6 (EPUB) NT$36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六十一部曲, 神魔之谜/

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65-4 (EPUB) NT$360 普遍級  

弥勒圣道行. 六十部曲, 火供圣能/弥

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64-7 (EPUB) NT$330 普遍級  

宇宙天国. 二部曲, 暗光宇宙/弥勒皇

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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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68-5 (EPUB) NT$240 普遍級  

宇宙天国. 首部曲, 神魔宇宙/弥勒皇

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67-8 (EPUB) NT$240 普遍級  

宇宙天國. 二部曲, 闇光宇宙/彌勒皇

佛作; 彌勒開慧譯 .-- 臺北市 : 彌勒皇

教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57-9 (EPUB) NT$240 普

遍級  

宇宙天國. 首部曲, 神魔宇宙/彌勒皇

佛作; 彌勒開慧譯 .-- 臺北市 : 彌勒皇

教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54-8 (EPUB) NT$240 普

遍級  

彌勒聖道行. 六十二部曲: 逐鹿上古. 

上/彌勒皇佛作; 彌勒開慧譯 .-- 臺北

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55-5 (EPUB) 

NT$240 普遍級  

見習夫妻/杜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花園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7-4-7 (EPUB) 普遍級  

夜鴉事典. 11/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48-5 (EPUB) 

普遍級  

夜鴉事典. 12/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47-8 (EPUB) 

普遍級  

夜鴉事典. 13/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46-1 (EPUB) 

普遍級  

夜鴉事典. 14/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45-4 (EPUB) 

普遍級  

逍遙和離婦/簡薰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7-721-5 (EPUB) 普遍

級  

鄰女/王定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627-4 (EPUB) 普遍

級  

公主向前走/瑪希亞.葛芮(Marcia Grad)

作; 葉彥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720-9 (EPUB) 普遍級  

其他 

<<Love Again 重新再愛?>>紀念畫冊

= The art of <<Love Again?>>/Yooooko

妖子作 .-- 屏東縣 : 雷晴雅, 11112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

0762-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天生富有>>有聲書. 第 2 輯/王怡仁

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202 .-- 約 57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85-4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金瓶梅>>飲食男女/胡衍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16-2 (PDF) 

NT$520 普遍級  

<<浹水洽禪師語錄>>點校 /李忠達

編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57-664-7 

(EPUB) 普遍級  

<<啟動靈感>>有聲書. 第 1 輯/王怡仁

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201 .-- 約 57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86-1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歡樂飲酒歌>>國際侵權訴訟案 : 

台灣原住民 v.亞特蘭大奧運 /蘭天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7-622-9 (EPUB) 普遍級  

(圖解)韓國影劇故事結構聖經: 韓國

影劇征服全世界的編劇法則/吳基桓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40-7 (EPUB) NT$406 普遍級  

120 個最輕鬆簡單的管理故事/何勝

峰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87-3 (PDF) NT$280 普遍級  

1 天 1 行小日記,寫出超強行動力/伊

藤羊一著; 林俞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05-2 (PDF) 普遍級  

1 天 1 行小日記,寫出超強行動力/伊

藤羊一著; 林俞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06-9 (EPUB) 普遍

級  

2019: 預言到兌現 /王慈愛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3-10-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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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139-1 (EPUB) 普遍級  

*2022 畫圈圈美術獎創作展暨大專生

藝術才能融合教育發展研討會: 畫冊

+論文集/林淑華主編 .-- 初版 .-- 臺中

市  : 台 灣 畫 圈 圈 藝 術 關 懷 協 會 , 

11111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509-3-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2040 數位行銷圈客法則: 善用全新行

銷 4P 與顧客建立永續連結/奥谷孝司, 

岩井琢磨作;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52-6 (PDF) 普遍級  

2040 數位行銷圈客法則: 善用全新行

銷 4P 與顧客建立永續連結/奥谷孝司, 

岩井琢磨作;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53-3 (EPUB) 普遍

級  

21 世紀三民主義(簡明版)/周陽山, 杜

震華, 周治邦, 林忠山, 林祖嘉, 桂宏

誠, 葛永光, 盧信昌, 謝明瑞, 龐建國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主義統一

中國大同盟, 11111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285-1-6 (精裝) 

NT$400 普遍級  

21 世紀舊約神學: 從歷史與敘事描繪

以色列的福音/葛丁桂(John Goldingay)

著; 譚達峰, 曾有信, 倪宏坤譯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05-4 (EPUB) 普遍

級  

2250km.藏東紀事: 生存與劫難下的

真實西藏/史考特.伊佐(Scott Ezell)著; 

謝汝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6-14-9 (EPUB) NT$480 普遍級  

3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volume I/editor Sridhar Iyer, 

Ju-Ling Shih, Weiqin Chen, Mas Nida 

MD Khambari .-- 桃園市 : 桃縣亞太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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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習學會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97214-9-3 (PDF) 普遍級  

3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volume II/editor Sridhar 

Iyer, Ju-Ling Shih, Weiqin Chen, Mas 

Nida MD Khambari .-- 桃園市 : 桃縣亞

太數位學習學會,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890-0-2 (PDF) 普遍

級  

30 堂帶來幸福的思辨課: 多想一點,

發現更有深度的自己 /琳達 .艾爾德

(Linda Elder), 理察.保羅(Richard Paul)

著; 林佳誼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506-7 (EPUB) 普遍級  

42.195 公里的夢想追逐: 關於奧運馬

拉松的熱血故事/詹鈞智作 .-- 一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24-3 (PDF) 

普遍級  

42.195 公里的夢想追逐: 關於奧運馬

拉松的熱血故事/詹鈞智作 .-- 一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26-7 (EPUB) 

普遍級  

5000 天 後 的 世 界 : 繼 網 際 網 路 、

iPhone、社群網站之後,全球科技趨

勢大師 KK 的未來預測/凱文.凱利

(Kevin Kelly), 大野和基, 服部桂著; 黃

品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98-9 (EPUB) NT$252 普遍級  

50 種動物撼動人類歷史: 從戰爭到生

活,由飲食文化到太空探險,看見動物

對人類的影響/雅各.F.菲爾德作; 世

茂編譯小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

茂,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2-13-1 (PDF) 普遍級  

50 種動物撼動人類歷史: 從戰爭到生

活,由飲食文化到太空探險,看見動物

對人類的影響/雅各.F.菲爾德作; 世

茂編譯小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

茂,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2-14-8 (EPUB) 普遍級  

6 個月學會任何一種外語: 3000 萬人

證實有效,國際語言學權威教你超速

學習,半年從不敢開口到流暢表達/龍

飛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25-0 (PDF) 普遍級  

6 個月學會任何一種外語: 3000 萬人

證實有效,國際語言學權威教你超速

學習,半年從不敢開口到流暢表達/龍

飛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26-7 (EPUB) 普遍級  

论何谓诅咒: 如何摆脱「不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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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0-2-9 (EPUB) NT$36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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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66-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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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67-4 (EPUB) 

普遍級  

AI 開發的機器學習系統設計模式/澁

井雄介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61-3 (PDF) NT$620

普遍級  

AI 繪圖進階秘笈: 咒語秘術 by Stable 

Diffusion/Harry Huang, 施百俊作 .-- 臺

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16-3-4 (EPUB) 

NT$149 普遍級  

Arduino 專題製作: 智慧家庭/王允上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1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56-5 (平裝) 普遍級  

Becoming "Jetsun Ma" through heavenly 

transmission/ .-- 臺北市 : 凌虹書齋,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05-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Brotherhood & sisterhood: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pecial education law in Macau, 

1991-2014/Wen Ru Jia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1201 .-- 1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78-786-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Cảm ứng tam thiên: Nắm lấy tay trò= 

感應三千: 牽徒的手/師誠編著; 張譚

金花越文翻譯 .-- 初版 .-- 南投縣 : 光

慧文化, 111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20-5-6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Elements of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吳

幸玲原著  .-- 臺北市  : 虹橋書店 , 

11111 .-- 1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975-2-0 (平裝) 普遍級  

Essays on education, literacy and 

culture/edited by Tzu Yu Allison Lin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 

11112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87-41-8 (平裝) NT$220 普遍級  

FAKE NEWS- 鋪 天 蓋 地 的 假 訊 息

/Doan Bui, Leslie Plee 作; 陳郁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36-9 (EPUB) 

普遍級  

FAKE NEWS- 鋪 天 蓋 地 的 假 訊 息

/Doan Bui, Leslie Plee 作; 陳郁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8-837-6 (PDF) 

普遍級  

From me to me too: take a few 

risks/Janice Lin .-- first edition .-- 新竹

縣 : 林怡珍, 11111 .-- 131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70-3 (平裝) 普遍

級  

Fun 心學英語/陳惠珍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定易, 11111 .-- 9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948-8-3 (平裝) 

普遍級  

Hat der Mensch den Mond 

erschaffen?/author Microcosmic Little 

Star .-- 桃園市 : 微塵國際, 11201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504-4-

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Input Japan/ISAYTEC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羽翼實業,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04-5-1 (PDF) 普遍級  

Input Japan/ISAYTEC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羽翼實業,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04-6-8 (EPUB) 普遍

級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Conference 

Congress Theme: Quality in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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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the Lifespan- USR From Local to 

Global. 2022(2022 國際健康照護研討

會)/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主編 .-- 

高雄市 : 輔英科大護理學院,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92-2-6 

(PDF) 普遍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2022/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

立, 11111 .-- 5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364-0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KONEKO 子 喵 同 名 寫 真 / 子 喵

KONEKO .-- 初版 .-- 臺北市 : 曖維多

媒體廣告行銷, 11112 .-- 1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76-6-4 (平裝) 

NT$899 普遍級  

Learning ACT/Jason B. Luoma, Steven C. 

Hayes, Robyn D. Walser 著; 張本聖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74-7 (PDF) 

NT$595 普遍級  

*Miracle Bits: 神成迅子像素創作集

2020-2022/神成迅子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神成迅子, 11112 .-- 4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626-01-0812-

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Model law on eternal peace standard 

(draft): Chien-ming Huang 

commemorative book/ .-- 臺北市 : 永久

和平發展協會, 11201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316-8-3 (平裝) 

NT$500 .-- ISBN 978-626-96957-0-6 (精

裝) NT$1500 普遍級  

NBA 比賽成績與盤口開分值之分析. 

2021-2022 年/林忠程著 .-- 高雄市 : 林

忠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50-5 (PDF) NT$70 普遍級  

New Taxa and New Names. Volume 

Five/應紹舜著 .-- 臺北市 : 應紹舜,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07-6 (PDF) 普遍級  

NGÔI ĐÌNH Ở VIỆT NAM/Lê Hải 

Đă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

大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32-06-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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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77-4 (PDF) 普遍級  

Once in a blue moon/林慈毓編 .-- 臺北

市 : 陳麒均, 11112 .-- 76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11-3 (精裝) 

NT$1280 普遍級  

Open Access 開放取用完攻手冊/全國

學 術 電 子 資 訊 資 源 共 享 聯 盟

(CONCERT)作 .-- 再版 .-- 臺北市 : 國

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19-348-4 (PDF) 

普遍級  

O 孃/波琳.雷亞居(Pauline Réage)作; 

邱瑞鑾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89-728-5 (EPUB) NT$266 限制級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8/editorial 

director Karen Huang .-- first edition .-- 

新北市 : 賴世雄智網文教, 111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05-

54-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Phonics step-by-step. 1, the alphabet/目

川文化作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 

11201 .-- 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5946-6-5 (精裝) NT$799 普遍級  

PHP 工作面試指南/John Liu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HiSKIO,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5-1-5 (PDF) 

NT$599 普遍級  

Proceedings of AASE International 19th 

MESS Conference/AASE .-- 1st ed. .-- 

臺南市  : 中華科學新知推廣協會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442-2-6 (PDF) 普遍級  

Proceedings of the 7th Asia Color 

Association Conference(ACA 2022 

Taipei)/Sun, Pei-Li, Hsieh, Tsuei-Ju, Tsai, 

Chen-Min 編 .-- 1st ed. .-- 臺北市 : 中

華色彩學會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6482-2-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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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22-2 (PDF) NT$7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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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23-9 (EPUB) 

NT$720 普遍級  

Rocling 2022: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

fourth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 自

然語言與語音處理研討會. 第三十四

屆/Yung-Chun Chang, Yi-Chin Huang, 

Jheng-Long Wu, Ming-Hsiang Su, Hen-

Hsen Huang, Yi-Fen Liu, Lung-Hao Lee, 

Chin-Hung Chou, Yuan-Fu Liao(eds.) .-- 

臺北市 : 計算語言學學會, 11111 .-- 

383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5769-5-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Self-consistent universe/Murphy .-- 初

版 .-- 臺中市 : 印書小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659-72-0 (PDF) 

NT$250 普遍級  

Special issue on Taiwan fiction and 

'realism'/editors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0-673-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Spotlight plus listening with 

speaking/written by Jessie Liao .-- 臺北

市 : 敦煌, 11201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231-07-4 (第 2 冊:平裝) 

NT$360 普遍級  

Storytelling 英文單字好好記: 圖像故

事情境幫助深層記憶、例句協助理

解單字運用,快速擴充單字量、立刻

增強看圖寫作及口說能力!(附音檔

下載 QR 碼)/陳頎著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56-7 (PDF) 普遍級  

Study kids/illustrated by Tzu-Min Wang, 

Shih-Yu Chang .-- 新北市 : 學習王科

技, 11112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17-6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Sugar Blues. 04/少年季節(Boyseason)

作; 鮭魚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

月書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1-35-0 (EPUB) 普遍級  

TAICOT 特刊: 制止活摘器官國際海

報大賽作品集/TAICOT 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

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08-1-6 (PDF) NT$80 普遍級  

TAICOT 特刊: 制止活摘器官國際海

報大賽作品集/TAICOT 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

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08-2-3 (EPUB) NT$80 普遍級  

Taiwan homeland theology: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theolog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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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Chong-

Gyiau Wong .-- 初版 .-- 臺南市 : 南神, 

11112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1-0-2 (平裝) 普遍級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Ergonomics in 

Asia 2022 Proceedings/editor in chief 

Cheng-Li Liu .-- 桃園市 : 情境智能學

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282-3-8 (PDF) 普遍級  

Theories and practice: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anguage and 

teaching= 理論與實踐: 文學與文化、

語言與教學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英美

語文學系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書

林, 11111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3-13-6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Travel English/蔡志宏著 .-- 初版 .-- 

屏東縣 : 香遠, 11112 .-- 1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004-5-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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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6-47-8 (EPUB) 普遍級  

Where 旅遊味: 安坑輕食旅/劉建德總

編輯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11111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595-

1-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Winco 農法 5.0 跨領域之創新農業: 醫

療級食物/食物藥 Nutraceutical 的時

代已經來臨/許瑞雄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96-7 (EPUB) 普遍

級  

Word 全方位排版實務: 紙本書與電

子 書 製 作 一 次 搞 定 ( 適 用

2016/2019/2021 版本)/榮欽科技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40-6 

(PDF) NT$450 普遍級  

Word 全方位排版實務: 紙本書與電

子 書 製 作 一 次 搞 定 ( 適 用

2016/2019/2021 版本)/榮欽科技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41-3 

(EPUB) NT$450 普遍級  

*「他」是別人的孩子/傅吳碧琴(山

城歲月)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傅吳碧

琴, 11111 .-- 20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0743-7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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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8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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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91-4 (EPUB) 普遍級  

一句教養: 化解親子衝突,用薩提爾

對話連結內心渴望/李儀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80-9 

(EPUB) NT$400 普遍級  

一本書讀懂地緣政治學: 50 張國際形

勢圖解 x 零基礎淺顯解說,迅速掌握

各國衝突!/澤邊有司著;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37-9 

(PDF) 普遍級  

一本讀通英文詞性: 圖解基礎英文詞

性/肘井學著; 韓宛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11-1 (EPUB) 普遍級  

*一生必讀的 50 本日本文學名著/陳

銘磻作; 于承右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

數位學習, 11112 .-- 約 537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5-93-6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一念之間,再回世界末日?/救世主王

慈愛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3-01-4 (PDF) 普遍級  

一個人上東京(陪你奮鬥貼紙版)/高

木直子著; 常純敏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81-6 (EPUB) NT$26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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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23-9-7 (PDF) 普遍級  

一起,遇見美好的自己. 敘事治療親

子實踐篇/黃錦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72-3 (PDF) NT$294 普遍

級  

一起陪孩子找幸福: 給專業助人者的

系統合作完全手冊/趙文滔, 謝政廷, 

謝曜任, 梁淑娟, 林淑卿, 吳柄緯, 呂

伯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93-973-0 (PDF) NT$349 普遍級  

九宮奇門. 2: 六次元改運術/子奇老

師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春 光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12-9-7 (EPUB) 普遍級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暢銷經典版)/托

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作; 詹文碩, 

陳以禮譯 .-- 三版 .-- 新北市 : 衛城,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2-57-0 (PDF) NT$720 普遍級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暢銷經典版)/托

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作; 詹文碩, 

陳以禮譯 .-- 三版 .-- 新北市 : 衛城,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2-58-7 (EPUB) NT$7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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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寶國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584-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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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96-2 (PDF) 普遍級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不要太在乎意

外!(彩色版)/鍾茹芸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11-178-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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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予生命自由/廖靜白, 荷小她編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35-5 (EPUB) 普遍級  

人性的弱点/戴尔.卡內基著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94-8 (平

裝) NT$27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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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能達到的境界: 病態人格、自我

實現、社會感情、需求層次,馬斯洛

的 人 類 心 理 學 / 馬 斯 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著 ; 垢文濤 , 馬良誠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84-3 (EPUB) 普遍級  

人的行為: 經濟學專論. 下/路德維希.

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謝宗

林 譯  .-- 四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57-5 (PDF) NT$560 普遍級  

人 脈 複 利 /蜜雪兒 .提 利 斯 .萊德 曼

(Michelle Tillis Lederman)作; 温澤元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36-1 

(PDF) 普遍級  

人 脈 複 利 /蜜雪兒 .提 利 斯 .萊德 曼

(Michelle Tillis Lederman)作; 温澤元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37-8 

(EPUB) 普遍級  

人善被犬欺: 如何得到尊重、畫下界

線,得到你應得的成功/馬丁.維爾勒

(Martin Wehrle)著 ; 黃淑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93-5 (EPUB) 

NT$480 普遍級  

人間複雜,妳要清醒: 女子人際情感

心理學/石原加受子監修; 黃詩婷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1-602-0 

(PDF) 普遍級  

人類世的資本論/齋藤幸平著; 林暉

鈞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衛 城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2-62-4 (EPUB) NT$322 普遍級  

人類世的資本論/齋藤幸平著; 林暉

鈞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衛 城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2-63-1 (PDF) NT$322 普遍級  

人類圖大全/拉.烏盧.胡(Ra Uru Hu), 

鈴 達 . 布 乃 爾 (Lynda Bunnell), Joyce 

Huang(喬宜思)著; Joyce Huang(喬宜

思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本事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074-30-

5 (全套:平裝) NT$1400 普遍級  

人體使用手冊: 抗衰老自癒工程: 面

對抗疾病與老化,從臟腑自癒開始!/

吳清忠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16-7 (EPUB) NT$280 普遍級  

八成是你想太多: 你的煩惱不是真正

的煩惱,23 個鬆綁焦慮、緩解壓力與

享 受 當 下 的 練 習 / 尼 克 . 崔 頓 (Nick 

Trenton)著; 吳書榆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79-6 (PDF) NT$360

普遍級  

八成是你想太多: 你的煩惱不是真正

的煩惱,23 個鬆綁焦慮、緩解壓力與

享 受 當 下 的 練 習 / 尼 克 . 崔 頓 (Nick 

Trenton)著; 吳書榆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81-9 (EPUB) 

NT$360 普遍級  

十二種心境: 黃道十二宮的靜思冥想

書/魯道夫.施泰納文; 葉炯明譯 .-- 初

版二刷 .-- 臺中市 : 自由心苑, 11112 .-

- 42 面 ; 18 公分  .-- ISBN 978-986-

94719-4-7 (平裝) NT$230 普遍級  

三川商行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

案報告/黃昦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6-8-0 (PDF) 

普遍級  

上山.下海/何邦碩等合著 .-- 臺北市 : 

千華創意空間廣告, 11112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902-0-6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上班心好累......不當厭世社畜了!: 精

神科醫生專為上班族所寫的心理健

康書/尾林譽史著; 童小芳譯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631-2 (EPUB) 

NT$266 普遍級  

千萬教練團隊必勝攻略: 造千萬團隊

的 30 個密技/邢益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98-1 (EPUB) 普遍

級  

千萬種愛的形式: 傳遞感動的時刻從

樹德開始. 第二卷, 108 學年服務學習

成果專書/顏世慧, 陳玟瑜, 陳瑞霞執

行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大課服組, 

111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355-7-3 (平裝) NT$160 普遍級  

千萬種愛的形式: 傳遞感動時刻從樹

德開始. 第 4 卷, 110 學年服務學習成

果專書/顏世慧, 陳玟瑜, 陳瑞霞執行

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大課服組, 

111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355-6-6 (平裝) NT$160 普遍級  

大幻象: 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

實 / 約 翰 . 米 爾 斯 海 默 (John 

Mearsheimer)著; 盧靜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10-5 (PDF) 普遍級  

大幻象: 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

實 / 約 翰 . 米 爾 斯 海 默 (John 

Mearsheimer)著; 盧靜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11-2 (EPUB) 普遍

級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華嚴)/(唐)罽賓

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79-4-2 (PDF) 

普遍級  

大失衡: 重建一個繁榮、穩定的新未

來/亞歷克.羅斯(Alec Ross)著; 周怡伶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04-9 (EPUB) NT$375 普遍級  

大失衡: 重建一個繁榮、穩定的新未

來/亞歷克.羅斯(Alec Ross)著; 周怡伶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05-6 (PDF) NT$375 普遍級  

大自然治癒你: 為什麼大自然讓我們

更快樂.更健康.更有創造力/佛羅倫

絲.威廉斯(Florence Williams )著; 呂玉

嬋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奇 光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1-07-5 (PDF) NT$450 普遍級  

大自然治癒你: 為什麼大自然讓我們

更快樂.更健康.更有創造力/佛羅倫

絲.威廉斯(Florence Williams )著; 呂玉

嬋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奇 光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1-08-2 (EPUB)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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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72-3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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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73-0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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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頂首楞嚴神咒臨摹本/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1201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2-29-5 (平裝) 

NT$80 普遍級  

大和日記/小林賢伍著; 盧慧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43-07-7 (全套:

平裝) NT$960 普遍級  

大和日記: 東日本/小林賢伍著; 盧慧

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3-01-5 (PDF) 普遍級  

大和日記: 東日本/小林賢伍著; 盧慧

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3-02-2 (EPUB) 普遍級  

大和日記: 東日本+西日本/小林賢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3-05-3 (EPUB) 普遍級  

大和日記: 東日本+西日本/小林賢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3-06-0 (PDF) 普遍級  

大型諸子公審現場: 荀子愛嗆老師、

墨子常講鬼故事、莊子表裡不一,這

些連你的國文老師都不一定懂!/陳為

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85-0 (EPUB) 普遍級  

大 威 脅 / 魯 里 埃 爾 . 魯 比 尼 (Nouriel 

Roubini)著; 陳儀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44-1 (EPUB) 普遍

級  

大數據決策分析盲點大突破 10 講: 

我分類故我在/何宗武著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77-3 (PDF) NT$500

普遍級  

大樹跤的兔仔/劉惠蓉, 陳雅芬撰文 .-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7-4-7 (EPUB) 

普遍級  

小王子說禪/重松宗育作; 葉韋利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40-8 

(EPUB) 普遍級  

小王子說禪/重松宗育作; 葉韋利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41-5 (PDF) 

普遍級  

小吃碗上外太空/包子逸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52-8-1 (EPUB) 

普遍級  

*小岳在工作= Little Yue is at work/杜

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11111 .-- 3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22-

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小婦人(中英雙語典藏版)/露意莎.梅.

艾考特 (Louisa May Alcott)著 ; 張琰

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33-4 

(EPUB) NT$231 普遍級  

小鳥小哲學: 向大自然學習和諧,找

回生活餘裕的 22 堂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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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372-9-4 (EPUB) 

NT$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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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173-4 (EPUB) 普遍級  

小達文西 200 期特刊/陸以笙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 

11112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30-18-9 (平裝) NT$99 普遍級  

山風海雨/楊牧作; 楊日瀚朗讀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111 .-- 約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02-6 (線上

有聲書(MP3)) 普遍級  

山海嬉遊紀: 跟著風型人、土型人,

發現地方生機/王靜如, 財團法人建

蓁環境教育基金會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一卷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2-9-1 (PDF) 普遍級  

山海嬉遊紀: 跟著風型人、土型人,

發現地方生機/王靜如, 財團法人建

蓁環境教育基金會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一卷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45-1-9 (EPUB) 普遍

級  

工業科技教育學刊. 第十五期/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編

著; 林玄良, 鄭國明主編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雄師大工教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27-0-5 (PDF) 

普遍級  

工頭堅的龍馬之旅/工頭堅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34-0 (PDF) 

普遍級  

工頭堅的龍馬之旅/工頭堅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335-7 

(EPUB) 普遍級  

不可思議的神奇感應力/查爾斯.哈奈

爾(Charles Haanel)原著; 黃美惠編譯 .-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92-7 (PDF) 

NT$280 普遍級  

不逃跑的陪伴: 在陪病相伴的路上,

如何選擇面對、學會轉念、正向克

服,讓自己好好喘息?/楊月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12-0 (PDF) 

普遍級  

不逃跑的陪伴: 在陪病相伴的路上,

如何選擇面對、學會轉念、正向克

服,讓自己好好喘息?/楊月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113-7 

(EPUB) 普遍級  

不動產投資管理/林左裕著 .-- 六版 .-

- 臺北市 : 元照,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899-0 (PDF) NT$750

普遍級  

不費力就能得到的狡猾工作術/佐久

間宣行作; 羅淑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92-4 (PDF) 普遍級  

不費力就能得到的狡猾工作術/佐久

間宣行作; 羅淑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96-2 (EPUB) 普遍

級  

中國古典風華套書: 跟著宋朝人過一

天與中國妝容之美/魏策, 李芽, 陳詩

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16-15-

6 (全套:平裝) NT$1308 普遍級  

中國周邊外交: 台日韓三方比較新視

野/蔡東杰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53-7 (PDF)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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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一/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20-8 

(EPUB)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七/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21-5 

(EPUB)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二/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22-2 

(EPUB)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八/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23-9 

(EPUB)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三/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24-6 

(EPUB)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五/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25-3 

(EPUB)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六/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26-0 

(EPUB)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四/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27-7 

(EPUB) 普遍級  

中華民國憲法/陳新民著 .-- 修訂再

版 .-- 新北市 : 空大,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78-3 (PDF) 

普遍級  

中 華 建 築 文 化 交 流 論 壇 論 文 集 . 

2022(第十一屆)/中華建築文化交流

協會編著 .-- 臺北市 : 中華建築文化

交流協會, 11111 .-- 51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783-1-9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中華紗帽山畫會第 23+1 屆年度大展. 

2022= 2022 annual exhibition of 

Shamaoshan Art Association/黃庭超總

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中華紗帽山

畫會, 11111 .-- 4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30-0-0 (平裝) 普遍

級  

中華通史/張玉法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華,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130-41-4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中間。中堅: 島嶼中心的不平凡/駱

亭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94-5 (PDF) 普遍級  

中間。中堅: 島嶼中心的不平凡/駱

亭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95-2 (EPUB) 普遍級  

中間人/柯斯蒂.阿普鮑姆作; 林靜華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05-2 (PDF) 普遍級  

中學台語文教材教法/丁鳳珍, 梁淑

慧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73-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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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0-569-1 (EPUB) 普遍

級  

井月流轉/李秀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321-1 (EPUB) NT$294 普遍級  

今文觀止: 試從故紙看今朝/張作錦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13-1 (EPUB) NT$356 普遍級  

今文觀止: 試從故紙看今朝/張作錦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14-8 (PDF) NT$356 普遍級  

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 /李有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74-1 (EPUB) NT$350 普遍級  

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 /李有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99-4 (PDF) NT$350 普遍級  

切開左右腦: 葛詹尼加的腦科學人生

/葛詹尼加著; 鍾沛君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貓頭鷹,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601-6 (EPUB) 

NT$357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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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0-552-3 (EPUB) 普遍級  

天才的人間力,鈴木一朗: 51 則超越

野球的人生智慧/張尤金作; 黃致凱

朗讀 .-- 新北市 : 奇光, 11112 .-- 約 46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1-09-9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普遍級  

天后正朝全集/宋友日校輯 .-- 初版 .-

- 高雄市 : 碧洞山房, 11201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07-2-2 (線

裝) 普遍級  

太清神鑑/梁湘潤校訂 .-- 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80-8 (PDF) NT$220 普遍

級  

少年小漁的尋魚冒險記. 養殖篇/高

玉瑄; 黃鈺凱編輯 .-- 高雄市 : 農委會

漁業署,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0-40-9 (PDF) 普遍級  

少年新眼光讀經: 道,就開始= Youth 

shall see visions/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

(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 .-- 初版 .-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 11201 .-- 19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3-03-

0 (平裝) 普遍級  

少年讀成語故事. 1, 自然篇/邱昭瑜

作; 許書寧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82-2 (EPUB) 

NT$360 普遍級  

少年讀成語故事. 1, 自然篇/邱昭瑜

作; 許書寧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83-9 (PDF) NT$360

普遍級  

少年讀成語故事. 2, 概念篇/邱昭瑜

作; 許書寧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84-6 (EPUB) 

NT$360 普遍級  

少年讀成語故事. 2, 概念篇/邱昭瑜

作; 許書寧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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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25-985-3 (PDF) NT$360

普遍級  

幻想蔓延: 戰後台灣科幻小說的空間

敘事/楊勝博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7-28-9 (EPUB) 

NT$210 普遍級  

心之所向/林淑鐄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林淑鐄, 11112 .-- 72 面; 25X29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20-8 (精裝) 

NT$800 普遍級  

心安的練習: 一位麻醉醫師的人間修

行/主動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65-0 (EPUB) 普遍級  

心安的練習: 一位麻醉醫師的人間修

行/主動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68-1 (PDF) 普遍級  

心理測驗理論及其應用: 含 IRT 與 R

軟體分析/洪來發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54-4 (PDF) 普遍級  

心理韌性: 重建挫折復原力的 132 個

強 效 練習 大全 /琳達 .格拉 翰 (Linda 

Graham)著; 賴孟怡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日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97-1 (EPUB) 普遍級  

心寬轉安詳: 迎春視野廣/釋自衍, 釋

自晟, 釋見拓, 黃惠珍撰; 香光尼僧團

人文志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伽

耶山基金會, 11201 .-- 112 面; 13X15

公分 .-- ISBN 978-986-98694-6-1 (平裝) 

普遍級  

心鎖: 十五個夢碎桃花源的故事/流

萍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56-5 (EPUB) NT$31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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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遲文成

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86-0 (EPUB) 普遍級  

戈登.拉姆齊的快速食譜/戈登.拉姆

齊作; 黃亭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61-1 (EPUB) 普遍級  

戈登.拉姆齊的快速食譜/戈登.拉姆

齊作; 黃亭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8-863-5 (PDF) 普遍級  

手術的發明. 下: 從心臟支架、人工

關節置換、腦部植入物,到終極賽柏

格式電子人,植入物革命下現代醫學

的未來/大衛.史耐德(David Schneider)

作; 黃馨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

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55-00-1 (PDF) 普遍級  

手術的發明. 下: 從心臟支架、人工

關節置換、腦部植入物,到終極賽柏

格式電子人,植入物革命下現代醫學

的未來/大衛.史耐德(David Schneider)

作; 黃馨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

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55-01-8 (EPUB) 普遍級  

手術的發明. 上: 從對身體的想像到

大體解剖,從細菌理論到抗生素,從痛

不欲生到麻醉,從聽天由命到積極救

治,一段為現代醫學鋪路的歷史/大衛.

史耐德 (David Schneider)作 ; 黃馨弘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鷹 出 版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37-7-9 (PDF) 普遍級  

手術的發明. 上: 從對身體的想像到

大體解剖,從細菌理論到抗生素,從痛

不欲生到麻醉,從聽天由命到積極救

治,一段為現代醫學鋪路的歷史/大衛.

史耐德 (David Schneider)作 ; 黃馨弘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鷹 出 版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137-8-6 (EPUB) 普遍級  

文明的邏輯: 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陳

志武著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06-8 

(PDF) 普遍級  

文明的邏輯: 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陳

志武著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08-2 

(EPUB) 普遍級  

文學陳千武/蔡秀菊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22-8 (EPUB) NT$294 普

遍級  

日本池之散步圖鑑/市原千尋著; 高

彩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2-8-2 (PDF) 普遍級  

日本池之散步圖鑑/市原千尋著; 高

彩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82-9-9 (EPUB) 普遍級  

日本語文法/近藤朋子著 .-- 再版 .-- 

桃園市 : 近藤朋子, 11111 .-- 7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758-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日本語初級/近藤朋子著 .-- 再版 .-- 

桃園市 : 近藤朋子, 11111 .-- 4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759-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日本語學習動機/近藤朋子著 .-- 再

版 .-- 桃園市 : 近藤朋子, 11111 .-- 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757-

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日 本 繪 師 100 人 . 2022/BNN Inc., 

Remi-Q 編; 王怡山譯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626-8 (EPUB) NT$490 普

遍級  

日系美學.復古花磚十字繡: 64 款設

計圖輯 X 色號股數 X 刺繡技法 X 布

置靈感,零基礎復刻大正昭和的古董

紋樣/遠藤佐絵子作; 邱香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816-1 (EPUB) 

NT$294 普遍級  

日系新版面配色/Ingectar-e 著; 李家

霖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點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4-55-7 (EPUB) NT$315 普遍級  

日來畫龍虎,雨來叮噹鼓/劉惠蓉, 蘇

郁雯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17-5-4 (EPUB) 普遍級  

木偶奇遇記 /卡洛 .柯洛蒂作 ; 張璘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92-1-7 

(PDF) 普遍級  

木偶奇遇記 /卡洛 .柯洛蒂作 ; 張璘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92-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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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東媛著; 王品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8-10-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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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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東媛著; 王品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11-0 (PDF) 

普遍級  

父親的錄影帶/登曼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48-5 (EPUB) 

普遍級  

王朝是怎樣砍掉重練的. 1, 夏朝~春

秋戰國: 賽雷三分鐘看懂漫畫中國史

/賽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10-6 (EPUB) 普遍級  

王朝是怎樣砍掉重練的. 1, 夏朝~春

秋戰國: 賽雷三分鐘看懂漫畫中國史

/賽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11-3 (PDF) 普遍級  

王朝是怎樣砍掉重練的. 2, 秦朝~東

漢: 賽雷三分鐘看懂漫畫中國史/賽

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12-0 (PDF) 普遍級  

王朝是怎樣砍掉重練的. 2, 秦朝~東

漢: 賽雷三分鐘看懂漫畫中國史/賽

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1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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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92-1 

(EPUB) 普遍級  

世界盡頭的瘋人院: 史上首支成功度

過南極冬季的探險隊求生錄/朱利安.

桑肯頓(Julian Sancton)著; 羅慕謙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86-7 

(EPUB) 普遍級  

主管帶人的實戰手冊: 海豹部隊指揮

官不藏私的帶人智慧,教你運用領導

力打造一支精銳的團隊/喬可.威林克

(Jocko Willink)著; 徐源懋譯 .-- 臺北

市 : 久石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88-5-1 (EPUB) 普遍

級  

以菜種菜真簡單: 第一本居家「再生

栽培」圖解入門書!利用剩的菜根、

莖葉,一個杯子就能種!41 種美味蔬

果從浸水、移植到採收步驟完整解

說/宮崎大輔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26-0-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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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瑜, 賀鐵山, 彭瑋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36-2 (EPUB) 普遍級  

仙猴挽桃/劉惠蓉, 陳銘傑撰文 .-- 嘉

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00-1-1 (EPUB) 普遍

級  

出版島讀: 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

/蘇碩斌, 蔡易澄, 劉柳書琴, 林月先, 

張文薫, 楊佳嫻, 張俐璇, 王梅香, 王

鈺婷, 金瑾, 金儒農, 李淑君, 楊宗翰, 

趙慶華, 徐國明, 潘憶玉, 賴慈芸, 黃

崇凱, 郭正偉, 陳國偉, 吳昌政, 鄭清

鴻作; 張俐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1-1 (PDF) 普遍級  

出版島讀: 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

/蘇碩斌, 蔡易澄, 劉柳書琴, 林月先, 

張文薫, 楊佳嫻, 張俐璇, 王梅香, 王

鈺婷, 金瑾, 金儒農, 李淑君, 楊宗翰, 

趙慶華, 徐國明, 潘憶玉, 賴慈芸, 黃

崇凱, 郭正偉, 陳國偉, 吳昌政, 鄭清

鴻作; 張俐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2-8 (EPUB) 普遍級  

北管亂彈.戲雞籠: 福祿壽全 醉八仙/

梁恩誠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傳統民

俗文化協會, 11111 .-- 1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834-3-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半工作半退休的微 FIRE 理財計畫: 

上班族也能無痛實現的財務自由/阿

千作; 林詠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1-5-9 (EPUB) 普遍級  

半工作半退休的微 FIRE 理財計畫: 

上班族也能無痛實現的財務自由/阿

千作; 林詠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1-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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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918-9 (EPUB) 普遍級  

半導體,下一個劇本/權順鎔著; 葛瑞

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71-9 (EPUB) 普遍級  

半導體,下一個劇本/權順鎔著; 葛瑞

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72-6 (PDF) 普遍級  

占星運勢指南. 2023/繆沛倫著 .-- 臺

北市 : 南瓜國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191-3-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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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87-7 (EPUB) 普遍級  

去書店買個好人生: 百萬暢銷作家,

教你從閱讀養成 8 大能力,解決職場

煩惱、關係焦慮、未來迷茫/千田琢

哉著;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87-5 (PDF) 普遍級  

古典小說評點之面向/許麗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15-5 (PDF) 

NT$350 普遍級  

古都 /川端康成作; 劉子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63-7 (EPUB) 

普遍級  

古都 /川端康成作; 劉子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64-4 (PDF) 

普遍級  

古壺之美= Chinese Yixing teawares :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ai Foundation/黃

健亮編撰 .-- 臺北市 : 成陽基金會, 

11112 .-- 105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88901-6-9 (卷 8: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 人氣

podcast 製作人瓦基打造夢幻工作的

14 個行動計畫/瓦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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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986-525-978-5 

(EPUB) NT$450 普遍級  

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 人氣

podcast 製作人瓦基打造夢幻工作的

14 個行動計畫/瓦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79-2 (PDF) 

NT$450 普遍級  

台北眷村秘境: 光陰苒荏的北投溫泉

地及中心新村/張中模, 張聿文, 胡朝

欽, 陳崇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北市眷村心文化協會, 11111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831-0-9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台灣八 0: 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王

俊傑, 黃建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80-6-9 (PDF) 普遍級  

台灣八 0: 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王

俊傑, 黃建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80-8-3 (EPUB) 普遍級  

台灣成人氣喘臨床照護指引. 2022/古

世基, 吳黃平, 李政宏, 周百謙, 林明

憲, 林鴻銓, 邱國欽, 柯信國, 張博瑞, 

陳友木, 陳信均, 陳彥甫, 陳炯睿, 陳

家弘, 陳崇裕, 陳資濤, 傅彬貴, 黃偉

彰, 楊聰明, 詹明澄, 劉世豐, 潘奕宏, 

蔡明儒, 蔡英明, 鄭世隆, 謝孟亨, 藍

冑進, 魏裕峰作 .-- 臺北市 : 臺灣胸腔

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140-8-2 (PDF) 

普遍級  

台灣收益型不動產投資與營運管理: 

建築專業跨領域學習的入門書/蔡清

徽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65-0 (PDF) 普遍級  

台灣老街: 從街屋建築、城市文化、

庶民美食,看見最懷念的時代故事,尋

訪最道地的台灣味/許傑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9-47-8 (EPUB) 

NT$266 普遍級  

台灣低碳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

案報告/梁正佳等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6-9-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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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43-8 (PDF) 普遍級  

台灣肺復原實務指引. 2022/鄭世隆等

23 人著 .-- 臺北市 : 臺灣胸腔暨重症

加護醫學會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97140-7-5 (PDF) 普遍級  

台灣蛇類圖鑑(收錄台灣所有陸棲與

海棲蛇類,附完整花紋對照表,根據最

新研究標註蛇類毒性)/向高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99-6 

(EPUB) NT$1050 普遍級  

台灣筆鼠講文史/劉惠蓉, 戴蕙香撰

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0-2-8 

(EPUB) 普遍級  

台灣電影年鑑. 2022/國家電影及視聽

文化中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

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16-3 (PDF) 

普遍級  

四句聯話鹿港/鄭武郎, 陳國勝, 李奕

興, 郭淑麗作 .-- 臺中市 : 專業全民英

檢, 11111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65-39-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外語的力量: 100 天,三階段,打造專屬

你的學習寶藏圖/孫美娜著; 曾晏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82-3 

(EPUB) NT$390 普遍級  

尼采哲學超圖解/富增章成著; 謝敏

怡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大 牌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1-50-7 (PDF) 普遍級  

尼采哲學超圖解/富增章成著; 謝敏

怡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大 牌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1-51-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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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88-2 (PDF) 普遍級  

巧豬 戇豬/劉惠蓉, 陳芸芸撰文 .-- 嘉

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7-6-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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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33-1 (PDF) 普遍級  

打破大腦偽科學: 右腦不會比左腦更

有創意,男生的方向感也不會比女生

好/漢寧.貝克(Henning Beck); 顏徽玲, 

林敏雅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5-75-6 (EPUB) 普遍級  

打造敏捷企業: 在多變的時代,徹底

提升組織和個人效能的敏捷管理法/

戴瑞.里格比(Darrell Rigby), 莎拉.艾

柯(Sarah Elk), 史帝夫 .貝瑞茲(Steve 

Berez)著; 江裕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新潮社,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5-16-1 (EPUB) 普遍

級  

打開我的窗/奧塔維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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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905-9 

(EPUB) 普遍級  

打電話就賣 3 億: 講對了,什麼都能賣,

傳奇業務的高成交話術/淺川智仁著; 

卓文怡譯 .-- 臺北市 : 如何,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46-3 

(EPUB) 普遍級  

未來城市備忘錄: 從基隆治理經驗看

台灣/陳芛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91-4 (PDF) NT$375

普遍級  

未來城市備忘錄: 從基隆治理經驗看

台灣/陳芛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992-1 (EPUB) 

NT$375 普遍級  

正史不提的中國文明史: 出土文物與

文獻,還原古人生活的樣貌,正史沒說

的邊緣文化史。/侯印國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76-4 (EPUB) 

普遍級  

正史不提的中國文明史: 出土文物與

文獻,還原古人生活的樣貌,正史沒說

的邊緣文化史。/侯印國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77-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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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的世界: 愛有多少,傷害就有多

少 有多親近,就有多麼埋怨/金志允

著; 陳思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915-8 (EPUB) 普遍級  

母囝講蛇誠趣味/劉惠蓉, 楊玫蕙, 張

詠希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20-6-5 (EPUB) 普遍級  

民法(身分法篇: 親屬、繼承)/戴瑀如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空 大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079-0 (PDF)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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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87-2 (PDF) NT$350 普遍級  

永吉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SAP ERP 導

入結案報告/陳冠均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27-0-6 (PDF) 普遍級  

永遠的農業人: 李登輝與臺灣農業/

江昺崙, 陳慧萍著 .-- 修訂一版 .-- 臺

北市 : 豐年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157-65-0 (PDF)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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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80-5-5 

(EPUB) NT$385 普遍級  

甘願做牛變富翁/劉惠蓉, 翁月蘭撰

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0-3-5 

(EPUB) 普遍級  

生產管理改善案例/丁振國, 任賢旺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1112 .-- 3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69-112-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用最溫柔的方式把自己打醒 2022 日

曆/廖亨利作; 張家峻圖 .-- 新竹市 : 

三分之一設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0-1-0 (PDF) NT$699

普遍級  

用寫的冥想法: 寫下不安,問題就會

從「該怎麼辦」變「就這樣辦」。

每天 15 分鐘情感筆記,超過五萬人證

實有效!/古川武士著; 李友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05-8 (PDF) 

普遍級  

用寫的冥想法: 寫下不安,問題就會

從「該怎麼辦」變「就這樣辦」。

每天 15 分鐘情感筆記,超過五萬人證

實有效!/古川武士著; 李友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1-06-5 

(EPUB) 普遍級  

田美曾經.甜美如金/吳詩怡主編 .-- 

苗栗縣  : 吳詩怡 , 11111 .-- 32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32-

1 (精裝) 普遍級  

白沙山莊的雲/康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23-5 (EPUB) NT$294 普

遍級  

立斷: 祖古烏金仁波切直指本覺/祖

古烏金仁波切(Tulku Urgyen Rinpoche)

作; 項慧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眾

生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33-8-7 (EPUB) NT$430 普

遍級  

任何人都喜歡你的好感說話術: 運用

情緒心理學,無論誰都能聊得來的 42

個收服人心溝通神技/箱田忠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格致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81-0-5 

(EPUB) 普遍級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

務比率. 111 年版(110 年度)/張國銘總

編輯  .-- 臺北市  : 金融聯合徵信 , 

11112 .-- 3450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6478-75-8 (光碟片) NT$600 普遍

級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

務結構資訊統計. 111 年版(110 年度)/

張國銘總編輯 .-- 臺北市 : 金融聯合

徵信, 11112 .-- 1220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478-74-1 (光碟片) NT$1200

普遍級  

企業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2/李

義昭, 連苑廷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苑科大經管所, 111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55-79-8 (平裝

附光碟片) 普遍級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

要集. 2022/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光電工

程研究所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11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378-362-6 (平裝) 普遍級  

光輝歲月 1970~1997: 香港百年. 2/雪

姬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51-5 (EPUB) NT$280 普遍級  

全家一起玩科學實驗遊戲. 1: 50 個科

學遊戲 X 六大生活素材,拉近孩子與

科學的距離/韓知慧, 孔先明, 趙昇珍, 

柳潤煥作;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98-7 (EPUB) 普遍

級  

全家擇食指南/邱錦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00-7 (PDF) 

普遍級  

全家擇食指南/邱錦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01-4 (EPUB) 

普遍級  

*全國電資技術應用研討會. 2022/聖

約翰科技大學工程學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1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63-3 (平

裝) 普遍級  

全彩圖解精油芳療應用全書(初學入

門&專業指南)/呂秀齡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28-4-3 (EPUB) 

普遍級  

全彩圖解懷孕 40 週全記錄/曾翌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8-33-1 (EPUB) NT$480 普遍級  

共匪: 左派、烏托邦與馬克思主義的

未竟之業/楊碧川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86-6 (EPUB) 普遍級  

共匪: 左派、烏托邦與馬克思主義的

未竟之業/楊碧川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85-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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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55-2 (EPUB) 普遍級  

再創自然之詩= Cultural recall/林日龍

Temu Nokan 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

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11112 .-- 8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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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34-7-7 (平

裝) 普遍級  

同事都不知道,我早就財務自由了/貳

億貯男作;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境好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77-0 (EPUB) 普遍

級  

同事都不知道,我早就財務自由了/貳

億貯男作;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境好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78-7 (PDF) 普遍級  

吃好菌過好日: 自製發酵飲食改變了

我的人生!/小野美沙著; 吳彥誼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溪國際圖書 , 

11112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658-3-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因為夢,我還活著: 讓夢境告訴你身

體 到 底 出 了 什 麼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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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9-09-6 (EPUB) 普遍級  

地方創生理論概念與個案應用/廖洲

棚, 鄭錫鍇, 林淑馨, 王皓平, 徐偉傑, 

柳婉郁, 李天裕, 蔣麗君, 鄭國泰, 陳

姿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97-1 (PDF) 普遍級  

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上: 歷史巨變下的

臺灣人/林德政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31-5 (PDF) NT$550 普遍級  

在耶魯上神學課: 沃弗談愛、生活、

信仰與文化 /沃弗(Miroslav Volf)著 ; 

柯美玲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07-8 (EPUB) 普遍級  

在家工作 WFH 必備的 100 個技巧: 

首先,記得穿上褲子。然後把進度趕

上、搞定社交、管理進度,建構高績

效的居家工作模式/凱文.瑞澤著; 費

克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6-12-5 (EPUB) NT$420 普遍級  

在焦慮星球上微笑/麥特.海格著; 韓

絜光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848-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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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65-0-6 

(EPUB) NT$370 普遍級  

多重宇宙靈界科學: 外星人研究教父

50 多年來親身體驗的高靈傳訊實錄/

呂應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8-2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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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89-809-3 (EPUB) NT$294 普遍級  

好命方程式: 用信念與感覺基調創造

你想要的人生/王怡仁著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84-7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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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00-2-7 (PDF) 

NT$450 普遍級  

如何以禱告勝過恐懼/史多美.奧瑪森

(Stormie Omartian)著; 李琳譯 .-- 臺北

市 : 以琳,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6-40-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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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12-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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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13-4 (PDF) NT$350

普遍級  

如何與非自願個案工作/克里斯.察特

(Chris Trotter)作; 朱惠英, 郭凡琦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97-6 (PDF) 

NT$360 普遍級  

如何操縱他人的力量/唐文聖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88-0 (PDF) 

NT$280 普遍級  

如何應用日景羅經/吳師青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68-6 (PDF) 

NT$160 普遍級  

如果巴西下雨,就買星巴克股票/彼得.

納瓦羅(Peter Navarro)著; 牛紅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612-3 

(EPUB) 普遍級  

如果比爾蓋茲是我老闆: 看透客戶心

理、落實時間管理、完美推銷自己,

最有效職場守則,所有客戶的疑難雜

症都不是問題!/康昱生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69-1 

(EPUB) 普遍級  

如詩如畫的易經: 讓易經幫我們寫詩

/趙世晃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94-8 (PDF) 普遍級  

存乎一心: 東方與西方的心理學與思

想 / 麥 基 卓 (Jock McKeen), 黃 煥 祥

(Bennet Wong)著; 傅馨芳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93-975-4 (PDF) 

NT$420 普遍級  

存好股賺飽價差 爽爽過我每一天: 

一個投機者的 20 年經驗告白/金戈

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27-3 (PDF) 

普遍級  

安心日曆/蔡肇祺作 .-- 臺北市 : 光華

雜誌社, 11202 .-- 31 面; 39 公分 .-- 

ISBN 978-986-99259-4-5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安平追想曲: 王友輝劇作選輯/王友

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57-2 (EPUB) NT$420 普遍級  

安靜的孩子比你想的更優秀/蘇珊.坎

恩(Susan Cain)著; 徐嘉妍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19-7 (EPUB) 

NT$270 普遍級  

成功之輪: 邁向成功的 12 個關鍵點/

伍國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

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8-12-4 (EPUB) 普遍級  

成功的祕道: 人脈學院/廖學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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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57-693-987-7 (PDF) 

NT$279 普遍級  

成功的敏捷產品管理: 打造暢銷產品

的祕訣/周龍鴻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24-6 (PDF) NT$650 普遍

級  

成功的敏捷產品管理: 打造暢銷產品

的祕訣/周龍鴻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25-3 (EPUB) NT$650 普

遍級  

成長,不是變成大人,而是成就更強大

的自己: 挖掘底層自我,從內心探尋

人生的答案/張沛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02-1 (PDF) 普遍級  

成長,不是變成大人,而是成就更強大

的自己: 挖掘底層自我,從內心探尋

人生的答案/張沛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03-8 (EPUB) 普遍

級  

成為引領前進的力量/王怡棻, 王維

玲, 沈勤譽, 林芝安, 邵冰如, 倪可誠, 

陳芛薇, 錢麗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98-3 (EPUB) 

NT$395 普遍級  

成為引領前進的力量/王怡棻, 王維

玲, 沈勤譽, 林芝安, 邵冰如, 倪可誠, 

陳芛薇, 錢麗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999-0 (PDF) 

NT$395 普遍級  

成為文化知識家: 帶孩子探索文化資

產場所的奧祕/榮芳杰, 江篠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寸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07-4-3 

(EPUB) 普遍級  

成為孩子的安全基地/蘇鈺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495-4 (EPUB) 

NT$245 普遍級  

成為啟動未來的力量/王怡棻, 王維

玲, 王曉晴, 沈勤譽, 林芝安, 陳芛薇, 

黃筱珮, 錢麗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00-1 (EPUB) 

NT$395 普遍級  

成為啟動未來的力量/王怡棻, 王維

玲, 王曉晴, 沈勤譽, 林芝安, 陳芛薇, 

黃筱珮, 錢麗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01-8 (PDF) 

NT$395 普遍級  

成語四格漫畫. 2/木海著; souart 繪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34-1 (EPUB) 

NT$245 普遍級  

有 一 種 勇敢 , 叫 做 自己 /亨利 .史丹

(Henry T. Stein)編著; 王玄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93-988-4 (PDF) 

NT$406 普遍級  

有去無回的地方: 一個維吾爾女孩在

新疆「再教育營」的真實經歷/米日

古麗.圖爾蓀(Mihrigul Tursun), 安德莉

亞.C.霍夫曼(Andrea C. Hoffmann)著; 

顏涵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516-6 (EPUB) NT$270 普遍級  

江凱群: 碎化的史觀/廖春鈴總編輯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北 市 美 術 館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4-91-6 (PDF) 普遍級  

百億超業 CEO 教你帶領業務鐵軍: 

懂得帶團隊,從此不用自己做到死!/

張強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30-3 

(PDF) 普遍級  

老地方 : 周政緯個展 2022= Telling 

stories: solo exhibition by Chou, Cheng-

Wei/ .-- 臺北市 : 多納藝術, 111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61-

0-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耳讀學習法: 比「閱」讀更有效率的

記憶法/清水康一郎著; 慕樂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10-4 (EPUB) 

普遍級  

肉桂捲技法全圖解: 零基礎也學得會!

從選料、調餡、擀捲到烘烤,掌握味

道口感打造專屬你的大人味 !/彭浩

著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0-566-0 

(EPUB) 普遍級  

自由中的自律/王國春, 胡理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模體文創, 11112 .-- 

11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06401-2-0 (平裝) NT$598 限制級  

自我疼惜的 51 個練習: 運用正念,找

回對生命的熱情、接受不完美和無

條 件 愛 人 / 克 莉 絲 汀 . 娜 芙 (Kristin 

Neff), 克里斯多弗 .葛摩 (Christopher 

Germer)著; 李玉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89-1 (PDF) NT$224 普遍

級  

自律神經失調: 身心壓力自救篇/梁

恆彰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4-05-9 (PDF) 普遍級  

自然童玩 DIY/鄭一帆(銀樺), 鄭皓謙

撰 文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24-2 (EPUB) NT$336 普遍級  

舌尖上的演化/羅伯.唐恩(Rob Dunn), 

莫妮卡.桑切斯(Monica Sanchez)著; 方

慧詩, 饒益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8-517-3 (EPUB) 普遍級  

艾略特詩選: <<荒原>>、<<四重奏

>>及其他觀察/艾略特(T. S. Eliot)著; 

杜國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69-8 (EPUB) 普遍級  

艾略特詩選: <<荒原>>、<<四重奏

>>及其他觀察/艾略特(T. S. Eliot)著; 

杜國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70-4 (PDF) 普遍級  

行為失控的平衡練習: 雙相情緒障礙

行 為 的 自 救 指 南 / 凱 蒂 . 康 尼 比 爾

(Katie Conibear)著 ; 劉又菘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317-4 (EPUB) 

NT$273 普遍級  

行動的勇氣: 危機與挑戰的回憶錄/

柏南克(Ben S. Bernanke)著; 顧淑馨, 

劉道捷, 陳重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97-4 (PDF) NT$650 普遍

級  

西洋美術史,職場必備的商業素養/木

村泰司作; 林詠純譯 .-- 臺北市 : 先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443-0 (EPUB) 普遍級  

西班牙文學= La literatura española/王

鶴巘, 楊雅媛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1112 .-- 116 面; 2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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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96079-5-2 (平裝) 

普遍級  

位置/安妮.艾諾(Annie Ernoux)著; 邱

瑞巒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67-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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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93-8 

(EPUB) 普遍級  

你把傷心留給我/法斯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這光, 11112 .-- 1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4367-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你的不快樂,是花了太多時間在乎,不

在乎你的人和事/Peter Su 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是日創意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61-6-8 (PDF) 

普遍級  

你的孩子還沒長大成人,為何就已淪

為「孤家寡人」?: 橫行霸道、出口

成髒、自私自利......別人對孩子唯恐

避之不及,全都是家長的問題!/黃依

潔, 欣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86-7 (EPUB) 普遍級  

你是來帶人,不是幫部屬做事(暢銷紀

念版 )/麥可 .邦吉 .史戴尼爾 (Michael 

Bungay Stanier)著; 林宜萱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585-0 (EPUB) 

普遍級  

你要給自己 ,義無反顧的愛 /輝姑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613-0 (EPUB) 普遍級  

你終究是神,因為你是我的永生/心魔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3-02-1 (PDF) 普遍級  

你就是不寫測試才會沒時間: Kuma

的 單元測 試實 戰 . Java 篇 /許煜松

(Kuma)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26-0 (PDF) NT$650 普遍級  

你就是不寫測試才會沒時間: Kuma

的 單元測 試實 戰 . Java 篇 /許煜松

(Kuma)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27-7 (EPUB) NT$650 普遍級  

低內耗的人,更輕盈/梁爽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84-0 (PDF) 

普遍級  

低內耗的人,更輕盈/梁爽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85-7 (EPUB) 

普遍級  

別慌,一天只做三件事就好: 褚士瑩

的日常慢哲學/褚士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83-0 (EPUB) 

NT$380 普遍級  

即使受傷,仍能去愛: 守護幸福的正

能量/吳皓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

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93-990-7 (PDF) NT$252 普遍級  

吳岳擎寫真書/吳岳擎文; 藍陳福堂

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2-181-0 (平裝) 普遍級  

吳岳擎寫真書/吳岳擎文; 藍陳福堂

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06-0 (EPUB) 普遍級  

呂昇達職人手作貝果全書: 6 種麵糰、

8 款造型、8 款手作抺醬,一次學會 65

種職人技法一次到位/呂昇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99-8 

(EPUB) 普遍級  

呂泉生: 搖嬰仔歌(蕭育霆管弦樂編

曲)/呂泉生作曲 .-- 臺中市 : 臺灣交響

樂團,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38-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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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94-5 (EPUB) 普遍

級  

困獸之鬥/水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808-5-6 (EPUB) 普遍級  

妙趣痕聲: 聲彩繽紛的 STEAM/臺大

科學教育發展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34-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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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法奇蹟. 4/劉博仁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幸福綠光,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4-01-1 (PDF) 普遍級  

完美家常便當套書: 簡單做出星級便

當與日式家常菜/林玉樹, 高世達, 小

野慶子, 謝苹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7065-86-0 (全套:平裝) NT$870 普

遍級  

完整的力量: 百事可樂傳奇執行長談

工 作 、 家 庭 和 未 來 / 盧 英 德 (Indra 

Nooyi)著; 簡秀如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71-1 (EPUB) 普遍級  

完整的力量: 百事可樂傳奇執行長談

工 作 、 家 庭 和 未 來 / 盧 英 德 (Indra 

Nooyi)著; 簡秀如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72-8 (PDF) 普遍級  

宋曉明個展: 具象詩= Concrete poetry: 

Song Sheau-Ming solo exhibition/宋曉

明總編輯  .-- 新北市  : 采泥藝術 , 

11111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7655-8-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希臘哲學史/李震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41-3 (EPUB) 

普遍級  

忍耐之法: 为了逆转「常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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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50-4-3 (EPUB) NT$380 普遍級  

忍耐之法: 為了逆轉「常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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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50-3-6 (EPUB) NT$380 普遍級  

快眠地圖: 按圖索驥保你一生舒眠!

高效工作者必備/角谷リョウ著; 陳

聖怡譯 .-- 臺北市 : 如何,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6-648-7 

(EPUB) 普遍級  

我 70 歲,依然嚮往燦爛的明天: 米蘭

阿嬤關於自尊、充實、品味與責任

的故事 /張明淑著; 郭佳樺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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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14-1 (PDF) 

普遍級  

我 70 歲,依然嚮往燦爛的明天: 米蘭

阿嬤關於自尊、充實、品味與責任

的故事 /張明淑著; 郭佳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8-15-8 

(EPUB) 普遍級  

我不理解的上帝: 再思苦難、迦南、

十 架 、 終 末 / 萊 特 (Christopher J.H. 

Wright)著; 黃從真譯 .-- 新北市 : 校園

書房,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33-09-2 (EPUB) 普遍級  

我可能錯了: 森林智者的最後一堂人

生課/比約恩.納提科.林德布勞(Björn 

Natthiko Lindeblad), 卡洛琳 .班克勒

(Caroline Bankler), 納維.莫迪里(Navid 

Modiri)著; 郭騰堅譯 .-- 臺北市 : 先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444-7 (EPUB) NT$400 普遍級  

我只押成長股: 美股史上最著名投資

奇才拉爾夫．萬格用五原則打造超

越大 盤報酬率 /拉爾夫 .萬格 (Ralph 

Wanger)著; 聞翊均譯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71-3 (EPUB) 普遍級  

我只為你寫詩/劉少雄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7-29-6 

(EPUB) NT$203 普遍級  

我身旁的陌生人: 連續殺人犯泰德.

邦迪的成魔之路/安.魯爾(Ann Rule)

作 ; 樊 德 皓 譯  .-- 臺 北 市  : 凌 宇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08-3-2 (EPUB) 普遍級  

我所遇見的少年犯: 韓國少年法庭

「雷公法官」千宗湖,最真實而溫暖

的故事 /千宗湖作; 王詩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73-5 (PDF) 

普遍級  

我所遇見的少年犯: 韓國少年法庭

「雷公法官」千宗湖,最真實而溫暖

的故事 /千宗湖作; 王詩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80-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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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瀚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

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93-6 (PDF) 普遍級  

我的心裡學/李文瑗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91-4 (PDF) NT$252

普遍級  

我的牙想你: 寫真書/結果娛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064-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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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路與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3-24-8 (EPUB)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投資心理學/廖日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03-4-0 (EPUB) 

普遍級  

我的職業是網路小說家: 韓國人氣作

家的致富寫作教室/鄭穆尼著; 林珮

緒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凌 宇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08-1-8 (EPUB) 普遍級  

我的躁鬱媽媽: 穿越風暴的生存之道

/恆昕, 李嘉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76-1 (PDF) NT$210 普遍

級  

我是空軍新聞官: 鏡頭外的真實世界

/王鳴中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燎原出

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7-7-5 (PDF) NT$320 普遍級  

我是很骯髒的那種怪物 /米蘭歐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60-1 (PDF) 普遍級  

我是很骯髒的那種怪物 /米蘭歐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61-8 (EPUB) 普遍級  

我是海外特派員 數位閱讀出版計畫. 

第五屆/中央通訊社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央通訊社,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765-4-1 (FLASH)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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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16-5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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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17-2 (PDF) NT$350 普遍級  

*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 擺脫思

考同溫層,拆穿自我的誠實之旅/褚士

瑩作; 謝立品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

位學習, 11112 .-- 約 316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155-98-1 (線上有聲

書(MP3)) NT$280 普遍級  

我 們 身 上 有 光 / 蜜 雪 兒 . 歐 巴 馬

(Michelle Obama)著; 黃佳瑜, 陳文和, 

林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02-4 (PDF) 普遍級  

我 們 身 上 有 光 / 蜜 雪 兒 . 歐 巴 馬

(Michelle Obama)著; 黃佳瑜, 陳文和, 

林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03-1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姓氏叫社會/黃木擇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7-30-2 

(EPUB) NT$175 普遍級  

我們的藍調時光 劇本全集/盧熙京作; 

章心韻, 黃寶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61-49-7 (PDF) 普遍

級  

我們最快樂: Hygge,向全世界最幸福

的丹麥人學過生活/Meik Wiking 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43-0 

(EPUB) 普遍級  

我家也有過動兒: 營養師教你過動小

孩的飲食調理與溝通教養 /許育禎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88-8 (PDF) 普遍級  

我家也有過動兒: 營養師教你過動小

孩的飲食調理與溝通教養 /許育禎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90-1 (EPUB) 普遍級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願我們跟大象一

樣,用大耳朵認真傾聽,在關鍵時刻說

出真心,擁抱彼此的關係/朴宰蓮著; 

尹嘉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89-733-9 (EPUB) NT$31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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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你說: 耶穌-神之子或神秘家. 第

一卷/奧修(Osho)演講; 李錫上編輯; 

嘎根(Gagan)譯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48-0-9 (PDF) 普遍級  

我對你說: 耶穌-神之子或神秘家. 第

二卷/奧修(Osho)演講; 李錫上編輯; 

嘎根(Gagan)譯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48-1-6 (PDF) 普遍級  

把壞日子過好: MIT 教授的七堂哲學

課,擺脫無能為力,找到前進的力量/

基倫.賽提亞(Kieran Setiya); 謝明珊, 

羅亞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96-1 (EPUB) 普遍級  

找人,不找方法: 提高團隊效能,達成

更 大 目 標 的 公 式 / 班 傑 明 . 哈 迪

(Benjamin Hardy), 丹 . 蘇 利 文 (Dan 

Sullivan)著; 吳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98-8 (PDF) 

NT$380 普遍級  

找人,不找方法: 提高團隊效能,達成

更 大 目 標 的 公 式 / 班 傑 明 . 哈 迪

(Benjamin Hardy), 丹 . 蘇 利 文 (Dan 

Sullivan)著; 吳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99-5 (EPUB) 

NT$380 普遍級  

找到對的主管,跟班當好當滿!: 相處

四禁忌 x 升遷五地雷 x 說話八原則,

掌握職場相處技術,晉升比火箭還快

速!/宋希玉, 林凌一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70-7 

(EPUB) 普遍級  

投機的藝術: 巴菲特盛讚的最佳長期

投資者,暢銷近百年的投資經典/菲利

浦.凱瑞特(Philip Carret)著; 呂佩憶, 吳

慧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502-9 (EPUB) 普遍級  

改造焦慮大腦: 善用腦科學避開焦慮

迴路,提升專注力、生產力及創意力/

溫蒂.鈴木(Wendy Suzuki)著; 呂佩憶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74-2 

(EPUB) 普遍級  

改造焦慮大腦: 善用腦科學避開焦慮

迴路,提升專注力、生產力及創意力/

溫蒂.鈴木(Wendy Suzuki)著; 呂佩憶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75-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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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48-0 (EPUB) 

普遍級  

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主義 超圖解資本

論: 培養能反思全球政治經濟現況的

宏觀視野!/白井聰監修; 劉宸瑀, 高詹

燦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627-5 (EPUB) NT$294 普遍級  

改變生命能量的專業紓壓法門/陳宗

鵠作 .-- 臺北市 : 漢珍,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06-1-0 (PDF) 

NT$520 普遍級  

更快樂(暢銷經典重現版): 哈佛最受

歡迎的一堂課/塔爾.班夏哈(Tal Ben-

Shahar)著; 譚家瑜譯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51-9 (EPUB) 普遍

級  

更快樂的選擇: 五步驟設定信念、培

養韌性、修復壓力,開啟快樂正循環/

塔爾.班夏哈(Tal Ben-Shahar)作; 朱靜

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852-6 (EPUB)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八年/李常受著; 

財團 法人 臺灣 福音 書房 編輯 部編

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11 .-- 冊 .-- ISBN 978-986-

166-995-3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166-996-0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997-7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李爾王(莎士比亞精選.廣播劇)/黃唯

哲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遍路文化

傳媒,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547-8-9 (EPUB) NT$1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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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5-16-7 (PDF)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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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5-17-4 (EPUB) NT$350 普遍級  

每個人都能打造線上課!: 知識付費

時代,你會的每一種本事,都能為你賺

進 滾 滾 睡 後 收 入 / 露 西 . 格 里 菲 斯

(Lucy Griffiths)著; 許可欣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12-8 (EPUB) 

NT$280 普遍級  

每個爸媽都能養出好眠寶寶 /姜珮

Peggy(好眠師)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86-1 (EPUB) 普遍

級  

求職 RPG 關主換你當: 古怪上司 X

機車同事 X 小人下屬,教你伏妖降魔,

一路過關斬將 !/殷仲桓 , 林凌一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72-1 (EPUB) 普遍級  

沈 從文 自傳 (附<<邊 城>>)/沈從文

作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23-504-0 (EPUB) 普遍級  

沈錦堂: 交響詩<<客家頌>>/沈錦堂

作曲  .-- 臺中市  : 臺灣交響樂團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739-2 (PDF) 普遍級  

決斷的演算: 預測、分析與好決定的

11 堂邏輯課/布萊恩.克里斯汀(Brian 

Christian), 湯 姆 . 葛 瑞 菲 斯 (Tom 

Griffiths)著; 甘錫安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行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17-8-8 (PDF) 普遍級  

決斷的演算: 預測、分析與好決定的

11 堂邏輯課/布萊恩.克里斯汀(Brian 

Christian), 湯 姆 . 葛 瑞 菲 斯 (Tom 

Griffiths)著; 甘錫安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行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17-9-5 (EPUB) 普遍級  

男孩, 鼴鼠, 狐狸與馬: 動畫故事繪本

/查理.麥克斯(Charlie Mackesy)著; 韓

絜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846-5 (EPUB) NT$699 普遍級  

系舟/邱百襄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邱

百襄, 111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731-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育兒百景/窪彩子作; 林宜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06-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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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醫之道: 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守護

愛/釋證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

人文,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7235-10-2 (全套:精裝) NT$1250 普遍

級  

角落微光: 小鎮醫師的故事/莊聰吉

著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57-662-3 

(EPUB) 普遍級  

走一條讓自己舒服自在的路/洪金鳳

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洪 金 鳳 , 

11111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740-6 (平裝) 普遍級  

足球王者. 37/大城剛央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612-1 

(EPUB) 普遍級  

身故受益人之死/張詠詮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2-7-9 (PDF) 

普遍級  

身故受益人之死/張詠詮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02-8-6 (EPUB) 

普遍級  

那才是我們除了啤酒以外所擁有的

一切/李睿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3-5 (PDF) 普遍級  

那才是我們除了啤酒以外所擁有的

一切/李睿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4-2 (EPUB) 普遍級  

那些再與你無關的幸福(暢銷 10 年.

紀念版)/肆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994-2 (PDF) 普遍級  

那些靈魂教我的事/張其錚著 .-- 臺北

市 : 柿子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8-15-5 (EPUB) 普遍

級  

那美好的一仗: 歐鴻鍊回憶錄/歐鴻

鍊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東 美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35-8-3 (PDF) 普遍級  

那當兒: 故鄉童年的回憶/楊建英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87-4 (EPUB) 普遍級  

亞太地區醫療資訊年會論文集. 2022

第 12 屆= The proceeding of the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Informatics 

(APAMI 2022)/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灣醫學資訊學會, 11111 .-- 9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449-1-5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亞東紀念醫院醫學人文閱讀心得作

品集/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11111 .-

- 冊 .-- ISBN 978-957-28472-9-9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享受減醣人生: 糖尿病也能吃的美味

料理/WEN(渝雯)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柏樂, 111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94-8-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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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53-0 (EPUB) 普遍級  

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 臺灣當代菁

英女同志小說研究/林佩苓著 .-- 修訂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7-31-9 (EPUB) NT$210 普遍級  

來!跟著你: 對拿撒勒人耶穌的反思. 

第一卷/奧修(Osho)演講; 李錫上編輯; 

嘎根(Gagan)譯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48-2-3 (PDF) 普遍級  

來!跟著你: 對拿撒勒人耶穌的反思. 

第二卷/奧修(Osho)演講; 李錫上編輯; 

嘎根(Gagan)譯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48-3-0 (PDF) 普遍級  

來!跟著你: 對拿撒勒人耶穌的反思. 

第三卷/奧修(Osho)演講; 李錫上編輯; 

嘎根(Gagan)譯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48-4-7 (PDF) 普遍級  

來!跟著你: 對拿撒勒人耶穌的反思. 

第四卷/奧修(Osho)演講; 李錫上編輯; 

嘎根(Gagan)譯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48-5-4 (PDF) 普遍級  

來自遼河口/趙文心口述; 游尚傑主

筆 .-- 花蓮縣 : 朱正一,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83-3 (EPUB) 

NT$380 普遍級  

兔無食岫邊草/劉惠蓉, 王佳榮撰文 .-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7-7-8 (EPUB) 

普遍級  

兒科好醫師. 1: 孩子生病不一定靠藥

醫: 最新整體療法&兒童營養功能醫

學/胡文龍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

綠光,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54-03-5 (PDF) 普遍級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

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第二十三

屆 = The 23rd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arly Intervention/康琳茹 , 朱思穎等

作 .-- 初版 .-- 花蓮縣 : 早療協會 ,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1150-8-7 (平裝) NT$290 普遍級  

兒童戲劇教育: 肢體與聲音口語的創

意表現/林玫君作 .-- 二版 .-- 臺南市 : 

林玫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26-7 (PDF) NT$280 普遍

級  

兒童戲劇教育: 童謠及故事的創意表

現/林玫君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林玫

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1-0774-1 (PDF) NT$220 普遍級  

協成科技工業社: SAP ERP 導入結案

報告/劉哲瑋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27-1-3 (PDF) 

普遍級  

咖啡行者的全息烘焙法/謝承孝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51-5 

(EPUB) 普遍級  

咖啡的科學/崔斯坦.史蒂文森(Tristan 

Stephenson)著; 周沛郁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3-39-8 (EPUB) 

普遍級  

和孩子同一國/徐聖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8-34-8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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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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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鎬著;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8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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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82-4 (PDF) 普遍級  

奇 妙 神 的 創 造 = Amazing god's 

creatures/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05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815-1 (平裝) 普遍

級  

奇恍亦乎.千堆: 李真藝術 1971-2022/

馬于婷 Stacey Ma, 魏榮達 Rongda Wei

總編輯 .-- 臺北市 : 亞洲藝術中心, 

11201 .-- 2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5664-4-5 (精裝) NT$4200 普遍級  

奔向靈穚 太魯閣族語家庭學習本: 

關於生命的語言: 在家裡培養自然說

太魯閣族語的能力: Pquri hakaw utux 

Patas pslhayan sapah kari Truku: Quri 

kari kneudus: Tduwa smluhay ni dmuuy 

kari Truku pprngan mniq sapah/Pusi 

Nowmaw 楊盛凃主編 .-- 初版 .-- 花蓮

縣  : 台灣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 , 

11111 .-- 13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6061-1-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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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43-0-4 (PDF) 

NT$600 普遍級  

孤獨的喜樂: 丁松筠神父的靈修筆記

/丁松筠著; 陳衍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星火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43-1-1 (EPUB) 

NT$600 普遍級  

宗門屑語/王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6-19-9 (PDF) 普遍級  

宗門屑語/王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6-20-5 (EPUB) 普遍

級  

宗教統治: 基督宗教如何塑造世界,

一部橫跨兩千五百年的人類史(上＋

下)/湯姆.霍蘭(Tom Holland)著; 蔡怡

佳, 陳正熙, 陳愷忻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11-9-3 (EPUB) 普遍級  

宗教環境學與臺灣大眾信仰變遷新

視野. 第二卷/張珣, 江燦騰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91-0 

(EPUB) NT$680 普遍級  

幸好時光不倒流/徐玫怡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汪達數位,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3357-7-5 (EPUB) 

普遍級  

幸好時光不倒流-圖文別冊/徐玫怡文.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汪達數位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3357-8-2 (EPUB) 普遍級  

幸福的關鍵思維: 生涯發展 16 堂課/

朱建平著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06-1 (EPUB) 普遍級  

幸福教育的理念與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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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917-1 (PDF) NT$400 普遍級  

幸福這堂課/紫嚴導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9-41-6 (EPUB) 

普遍級  

幸福關係的防疫處方箋: 亮燦愛的行

為!/羅斯.哈里斯(Russ Harris)作; 張美

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93-977-8 (PDF) NT$266 普遍級  

放大格局,妳可以自帶光芒: 寫給女

人提升自我價值的七堂課,就算面對

軟弱、情緒、困境,也能保有自信與

從容/曾雅嫻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蘋

果屋,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826-1-4 (EPUB) 普遍級  

放羊仔的囡仔/劉惠蓉, 王慧茹撰文 .-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0-5-9 (EPUB) 

普遍級  

明天,我想重新喜歡上自己: 25 個無

法迴避的成長問題,從內心與自己和

解,世界就會愛你/林夏薩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594-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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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64-1 (EPUB) 

NT$350 普遍級  

明 想 正 念 日 曆 . 2023= Bit by bit 

calendar.improve day by day/林家煥, 劉

嘉勝, 曾琬庭, 曾鈺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人好行銷, 11112 .-- 384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96899-0-3 (精裝) 

NT$1280 普遍級  

服裝製作基礎事典/鄭淑玲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78-2 (EPUB) 

普遍級  

東方占星學: 星曜變異篇/天乙上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2-7-3 

(EPUB) 普遍級  

東京骨灰紀行/小澤信男作; 章蓓蕾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7-11-6 (PDF) NT$420 普遍級  

東京骨灰紀行/小澤信男作; 章蓓蕾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7-12-3 (EPUB)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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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74-3 (PDF) 普遍級  

林京美: <<遙遠的聲音>>/林京美作

曲 .-- 臺中市 : 臺灣交響樂團,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40-8 

(PDF) 普遍級  

法國經典童話故事: 鵝媽媽故事集,

開啟兒童文學先河作品 /夏爾 .佩羅

(Charles Perrault)著; 邱瑞鑾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41-4 

(EPUB) NT$245 普遍級  

法語 34 音完全自學手冊/謝孟渝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304-4 

(EPUB) 普遍級  

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祕(彩繪圖

解)/上野正彥著; 陳嫻若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11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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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045-76-3 (EPUB) 

普遍級  

油畫講義: 油畫的形色基礎/蘇錦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88-9 

(PDF) NT$500 普遍級  

治咳寶典: 臨床 38 年名醫,預防與照

護感冒、流感、黴漿菌感染、新冠

肺炎和各種肺炎必讀/羅仕寬, 羅際

竹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4-04-2 (PDF) 普遍級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結合生活與遊戲

的 JAVA 語言/邏輯林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5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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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

所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日 出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4-89-6 (EPUB) 普遍級  

玫瑰聖經圖譜解讀/王國良著; 皮埃

爾 約 瑟 夫 . 雷 杜 德 (Pierre-Joseph 

Redouté)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811-6 (PDF) NT$880 普遍級  

矽谷價值戰: 監控資本主義之下言論

自由的未來/吉莉安.C.約克(Jillian C. 

York)作; 黃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497-2-3 (EPUB) 

NT$360 普遍級  

社畜的財務自由計畫. 2: 社畜華麗變

身,用多元投資組合穩定獲利,30 億變

300 億 /遊牧民 (유목민)著 ; 張鑫莉

譯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74-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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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895-2 (EPUB) 普遍級  

社會福利行政/林勝義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55-1 (PDF) NT$500

普遍級  

社團法人台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25

週年紀念專刊/王瓊蝶, 李逢君, 高小

玲, 莊秋華, 程春美, 黃肇明, 蔡明儒

合著; 莊秋華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

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111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17-1-4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空服服務溝通與播音技巧: 禮儀訓練

x 正音教學 x 危機處理,一本書帶你

成為最佳民航代言人/劉暉編著 .-- 修

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67-6 

(EPUB) 普遍級  

肺阻塞之氧氣治療及呼吸器使用 . 

2022 年版/李政宏, 林玠模, 洪明輝, 陳

永哲, 廖信閔, 蔡明儒, 蔡英明作; 鄭

世隆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胸腔暨

重症加護醫學會,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97140-5-1 (PDF) 普遍

級  

肺阻塞的肺部復健衛教手冊. 2022 年

版/鄭世隆等著 .-- 臺北市 : 臺灣胸腔

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140-6-8 (PDF) 

普遍級  

股市大贏家: 我用 K 線寫日記/陳進

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95-0 (PDF) NT$350 普遍級  

花束/花圖鑑: 32 款花束 X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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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907-3 (EPUB) 普遍級  

花繪物語/亞德里安娜.皮克(Adriana 

Picker); 周沛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74-0 (EPUB) 普遍級  

表演藝術經理人手冊 /張寶慧總編

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表演藝術協

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7680-6-1 (PDF) 普遍級  

邱忠均<<弟子規>>水印木刻版畫集/

邱忠均作 .-- 三版 .-- 高雄市 : 晨禾文

創, 11111 .-- 1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850-2-8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邱忠均版画冊/邱忠均作 .-- 第一版 .-

- 高雄市 : 晨禾文創, 11111 .-- 186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626-96850-0-

4 (平裝) NT$1500 .-- ISBN 978-626-

96850-1-1 (精裝) NT$1800 普遍級  

金魚夜夢/林薇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14-2 (EPUB) 普遍級  

金魚夜夢/林薇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15-9 (PDF) 普遍級  

金獅陣  王爺馬 /劉惠蓉 , 王碧汶撰

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0-6-6 

(EPUB) 普遍級  

長洪武學縱橫. 第二十七期/李長穎

總編輯 .-- 臺北市 : 長洪武術學會, 

11111 .-- 1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7199-3-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長新冠自救手冊/牛津長新冠特別門

診醫師群著; 俞智敏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54-6 (EPUB) 普遍

級  

長照鏡頭下的漏網特寫!: 一位中年

女子和老父間的私密時光 /阿 Hing

著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747-2 (EPUB) 

NT$273 普遍級  

阿米巴稻盛經營學: 以人為本、翻轉

企業獲利/邱東波著 .-- 新北市 : 華文

網,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71-954-1 (PDF) 普遍級  

阿米巴稻盛經營學: 以人為本、翻轉

企業獲利/邱東波著 .-- 新北市 : 華文

網,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71-955-8 (EPUB) 普遍級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那些勵志書不

會告訴你的人生真相/劉仲敬作; 高

銘孝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 11112 .-- 約 37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12-9 (線上有聲書(MP3)) 

NT$400 普遍級  

阿格力教你這樣存股就對了!: 獨家

自組 ETF,提早達成財富自由/阿格力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45-8-3 (EPUB) NT$360 普遍級  

阿德勒演講集: 建立自我的生命風格

/亨利.史丹(Henry T. Stein)編; 吳書榆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張 老 師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93-992-1 (PDF)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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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追尋幸福

的經典故事+六幕夢幻劇珍藏版/莫

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喬潔特.盧布朗(Georgette Leblanc)著; 

邱瑞鑾, 林侑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9-738-4 (EPUB) 普遍

級  

青い緑島: 火燒島、小琉球の十二年

八か月/顏世鴻著 .-- 臺北市 : 一葉設

計, 11111 .-- 2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25-0-8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非過勞致命: 眼睛紅腫、腰痠背痛、

慢性疲勞......久坐族快停止殘害自己,

身體早就在抗議!/戴譯凡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73-8 

(EPUB) 普遍級  

非關政治替動物發聲/林于凱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71-0 

(EPUB) NT$380 普遍級  

非關政治替動物發聲/林于凱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72-7 (PDF) 

NT$380 普遍級  

亭於越南/黎海登著; 呂越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2-03-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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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6-996-2 (PDF) 

普遍級  

信任練習/蘇珊.崔(Susan Choi)著; 陳

蓁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901-1 (EPUB) 普遍級  

信昌鋁門窗行: SAP ERP 導入結案報

告/鄭心瑜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

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27-2-0 (PDF) 

普遍級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人性攻略篇/

王照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出版,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53-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哎呀!不小心刻了一套 React UI 元件

庫 : 從 無 到 有 輕 鬆 上 手 / 陳 泰 銘

(Taiming)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3-328-4 (PDF) NT$650 普遍級  

哎呀!不小心刻了一套 React UI 元件

庫 : 從 無 到 有 輕 鬆 上 手 / 陳 泰 銘

(Taiming)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3-329-1 (EPUB) NT$650 普遍級  

咳嗽警報/羅仕寬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柿子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8-19-3 (EPUB) 普遍

級  

哇!小學生就懂理財超棒 der: 8 個家

庭金錢觀,改變孩子的一生/李恩珠, 

權俊著; 郭宸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07-6 (EPUB) NT$380 普

遍級  

哇!小學生就懂理財超棒 der: 8 個家

庭金錢觀,改變孩子的一生/李恩珠, 

權俊著; 郭宸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08-3 (PDF) NT$380 普遍

級  

品滋嚐味: 餐桌上的哲學/莎拉.E.沃

斯(Sarah E. Worth)著; 洪禎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4-32-9 (EPUB) 

NT$315 普遍級  

哈佛凌晨四點半: 社會菁英基礎能力

的培養邏輯/韋秀英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988-1 (EPUB) 

普遍級  

哈姆雷特(莎士比亞精選.廣播劇)/黃

唯哲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遍路文

化傳媒,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47-9-6 (EPUB) NT$199 普

遍級  

咱來讀讀/王秀容著, 林芸瑄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80-4 (EPUB) 

普遍級  

咱來讀讀/王秀容著, 林芸瑄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81-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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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96-9 (EPUB) 普遍級  

孩子心中的那道疤,必須用一輩子療

傷: 填平代溝、尊重隱私、停止比較,

營造良好氛圍的第一步,從改善親子

關係做起/胡郊仁, 曉秋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989-8 

(EPUB) 普遍級  

孩子越倔強,我越溫柔: 30 個關鍵指

引,陪孩子、也陪青春期的自己再長

大一次/吳孟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32-1 (EPUB) NT$340 普

遍級  

孩子總是驚慌?勇敢也是一種教養: 

停止嚴厲責備和愛的小手,鐵血教育

早就生鏽!/呂定茹, 麥小麥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90-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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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依潔, 李玉泉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85-3 (EPUB) 普遍級  

帝欣環保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

案報告/張祐嘉等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27-3-7 

(PDF) 普遍級  

帝國的香水: 「香奈兒五號」與「紅

色莫斯科」的氣味世界/卡爾.施洛格

(Karl Schlögl)著; 劉于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8-165-2 (EPUB) 

普遍級  

帝國的香水: 「香奈兒五號」與「紅

色莫斯科」的氣味世界/卡爾.施洛格

(Karl Schlögl)著; 劉于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8-166-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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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境: 林彥良創作展/林彥良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林彥良, 11111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01-0730-7 (平

裝) 普遍級  

建國簡史/彼得.富塔多(Peter Furtado)

作;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82-5 (PDF) 普遍級  

建國簡史/彼得.富塔多(Peter Furtado)

作;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2-83-2 (EPUB) 普遍級  

很多的小故事其實都是一個大道理/

曹海峰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93-4 (PDF) NT$280 普遍級  

後天幽默感: 反差對比、先順後逆、

顛倒黑白,跟著本書學幽默,對方說的

話再荒謬,你都能夠回得巧妙!/俞姿

婷, 蕭勝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91-1 (EPUB) 普遍級  

思維的良率. 2/彭建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07-9 (PDF) 

NT$380 普遍級  

思維的良率. 2/彭建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2-08-6 

(EPUB) NT$380 普遍級  

急診的生命練習曲: 暖醫賈蔚從說話

到聽話的白色故事/賈蔚著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632-9 (EPUB) 

NT$238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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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50-8 (EPUB) 普遍級  

拜豬頭  食塗豆 /劉惠蓉 , 楊東錕撰

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0-7-3 

(EPUB) 普遍級  

政策倫理 vs 行政倫理/林水波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93-3 (PDF) 

普遍級  

春秋地名圖考; 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

/程發軔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1111 .--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91-5 (平裝) NT$3800 普遍級  

春閨夢: 那些被留下來的女人/王瓊

玲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31-4 (EPUB) 普遍級  

是狼型人就不要逼自己早睡早起: 解

讀睡眠時型,找到你的高效睡眠法/奧

莉維亞.阿雷佐洛(Olivia Arezzolo)著; 

林文珠譯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30-3-2 (EPUB) 普遍級  

昨天的孩子/瑪莎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40-1 (PDF) 普遍級  

昨天的孩子/瑪莎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41-8 (EPUB) 普遍

級  

查核心法: 經營管理的失落環節-風

險與效益間的稽核實戰/蔣永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689-88-5 (EPUB) 

普遍級  

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 36: 英雄與流氓

/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臺北市 : 遠

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893-9 (EPUB) 普遍級  

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 38: 陳橋兵變/

袁樞原著; 柏楊編譯 .-- 臺北市 : 遠流,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894-6 (EPUB) 普遍級  

柳 林 風 聲 / 肯 尼 斯 . 葛 拉 罕 (Kenneth 

Grahame)著; 郭漁改寫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2-580-9 (EPUB) NT$266 普

遍級  

活到 100 不失智: 大腦逆齡對策,穴道

醒神養腦術/陳品洋編審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241-9-5 (EPUB) 

NT$240 普遍級  

活到 100 不失智: 大腦逆齡對策,穴道

醒神養腦術/陳品洋編審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60-1-8 (PDF) 

NT$240 普遍級  

為 什 麼 我 們 不 想 生 / 梅 根 . 達 姆

(Meghan Daum); 于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56-3-3 (PDF) 

普遍級  

為 什 麼 我 們 不 想 生 / 梅 根 . 達 姆

(Meghan Daum); 于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456-4-0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蘋果會掉下來?物理三大定律

發現者牛頓的故事/馬玉鳳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49-7 (EPUB) 

普遍級  

炸彈客,沒有那麼簡單: 家族成員情

緒失控釀災,包溫端出救火新概念/麥

可 .柯爾(Michael E. Kerr)著; 張美惠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張 老 師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93-978-5 (PDF) NT$336 普遍級  

疫啟健康生活/王鐘賢, 林秋子, 林培

維, 邱政洵, 施信如, 許青雲, 喬聖琳, 

賀倫惠, 黃美涓作 .-- 臺北市 : 台塑企

業,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25-1-8 (PDF) 普遍級  

*癸卯年東亞天文農曆 . 2023= East 

Asia astro calendar/ .-- 宜蘭縣 : 人智學

教育基金會, 11112 .-- 40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96435-3-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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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40-00-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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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40-01-4 (EPUB) 

普遍級  

看見臺北客家/羅烈師, 劉郁忻, 江沛

靜, 張期鈞, 陳明惠, 謝名恒, 徐孟琪, 

馬在宥, 陳龍田, 陳彥傑, 陳嬿羽, 許

瑞君, 林思駿, 陳律瑄, 張琬琳, 葉益

青, 尤雅韻, 林芷歆, 張凱閔, 張愛, 楊

宜庭, 鄭雅淳, 張維安, 典通股份有限

公司, 葉昆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11111 .--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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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89094-7-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看圖學 Python+Excel 辦公室自動化

程式設計/陳會安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68-8 (PDF) 普遍級  

看懂房市風向、破解黑心話術,購屋

實戰攻略/李昌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84-0 (PDF) 普遍級  

看懂房市風向、破解黑心話術,購屋

實戰攻略/李昌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85-7 (EPUB) 普遍

級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大字版): 加

拉太書/彭國瑋總編輯 .-- 增訂一版 .-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11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223-02-4 (平

裝) 普遍級  

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

技教育學系編著; 林玄良, 鄭國明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工教

系,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111-9-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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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垢文濤, 

馬良成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897-6 (EPUB) 普遍級  

紅色鋼鐵人 潘孟安/侯千絹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09-4 (EPUB) 普遍級  

紅色鋼鐵人 潘孟安/侯千絹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10-0 (PDF) 普遍級  

紅眼睛的山姆/羅伯.杜格尼作; 陳岳

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24-7 (EPUB) 普遍級  

美味的發酵食物: 圖解世界各地的發

酵 食 品 = The world of 

fermentation/ferment books, おのみさ

著; 邱喜麗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溪國際圖書, 11112 .-- 19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95658-4-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美 國 黑 幫 史 / 比 爾 . 歐 萊 利 (Bill 

O'Reilly), 馬汀.杜格(Martin Dugard)作; 

陳筱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98-6 (PDF) 普遍級  

美 國 黑 幫 史 / 比 爾 . 歐 萊 利 (Bill 

O'Reilly), 馬汀.杜格(Martin Dugard)作; 

陳筱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99-3 (EPUB) 普遍級  

美麗和菓子圖鑑/青木 直己著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49-2 (EPUB) 普遍

級  

美魔女律師教你生活不犯錯: 人人都

需要知道的法律常識,自己的人生自

己顧!/李貴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18-2 (EPUB) 普遍級  

美魔女律師教你生活不犯錯: 人人都

需要知道的法律常識,自己的人生自

己顧!/李貴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19-9 (PDF) 普遍級  

耶穌的叮嚀/莎拉揚(Sarah Young)著; 

程珮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保羅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6202-41-4 (PDF) 普遍級  

背負創傷長大的你,現在還好嗎?: 揭

露童年有毒壓力對大腦和行為的影

響,以「尊重平靜」取代「羞恥自厭」

的自我修復練習 /格倫.R.斯拉迪著; 

吳煒聲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

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4-59-2 (PDF) NT$266 普遍級  

背負創傷長大的你,現在還好嗎?: 揭

露童年有毒壓力對大腦和行為的影

響,以「尊重平靜」取代「羞恥自厭」

的自我修復練習 /格倫.R.斯拉迪著; 

吳煒聲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

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4-60-8 (EPUB) NT$266 普遍級  

胡適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32-2 (PDF) 

NT$280 普遍級  

致那些殺不死的浪漫/溫如生著 .-- 臺

北市 : 皇冠,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62-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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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90-5 (PDF) NT$360 普遍

級  

致富贏家只做「這件事」: 股市小白

成為億萬富翁的超強鐵則/上岡正明

著; 林美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

福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57-8 (EPUB) 普遍級  

致富贏家只做「這件事」: 股市小白

成為億萬富翁的超強鐵則/上岡正明

著; 林美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

福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58-5 (PDF) 普遍級  

苦海女神龍/劉惠蓉, 鄭嘉德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7-8-5 (EPUB) 

普遍級  

英 文 的 奧 妙 : 從 拼 字 、 修 辭 到 潤

稿,<<紐約客>>資深編輯的字海探險

/瑪莉.諾里斯(Mary Norris)著; 林步昇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5-12-3 (EPUB) NT$290 普遍級  

英美教育目的: 分析傳統/簡成熙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89-6 (PDF) 

NT$580 普遍級  

重探抗戰史. 三: 抗戰與中國之命運/

肖如平, 岩谷將, 林孝庭, 洪小夏, 張

世瑛, 陳立文, 鹿錫俊, 黃自進, 潘敏, 

嵯峨隆, 楊天石, 蘇聖雄合著; 郭岱君

主 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83-4 (EPUB) 普遍級  

重探抗戰史. 三: 抗戰與中國之命運/

肖如平, 岩谷將, 林孝庭, 洪小夏, 張

世瑛, 陳立文, 鹿錫俊, 黃自進, 潘敏, 

嵯峨隆, 楊天石, 蘇聖雄合著; 郭岱君

主 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684-1 (PDF) 普遍級  

重新詮釋人生風景: 用敘事治療改寫

命運,為生活找到解方/秦安琪, 曹爽, 

梁瑞敬, 黃綺薇, 葛思恆作; 梁志君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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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93-986-0 (PDF) NT$252 普遍級  

風華心現: 守心人創思錄/鍾思嘉, 修

慧蘭, 張雅惠, 王以仁, 吳怡君, 賴嘉

凰, 倪履冰, 孫頌賢, 陳莉榛, 季力康, 

王志寰, 黃世琤, 楊建銘, 張幼恬, 張

裕隆, 魏晴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79-2 (PDF) NT$266 普遍

級  

風雲起: 抗戰時期中國的氣象事業/

劉芳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69-5 (EPUB) 普遍

級  

風雲起: 抗戰時期中國的氣象事業/

劉芳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70-1 (PDF) 普遍級  

飛越生命龍捲風: 理解 X 接納 恐慌

症療癒故事/蔡香蘋編著; 黃龍杰導

讀; 許健一, 賴秀慧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80-8 (PDF) NT$252

普遍級  

食品衛生與安全/施明智, 陳俊成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24-7 (PDF) 

普遍級  

香氛美學創業套書: 室內調香師的香

氛美學與香氛品牌實戰全書/陳冠鈞, 

陳冠杰, 出色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出色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065-87-7 ( 全 套 : 平 裝 ) 

NT$910 普遍級  

香檳時光: 品種、釀造、產區、酒款、

品飲、餐搭、故事,享受香檳必備指

南/陳匡民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72-6 (EPUB) 普遍級  

值得追隨的 26 位世界文學大師/蕭衛

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94-1 (PDF) NT$280 普遍級  

修法最前線 憲法訴訟法/韋軒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98-

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修復事典: 被留下來的我們,不用急

著好起來/江佩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51-5 (EPUB) 

NT$320 普遍級  

原來我很富足: 遇見 14 位聖經人物,

開 啟 豐 富 人 生 新 眼 光 / 曼 紐 . 哈 波

(Manuel Rapold)著; AGAPÉ 華人學生

團契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

傳道會出版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9-5-6 (PDF) 普遍級  

原來我很富足: 遇見 14 位聖經人物,

開啟豐富人生新眼光(簡體字版)/曼

紐.哈波(Manuel Rapold)著; AGAPÉ 華

人學生團契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

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9-6-3 (PDF) 

普遍級  

原則: 屬於你的引導式筆記/瑞.達利

歐(Ray Dalio)著; 陳文和, 林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04-8 

(PDF) 普遍級  

原則: 屬於你的引導式筆記/瑞.達利

歐(Ray Dalio)著; 陳文和, 林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05-5 

(EPUB) 普遍級  

*原鄉絮語: 原住民傳統藝術與文化

結合 AR 擴增實境科技藝術展/劉為

開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竹宇印刷, 

11201 .-- 33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06956-8-7 (平裝) 普遍級  

哲學十大問題/鄔昆如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39-0 (EPUB) 普遍

級  

孫悟空做投手/劉惠蓉, 黃新弟撰文 .-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0-8-0 (EPUB) 

普遍級  

家.國.安全: 從聖戰士媽媽、德國新

納粹到斬首者,在全球「暴力極端主

義」時代尋找消弭衝突的希望/卡拉.

鮑爾(Carla Power)著; 黃佳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65-8 (EPUB) 

NT$364 普遍級  

島民、新民與國民: 日治臺籍教師劉

克明(1884～1967)的同化之道 /吳鈺

瑾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7-32-6 (EPUB) NT$315 普

遍級  

島嶼對照記= Island kaleidoscope/李依

佩, 黃亭潔, 林以寧, 黃志華撰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細着藝術, 11111 .-- 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206-1-

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恩典長河: 勇敢跨河.向前邁進/鍾彥

彬總編輯 .-- 臺北市 : 伊甸基金會, 

111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8819-46-7 (平裝) 普遍級  

旅人に捧げる 365 日: 中華文化仏教

宝典= 365 days for travelers: wisdom 

from Chinese literary and Buddhist 

classics/蔡孟樺主編; 星雲大師総監

修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 

11112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57-668-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時間怪獸: 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

步假象/普莉亞.沙蒂婭(Priya Satia)著;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22-9 (PDF) 普遍級  

時間怪獸: 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

步假象/普莉亞.沙蒂婭(Priya Satia)著;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23-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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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37-9 (EPUB) 普遍級  

書 寫 與 差 異 / 雅 克 . 德 希 達 (Jacques 

Derrida)著 ; 張寧譯 ; 國立編譯館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67-2 

(EPUB) NT$490 普遍級  

核心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吳璧純, 

林永豐, 周淑卿, 丁思與, 單維彰, 張

僑平, 林智中, 侯惠澤, 葉珍玲, 甄曉

蘭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918-8 (PDF) NT$300 普遍級  

格林老師的童話/吐維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1-7-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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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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衛生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9-98-9 (PDF) 普遍級  

海之聲: 貝殼與海洋的億萬年命運/

辛西亞.巴內特(Cynthia Barnett)作; 吳

莉君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20-5 (EPUB) 普遍級  

海底生煙/惠菴禪師作 .-- 花蓮縣 : 花

蓮縣祖師禪學會,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880-1-2 (EPUB) 

NT$350 普遍級  

海想知道. Vol.7, 海港邊開一間美好= 

Ocean knows:/向奕慈, 洪嘉謙, 瑞德

(喬羿晴), 鄭十一(鄭詩怡), Tommy(陳

凝恩)撰文; 周鼎祐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星濱山共創工作室, 11112 .-

- 36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267-1-0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海想知道. Vol.8, 斜斜的生活 斜斜的

基隆= Ocean knows:/林炫辰, 林佳慧, 

涂佳豪, 陳虹儒, 盧沛岑撰文; 周鼎祐

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星濱山共

創工作室, 1111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267-2-7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烏克蘭: 硝煙中的雅努斯/聞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3-25-5 

(EPUB) 普遍級  

烏鶖騎水牛/劉惠蓉, 莊喬茵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0-9-7 (EPUB) 

普遍級  

特殊奧運-田徑/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SOI)作; 中華

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6-01-5 (EPUB) NT$300 普

遍級  

特殊奧運-地板曲棍球/國際特奧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

作; 中華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03-9 (EPUB) 

NT$300 普遍級  

特 殊 奧 運 - 地 板 球 / 國 際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

作; 中華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04-6 (EPUB) 

NT$250 普遍級  

特殊奧運-羽球/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SOI)作; 中華

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6-05-3 (EPUB) NT$200 普

遍級  

特 殊 奧 運 - 自 行 車 / 國 際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

作; 中華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06-0 (EPUB) 

NT$300 普遍級  

特 殊 奧 運 - 花 式 滑 冰 / 國 際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

作; 中華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07-7 (EPUB) 

NT$300 普遍級  

特 殊 奧 運 - 保 齡 球 / 國 際 特 奧 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

作; 中華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08-4 (EPUB) 

NT$250 普遍級  

特殊奧運-桌球/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SOI)作; 中華

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6-09-1 (EPUB) NT$200 普

遍級  

特殊奧運-雪鞋/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SOI)作; 中華

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6-10-7 (EPUB) NT$250 普

遍級  

特殊奧運-短道競速滑冰/國際特奧會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OI)

作; 中華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11-4 (EPUB) 

NT$200 普遍級  

特殊奧運-滾球/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SOI)作; 中華

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6-12-1 (EPUB) NT$250 普

遍級  

特殊奧運-輪滑/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SOI)作; 中華

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6-13-8 (EPUB) NT$300 普

遍級  

特殊奧運-籃球/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SOI)作; 中華

台北特奧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6-14-5 (EPUB) NT$350 普

遍級  

留住一切親愛的: 生存.反抗.欲望與

愛的限時信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著; 吳莉君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62-7 (EPUB) NT$196 普遍級  

破解親密關係的密碼: 婚姻危機!諮

商師的情感修復診間/王裕如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92-8 

(EPUB) 普遍級  

祖師禪: 宗門格外玄旨/圓濟惠忠禪

師著 .-- 花蓮縣 : 花蓮縣祖師禪學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80-0-5 (EPUB) NT$320 普遍級  

祖國特刊: 中共二十大加快統一進程

/戚嘉林總編輯 .-- 臺北市 : 祖國雜誌

社, 111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675-2-3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66-999-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0-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25-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1-6 (EPUB) NT$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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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2-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3-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4-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5-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5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6-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7-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8-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09-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0-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1-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2-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3-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4-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5-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6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6-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7-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8-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19-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20-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21-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22-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23-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聖啓示的高峯專題研讀. 17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24-5 (EPUB) NT$30 普遍級  

胭脂馬拄著關老爺/劉惠蓉, 林桂鄉

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6-0-0 

(EPUB) 普遍級  

能力要夠,臉皮要厚: 臉皮厚黑學/公

孫龍策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普

天出版,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54-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能知之力的種子: 尼薩迦達塔.馬哈

拉吉的臨終教言/尼薩迦達塔.馬哈拉

吉作; 鍾七條, 顧象譯 .-- 臺北市 : 紅

桌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2-5-1 (EPUB) NT$500 普

遍級  

能量、性、死亡: 粒線體與我們的生

命(15 周年新版)/尼克.連恩著; 林彥

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602-3 (EPUB) NT$399 普遍級  

航行避碰與港區操船/方信雄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44-5 (PDF) 

NT$600 普遍級  

般若學疏義/白雲老禪師著 .-- 高雄

市 : 千佛山白雲,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19-4-8 (PDF) NT$150

普遍級  

記不住、睡不好、吞不下、顯得老,

原來都是牙不好: 暖男牙醫大聲說出

「口」的秘密/黃斌洋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30-4-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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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疫/林文源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3-26-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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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52-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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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3-34-3 (EPUB) 普遍級  

迷妹的韓文自學法: 零基礎也能無痛

養成韓文腦/LJ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36-650-0 (EPUB) 普遍級  

追蝶人: 詹家龍與台灣最美 86 隻蝴

蝶的故事/詹家龍著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58-998-0 (EPUB) 普遍級  

酒党党魁經眼錄/曾永義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57-5 (EPUB) 普遍

級  

酒党党魁經眼錄/曾永義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58-2 (PDF) 普遍級  

除了病,我一無所有/洪子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091-8 

(EPUB) 普遍級  

除了病,我一無所有/洪子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092-5 (PDF) 

普遍級  

除身體的濕: 調理脾胃病、皮膚病、

慢性病、三高病/路志正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814-1 (PDF) 

普遍級  

除身體的濕: 調理脾胃病、皮膚病、

慢性病、三高病/路志正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815-8 (EPUB) 

普遍級  

馬斯洛的動機與人格: 存在價值、基

本需求、高峰經驗、內在本質,人本

心理學之父的人性心理學 /馬斯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著; 垢文濤, 

馬良誠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993-5 (EPUB) 普遍級  

馬雅 260: 來自星際馬雅的生命智慧: 

13 月亮曆法 x 宇宙的愛/譚美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91-2 

(EPUB) NT$720 普遍級  

馬鳴菩薩/徐瑾編撰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22-8 (EPUB) 

NT$380 普遍級  

馬鳴菩薩/徐瑾編撰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23-5 (PDF) NT$380

普遍級  

高年級實習生: 馬里亞納海溝跳島記

/劉玉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44-1 (PDF) 普遍級  

高年級實習生: 馬里亞納海溝跳島記

/劉玉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45-8 (EPUB) 普遍級  

高效運算系統發展趨勢暨大廠布局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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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策會產研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85-2 (PDF) 

NT$14800 普遍級  

做人要有心計,要能容人所不能容/陳

小春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89-7 (PDF) NT$280 普遍級  

做人做事學點心計對你有好處/陳小

春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90-3 (PDF) NT$280 普遍級  

做 自 己 的 葡 萄 酒 行 家 : 跳 脫 品 酒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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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琬婷譯 .-- 新北市 : 蘋果屋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26-2-1 (EPUB) 普遍級  

做股票就像穿藍白拖 /藍白拖主力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93-1 (PDF) 

NT$360 普遍級  

做股票就像穿藍白拖 /藍白拖主力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2-94-8 

(EPUB) NT$360 普遍級  

*健康,教育,生活,社會~~談笑之間/林

淑萍(May Lin)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林淑萍, 11111 .-- 227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1-0760-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偏鄉教育的教學革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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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堯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900-3 (PDF) 

NT$250 普遍級  

偏鄉學校的經營與管理/葉信一, 劉

鎮寧, 何俊青, 湯志民, 鄭新輝, 徐明

和, 王慧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901-0 (PDF) NT$300 普遍級  

剪 刀、 石頭 、布 (彩 色版 )/謝俊偉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26-1-6 (PDF) 普遍級  

剪故事的人: 奧斯卡金獎剪接師縱橫

好萊塢傳奇 50 年 /保羅 .赫希 (Paul 

Hirsch)著; 李斯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73-3 (EPUB) 普遍級  

動手玩自然 /鄭一帆(銀樺), 鄭皓謙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25-9 

(EPUB) NT$33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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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28-0-5 (EPUB) 

NT$300 普遍級  

問神達人王崇禮相伴生肖運籤農民

曆. 2023/王崇禮著 .-- 臺北市 : 柿子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8-14-8 (EPUB) 普遍級  

唸予阿母聽的詩: 謝碧修台語詩集/

謝碧修作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0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49-6 

(EPUB) NT$154 普遍級  

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謝昭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502-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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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2022 ISQM)論

文摘要集. 2022: ESG 與中華文化= 

The 202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Quality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Chinese culture/

盧瑞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品質學

會, 111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914-98-8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基於文化重構論的孔府菜烹飪技藝

研學旅遊專案開發研究/方鑫淼, 王

玉著作 .-- 臺南市 : 聯中雄國際貿易, 

11112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713-5-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基隆詩行: 山海繫留/方群著 .-- 新北

市 : 遠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9-1155-5 (PDF) 普遍級  

基隆學研討會論文集. 2022: 戰爭、

產業與社會/陳國棟, 黃麗生, 舒瑞國, 

許美策, 陳坤松, 簡嘉宏, 單彥博, 葉

玉雯, 安嘉芳, 曾子良撰文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11111 .-- 23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4187-6-8 (平裝) 普遍級  

基督教旧约伦理学: 建构神学、社会

与经济的伦理三角/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 黄龙光译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13-9 (EPUB) 普遍級  

寄給流逝的時光: 生命的原色僅是那

一剎那的燦爛/李文臣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66-0 

(EPUB) 普遍級  

將思考現實化的睡前筆記/橫川裕之

作; 龔婉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716-2 (EPUB) 普遍級  

常用西班牙語字彙/王鶴巘, 楊雅媛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

書, 11112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79-6-9 (平裝) 普遍級  

張菁珊: <<音樂百年>>組曲/張菁珊

作曲  .-- 臺中市  : 臺灣交響樂團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741-5 (PDF) 普遍級  

強韌心態 /薩曼莎 .博德曼(Samantha 

Boardman)著; 王瑞徽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40-9 (PDF) 普遍級  

從 0 到 0.99 Android 架構開發實戰: 

以便利貼應用程式為例/洪彥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32-1 

(PDF) NT$600 普遍級  

從 0 到 0.99 Android 架構開發實戰: 

以便利貼應用程式為例/洪彥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33-8 

(EPUB) NT$600 普遍級  

從 Hooks 開始,讓你的網頁 React 起來

/陳柏融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30-7 (PDF) NT$720 普遍級  

從 Hooks 開始,讓你的網頁 React 起來

/陳柏融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31-4 (EPUB) NT$720 普遍級  

從心想事成到奇蹟罩我每一天/小池

浩(Koike Hiroshi)作; 林佩瑾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李茲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5291-3-1 (全套: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從易經解維摩詰經/劉君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55-3 

(EPUB) 普遍級  

從絕望到希望: 一名醫生與罕病戰鬥

與共存的長征/大衛.費根博姆(David 

Fajgehbaum)著; 楊雅筑譯 .-- 1 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63-4 (EPUB) 

NT$315 普遍級  

從 讀 書 到 考 試 , 你 可 以 更 好 / 未 秧

(Winter), 湛樺合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寫樂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81-0-4 (EPUB) 普遍

級  

情緒,請開門/張維揚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2-0-4 (EPUB) 普遍級  

情緒取向治療全解析: EFT 如何療癒

個人、伴侶與家庭 /蘇珊 .強森 (Sue 

Johnson)著; 劉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93-8 (PDF) NT$420 普遍

級  

接住受苦的靈魂: 親愛的,我知道你

的痛!/廖玉蕙著; 蔡全茂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81-5 (PDF) NT$252

普遍級  

掛羊頭賣狗肉/劉惠蓉, 毛琡媚撰文 .-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6-1-7 (EPUB) 

普遍級  

排外與中國政治/廖光生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32-1 (EPUB) 

普遍級  

捨得歡喜: 葛濟捨和孫慈喜的喜捨人

生(典藏版)/鄭茹菁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20-4 (EPUB) 

NT$360 普遍級  

捨得歡喜: 葛濟捨和孫慈喜的喜捨人

生(典藏版)/鄭茹菁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21-1 (PDF) NT$360

普遍級  

教育規準論/林逢祺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58-2 (PDF) NT$420 普遍

級  

教練的語言: 動作技巧教學的藝術與

科學/尼克.溫克爾曼(Nick Winkelman)

著; 吳妍儀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22-9 (EPUB) 普遍級  

教豬教狗 不如家己走/劉惠蓉, 杜雅

鈞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6-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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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21-0 (EPUB) 

NT$560 普遍級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

的神聖分賜/財團法人福音書房編輯

部編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福音書房, 11111 .-- 118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86-166-998-4 (平裝) 普遍

級  

晨興聖言: 歷代志.以斯拉記.尼希米

記.以斯帖記結晶讀經/財團法人臺灣

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201 .--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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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246-30-6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7246-31-3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其他語系電影/

梁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3-3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其他語系電影. 

1/梁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

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71-8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其他語系電影. 

2/梁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

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1-9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英語電影/梁良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70-1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英語電影. 1/梁

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2-6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英語電影. 2/梁

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8-8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英語電影. 3/梁

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5-7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英語電影. 4/梁

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9-5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英語電影. 5/梁

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4-0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華語電影/梁良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6-4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華語電影. 1/梁

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59-6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華語電影. 2/梁

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7-1 (EPUB)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華語電影. 3/梁

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60-2 (EPUB) 普遍級  

梭哈,換一輩子的幸福: 單親母子的

韓國勇氣與成長之旅/盧妍菲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灣遊讀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81-8-0 

(EPUB) 普遍級  

欲望分子多巴胺: 帶來墮落與貪婪、

同時激發創意和衝動的賀爾蒙,如何

支配人類的情緒、行為及命運/丹尼

爾.利柏曼(Daniel Z. Lieberman), 麥可.

隆(Michael E. Long)著; 劉維人, 盧靜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36-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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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938-6 

(EPUB) 普遍級  

淡水好玩藝/王翊沛, 林盛彬, 張台瓊, 

張素妹, 游淑惠(藍雲), 鄭錫銘(鄭虛

銘), 蕭平隆(蕭傻), 魏芷玲, 蘇若宜詩

文作; 王秀蘭, 王珍娜, 王英憓, 王瓊

中, 王艷玉, 包安寧, 史嘉玲, 吳佩珊, 

吳雅惠, 吳愛玲, 黃秀珠, 李振盛, 林

明珊, 林素霞, 施雯黛, 徐碩陽, 翁素

梅, 張玉英, 張美華, 張淑女, 莊子萱, 

郭淑芳, 陳國信, 陳國宴, 陳智富, 彭

美麗, 費里曼, 黃若家, 黃麗蓉, 劉維

美, 蔡逸慈, 蔣銘娟, 鄭曉薇, 薛淑美, 

謝穗豐, 顏其徵, 鐘國清繪畫作; 今井

俊道, 江長龍, 何盈滿, 吳慧君, 吳衛

明, 呂蓮葉, 呂學智, 李文洲, 李美英, 

李凉萍, 李懿美, 沐晚秋, 邢國鎮, 林

月明, 林玉美, 林玉霞, 林秀蘭, 林清

吉, 林德仁, 高銘燦, 張麗英, 張麗環, 

許建中, 許素娥, 陳明徳, 陳建村, 華

月珍, 黃靜怡, 蔡宛玲, 鄭麗鎔, 魏玉

玫, 魏琨恒, 羅淑婉, 羅朝華書法作 .-- 

新北市 : 淡水社大, 11111 .-- 96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95965-7-

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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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974-7 (PDF) 

NT$300 普遍級  

清明上河圖,被遮蔽的真相: 一寸一

寸放大細節,發現史書沒寫的北宋生

活真相。/金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2-09-3 (PDF) 普遍級  

清明上河圖,被遮蔽的真相: 一寸一

寸放大細節,發現史書沒寫的北宋生

活真相。/金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2-10-9 (EPUB) 普遍級  

現代心經(中英對照)/張修維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宏德陽實業, 11111 .-- 

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57-

2-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盛唐演義/陳雲淼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39-3 (EPUB) 普遍

級  

盛極而衰: 廉價日本與國家如何被搞

砸套書/中藤玲, 塔克.卡森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16-09-5 (全套:

平裝) NT$8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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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28-0 (PDF) 普遍級  

票據簽發與收受 Q&A/陳世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88-1 (PDF) 

普遍級  

窒息: 空氣污染如何影響你?我們又

該怎麼辦?/克里斯 .伍德福特 (Chris 

Woodford)著; 江鈺婷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18-1 (EPUB) NT$294 普

遍級  

第一次監督地方議會就上手/社團法

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全國議會監督

聯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46-8-1 (PDF) 普遍級  

細數自行車百年品牌/陳柏如(Daphne 

Chen) 作  .-- 彰 化 縣  : 輪 彥 國 際 ,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13-0-3 (PDF) NT$2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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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空迵鳥鼠岫/劉惠蓉, 吳志弘撰文 .-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7-9-2 (EPUB) 

普遍級  

被埋葬的中國共產黨史 /譚璐美作 ; 

潘承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84-9 (EPUB) 普遍級  

被埋葬的中國共產黨史 /譚璐美作 ; 

潘承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2-85-6 (PDF) 普遍級  

許願 I wish: 迎向逐夢成真的豐盛人

生/澤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85-7 (EPUB) 普遍級  

許願 I wish: 迎向逐夢成真的豐盛人

生/澤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086-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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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麥浩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79-9 (EPUB) 

NT$349 普遍級  

這些中國畫很有事/顧爺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原點,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56-4 (EPUB) 普遍

級  

這就是阿嬤煮的味道/鄭春子著 .-- 臺

北市 : 漢珍,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06-0-3 (PDF) NT$380 普遍

級  

這僅有一次的人生,一定要讀蘇東坡/

費勇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03-4 

(PDF) NT$360 普遍級  

這僅有一次的人生,一定要讀蘇東坡/

費勇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04-1 

(EPUB) NT$360 普遍級  

這樣解痛,才是聖經!/梁恆彰, 楊翠蟬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4-02-8 (PDF) 普遍級  

連鎖經營管理範例書/林文恭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68-2 (PDF) 

NT$390 普遍級  

*透過 21 種基礎布盒學習構成理論

與製作技術 讓你掌握布盒設計的關

鍵/黃丹怡, 蘇怡如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11112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535-1-5 (平裝) NT$1590 普

遍級  

郭子究: <<回憶>>管弦樂版/郭子究

作曲  .-- 臺中市  : 臺灣交響樂團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742-2 (PDF) 普遍級  

郭子究: <<花蓮舞曲>>(許雅棠管弦

樂編曲)/郭子究作曲 .-- 臺中市 : 臺灣

交響樂團,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47-7 (PDF) 普遍級  

郭芝苑: 三首臺灣民間音樂<劍舞>、

<南管>、<鬧廳>/郭芝苑作曲 .-- 臺

中市 : 臺灣交響樂團,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43-9 (PDF) 

普遍級  

野力再生: 翻轉社區營造 DNA/侯志

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9-07-3 (EPUB) 普遍級  

野力再生: 翻轉社區營造 DNA/侯志

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9-08-0 (PDF) 普遍級  

陳茂萱: 鋼琴協奏曲/陳茂萱作曲 .-- 

臺中市 : 臺灣交響樂團,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44-6 (PDF) 

普遍級  

雪蓮講兔/劉惠蓉, 謝雪蓮撰文 .-- 嘉

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20-0-3 (EPUB) 普遍

級  

魚形按摩器對頭皮健康養護之技術

報告書/譚彩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201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8-362-6 (精裝) 普遍

級  

鳥喙牛尻川 仙趁都袂賰/劉惠蓉, 陳

煒翰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16-3-1 (EPUB) 普遍級  

鳥鼠四界傱 人來張鳥鼠/劉惠蓉, 林

正偉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16-4-8 (EPUB) 普遍級  

鳥鼠共貓做生日/劉惠蓉, 黃嘉琪撰

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6-5-5 

(EPUB) 普遍級  

鳥鼠辦喜事/劉惠蓉, 黃嘉琪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6-6-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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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78-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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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79-5 (PDF) 普遍級  

最重要的人生練習題: 認識命運、覺

察幸福/柳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75-0 (PDF) 普遍級  

最高說話術/岡本純子作; 賴郁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22-3 (EPUB) NT$319 普遍級  

最高數字思考術: 解決問題最簡單的

方法!用小學生的「四則運算法」成

為高績效職場強者,19 堂提升自我產

值與賺錢敏銳度的數感課/中尾隆一

郎著; 劉格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65-1 (PDF) 普遍級  

最高數字思考術: 解決問題最簡單的

方法!用小學生的「四則運算法」成

為高績效職場強者,19 堂提升自我產

值與賺錢敏銳度的數感課/中尾隆一

郎著; 劉格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66-8 (EPUB) 普遍級  

最強暢聊法: 笑神助攻!越聊越開心

的說話術/芝山大補著; 張佳雯譯 .-- 

臺北市 : 如何,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45-6 (EPUB) 普遍

級  

最強學習法大全: 能實現超高效學習

成果的 100 個技巧/和田秀樹著; 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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夌 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46-4 (EPUB) NT$24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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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33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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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37-1 (PDF) 

普遍級  

創作的基因: 書籍、電影、音樂,賦

予遊戲製作人小島秀夫無限創意的

文化記憶/小島秀夫著; 李欣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2-87-8 (PDF) 

普遍級  

創作的基因: 書籍、電影、音樂,賦

予遊戲製作人小島秀夫無限創意的

文化記憶/小島秀夫著; 李欣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2-88-5 (EPUB) 

普遍級  

創造性力量: 性格養成的泉源/Betty 

Lou Bettner 原著; 黃英俞, 李繼庚翻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9-98-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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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67-7 (EPUB) 普遍級  

博雅教育新取向/張瑞雄, 胡全威, 賴

伯琦, 簡士捷, 林盈鈞, 談玉儀, 蔡美

惠, 張谷良, 陳閔翔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巨流,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32-677-5 (PDF) 普遍級  

單身經濟學: 就算情場失利,我財務

上比誰都得意/崔英勝, 吳為著 .-- 修

訂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74-5 (EPUB) 普遍級  

圍在火爐邊的 CEO: 團隊轉型難免衝

突 , 需 要 多 元 思 考 / 阿 諾 . 明 岱 爾

(Arnold Mindell)作; 傅馨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93-982-2 (PDF) 

NT$252 普遍級  

富爸爸,有錢有理(25 週年紀念版): 掌

握現金流象限,才能通往財富自由/羅

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著; 龍

秀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607-9 (EPUB) 普遍級  

就為了好吃?: 一位餐廳老闆的真心

告白,揭開飲食業變成化工業的真相/

林朗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19-10-2 (EPUB) 普遍級  

就要傻冒樂天派 ,缺憾人生才完美 : 

讓糾結出走,善待自己的排解壓力 6

大妙方/羅斯.哈里斯(Russ Harris)作; 

張本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93-983-9 (PDF) NT$420 普遍級  

揀選上好的路德= Ruth chooses the 

best/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李

承勳, 10504 .-- 1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814-4 (平裝) 普遍級  

插畫大師繪畫技巧指南: 從安德魯.

路米斯領會的「光影」和「透視」

開始學習/安德魯.路米斯作; 黃姿頤

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2-48-7 

(EPUB) NT$280 普遍級  

提升孩子專注力,家長自己來: 40 個

鍛鍊腦力、穩定情緒、促進學習的

整合運動/鮑杏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老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84-6 (PDF) NT$315 普遍

級  

*提高好感度的說話聲音: 魏世芬教

你「聲」入人心: 一開口就讓人喜歡,

自己更喜歡!/魏世芬作.主講 .-- 新北

市 : 一刻鯨選, 11110 .-- 約 71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10-69-3 (線上有

聲書(M4A)) NT$250 普遍級  

揚帆在暗礁遍布的人生之河: 乘著迎

面而來的風,跟隨希望一同逆流而上/

林麗娟, 江城子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94-2 (EPUB) 普遍

級  

敦仔腳下大肚山夕暮/徐毅振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326-6 (EPUB) 

NT$280 普遍級  

斯托得研經材料: 加拉太書/斯托得

(John Stott)作; 顧瓊華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11-5 (EPUB) 普遍級  

普欽政權二十年(2000-2020): 中央再

集權之延續與轉變/許菁芸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94-0 (PDF) 

普遍級  

智利史: 山海環繞的絲帶國/何國世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44-4 

(EPUB) 普遍級  

智慧之源: 從哲學到神經科學的探索

/史蒂芬.霍爾(Stephen S. Hall)著; 許瑞

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94-9 (EPUB) 普遍級  

智慧之源: 從哲學到神經科學的探索

/史蒂芬.霍爾(Stephen S. Hall)著; 許瑞

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95-6 (PDF) 普遍級  

智慧醫療科技應用. 2022= Application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 2022/王拔

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醫策會, 11112 .-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353-6-1 (平裝) 普遍級  

曾興魁: <<風城三景>>為弦樂隊作

品/曾興魁作曲 .-- 臺中市 : 臺灣交響

樂團,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45-3 (PDF) 普遍級  

朝聖者的印度: 由虔信者足跡交織而

成的神性大地/黛安娜.艾克(Diana L. 

Eck)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56-52-0 (EPUB) NT$455 普遍級  

植物的生存智慧/黃瑞蘭, 鄒麗娟, 杜

志堅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813-0 (PDF) NT$380 普遍級  

植物認識我: 簡易植物辨識法/潘富

俊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尚禾田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638-3-9 (PDF) NT$680 普遍級  

無行動,不幸福啊: 45 個正向心理學

練習,掌握幸福感關鍵/趙昱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5-8-5 (EPUB)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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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動,不幸福啊: 45 個正向心理學

練習,掌握幸福感關鍵/趙昱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5-9-2 (PDF) 

NT$520 普遍級  

無私的力量: 鄭崇華的初心與台達經

營哲學/傅瑋瓊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02-5 (EPUB) 

NT$500 普遍級  

無私的力量: 鄭崇華的初心與台達經

營哲學/傅瑋瓊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03-2 (PDF) 

NT$500 普遍級  

無重力養生 太極鬆柔新生活: 從生

理、心理到心靈的徹底活化/吳美玲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張 老 師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93-998-3 (PDF) NT$360 普遍級  

無量壽佛經/(清)阮元書 .-- 初版 .-- 新

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版, 11201 .-- 24

面 ; 25X25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17-2-5 (精裝) 普遍級  

猶唱新歌: 孟德爾頌神劇研究/盧文

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

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2-07-1 (EPUB) NT$380 普遍級  

猴也會報恩/劉惠蓉, 楊忠錡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6-7-9 (EPUB) 

普遍級  

琵琶、阮咸 作品精選/ .-- 二版 .-- 臺

北市 : 北市國樂團, 11112 .-- 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4-96-1 (隨身

碟) NT$800 普遍級  

番薯記持 .臺灣詩 /康原著 ; 蔡慶彰

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27-3 

(EPUB) NT$294 普遍級  

發展性教學視導之研究/張德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902-7 (PDF) 

NT$400 普遍級  

程式語言 Visual Basic 2022/旗立資訊

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

資訊, 11112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5-318-3 (平裝) NT$90 普遍

級  

童話與夢境的療癒力量: 心理師陪伴

你從逆境中長出復原力的 23 個故事

/海苔熊(程威銓), 趙書賢, 柯政華, 周

冠邑, 吳東彥, 蘇世修, 蘇桂慧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93-994-5 (PDF) 

NT$24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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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3-7-1 

(EPUB) 普遍級  

結晶讀經信息摘要: 歷代志 以斯拉

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財團法人臺

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 臺灣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201 .-

- 2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32-0 (平裝) 普遍級  

結晶讀經綱要附經文: 歷代志 以斯

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水流職事

站編;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12 .-- 14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246-29-0 (平裝) 普遍級  

給論文寫作者的進階統計指南: 傻瓜

也會跑統計. II/顏志龍, 鄭中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95-7 (PDF) 

普遍級  

華爾街人性啟示錄/埃德溫.勒菲弗作; 

吳書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1-56-9 (PDF) 普遍級  

華爾街人性啟示錄/埃德溫.勒菲弗作; 

吳書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1-57-6 (EPUB) 普遍級  

華爾街的華爾滋: 影響近代股市多空

轉折最重要的 90 張致富圖表/肯恩.

費雪著; 簡瑋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53-8 (PDF) 普遍級  

華爾街的華爾滋: 影響近代股市多空

轉折最重要的 90 張致富圖表/肯恩.

費雪著; 簡瑋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54-5 (EPUB) 普遍級  

菜英文. 生活基礎篇/張瑜凌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5-00-2 (PDF) 

普遍級  

視覺藝術展覽年鑑. 2021/彰化縣文化

局編著 .-- 初版 .-- 彰化縣 : 彰縣文化

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3-99-0 (PDF) 普遍級  

診所經營人才培訓寶典/小暮裕之著; 

劉德正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

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72-0 (EPUB) 普遍級  

越不如意 ,越要管好情緒 /文蔚然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5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越活越年輕/謝蓋爾.楊(Sergey Young)

著; 謝嘉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

樂國際文化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901-1-4 (PDF) 普遍級  

越活越年輕: 長壽與逆齡的科學與科

技/謝蓋爾.楊(Sergey Young)著; 謝嘉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樂國際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24-9-5 (EPUB) 普遍級  

越過人生的刀鋒: 金庸筆下的女子/

六神磊磊.讀金庸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2-14-7 (PDF) 普遍級  

越過人生的刀鋒: 金庸筆下的女子/

六神磊磊.讀金庸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2-15-4 (EPUB) 普遍

級  

越境装置としての AKB48/南雄太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4-73-5 

(PDF) NT$650 普遍級  

超人氣諮商師的低成本溝通術/稻增

美佳子著;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樂金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73-7 (EPUB) 普遍

級  

超好記!今天就學會日語五十音/陳光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6-15-2 (EPUB) NT$300 普遍級  

超級生命密碼/太陽盛德作 .-- 三版 .-

-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18-9-9 (PDF) 

NT$262 普遍級  

超高效英文文法結構大全: 拼圖式拆

解 x 直覺聯想記憶/汪汪著; 何姵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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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628-2 (EPUB) NT$252 普遍級  

超強記憶學習法: 用遺忘、複習的學

習周期,加速理解與維持記憶/彼得.

霍林斯(Peter Hollins)著; 林幼嵐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7-3 

(EPUB) 普遍級  

超強記憶學習法: 用遺忘、複習的學

習周期,加速理解與維持記憶/彼得.

霍林斯(Peter Hollins)著; 林幼嵐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38-0 

(PDF) 普遍級  

超強習慣養成,輕而易舉創造人生複

利效應/吉井雅之作; 蔡昭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58-3 (PDF) 

普遍級  

超強習慣養成,輕而易舉創造人生複

利效應/吉井雅之作; 蔡昭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59-0 (EPUB) 

普遍級  

超解析 NFT 新商機: Web3 浪潮來襲,

掌握最新 NFT 技術應用與商業模式/

森川ミユキ著; 陳識中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629-9 (EPUB) NT$280 普

遍級  

超圖解 PDCA 會計書: 一流的你,如何

年年達成 120%的年度目標?/木村俊

治著; 石學昌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37-2 (PDF) 普遍級  

鈍刀刣雞 靠手尾力/劉惠蓉, 許娗菀

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6-8-6 

(EPUB) 普遍級  

開心吃麵包: 手作常備麵包+手溫歐

包/史瑞暘, 胡俊明, 艾力克.徐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065-82-2 (全套:

平裝) NT$960 普遍級  

開悟在楞嚴: 憨山大師之首楞嚴經通

議及懸鏡/(明)憨山德清著; 林中華白

話文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林中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749-9 (PDF) 普遍級  

雅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AP ERP 導

入結案報告/陳偉成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27-4-4 (PDF) 普遍級  

*飲茶/黃一正, 鄧立文, 曾雪穎, 王詩

棋, 李嘉倩, 李敏華, 劉國銘作 .-- 初

版 .-- 屏東縣 : 睿煜, 11201 .-- 42 面; 

18X26 公分 .-- ISBN 978-986-6159-56-

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黑幫揭密: 一窺幫派勢力消長與愛恨

情仇/張宏業著 .-- 新北市 : 聯合報新

聞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35-26-9 (EPUB) 普遍級  

*傳統「詞類」認知的迷思: 結構關

係必然性.語序關係非必然性/朱廣興

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1111 .-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

220-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傳統民俗文化工藝: 閩工造像/陳添

財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陳添財 , 

11111 .-- 冊 .-- ISBN 978-626-01-0717-

8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園療師的青草生活 360 度: 把青草全

方位帶進生活/黃盛璘, 黃盛瑩, 張博

然, 劉雨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

卷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45-2-6 (EPUB) 普遍級  

園療師的青草生活 360 度: 把青草全

方位帶進生活/黃盛璘, 黃盛瑩, 張博

然, 劉雨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

卷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45-3-3 (PDF) 普遍級  

塞翁失馬/劉惠蓉, 鄭月英撰文 .-- 嘉

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20-1-0 (EPUB) 普遍

級  

塔羅全集/LUA 作; Shion 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12 .-- 冊 .-

- ISBN 978-986-370-504-8 (全套:平裝) 

NT$1190 普遍級  

嫁妝一牛車/劉惠蓉, 曾雲光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6-9-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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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6-53-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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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32-4 

(PDF) 普遍級  

微肉飲食: 從主餐到甜點,125 道富含

動物蛋白質的增肌食譜/艾許萊.萬霍

頓(Ashleigh VanHouten), 貝絲.利普頓

(Beth Lipton)著; 王曼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92-6 (EPUB) 普遍

級  

微笑天使/陳義宗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28-0 (EPUB) NT$294 普

遍級  

慈濟神經學/吳宗憲, 林信光, 林書漢, 

林聖皇, 邱孟祈, 凃敏謙, 張滋圃, 許

明欽, 郭啟中, 陳佩雅, 陳俞名, 陳盈

助, 陳桂銓, 陳紹哲, 傅進華, 曾志恩, 

黃振庭, 黃詠嵩, 黃敬棠, 楊智勝, 鄒

儲蔭, 劉安邦, 劉智仰, 劉瑞貞, 蕭振

倫, 賴威凱, 羅彥宇, 嚴介聰作; 馮清

世總編輯 .-- 花蓮縣 : 佛教慈濟醫療

財團法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18-1-9 (PDF) 普遍級  

感動新埔: 吧哩國美感進行式/玄奘

大學師生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竹宇

印刷, 11112 .-- 1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56-9-4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感覺舒服的書: 書籍設計手法= The 

pleasures of book design/高橋善丸作; 

邱喜麗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溪國

際圖書,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58-2-5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想念,卻不想見的人(暢銷 10 年.紀念

版)/肆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58-995-9 (EPUB) 普遍級  

想念的總和/Emily Chan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00-3-2 (PDF) 

普遍級  

愛/奧修(Osho)作; Zahir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66-5 (EPUB) 普遍

級  

愛的接力: 30 個看見生命美好的感動

故事/盧俊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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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7-01-2 (EPUB) 普遍級  

愛對自己/女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33-858-3 (EPUB) 普遍級  

愛樂烏克= I love uke/方永松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581-94-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惹熊惹虎毋通惹著刺查某 /劉惠蓉 , 

黃茂殷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17-0-9 (EPUB) 普遍級  

搬沙發的幾何學: 解決日常生活難題

的基本科學法則/馬克.弗雷利(Mark 

Frary)著; 張簡守展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91-9 (EPUB) 普遍級  

新千年.新異象/斯托得(John Stott)著; 

廖元威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10-8 (EPUB) 普遍級  

新時代全球大局,你的留學思維、選

擇與職涯規劃/陳珊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23-4 (EPUB) 

NT$315 普遍級  

新視界: 全球化下東西藝術交流史/

張省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76-5 (EPUB) 普遍級  

新視界: 全球化下東西藝術交流史/

張省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177-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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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8-08-0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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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8-09-7 (PDF) 

NT$400 普遍級  

會計:有錢人的語言: 生意有沒有賺

錢?財報裡透露什麼訊息?什麼錢不

該花?會賺錢的公司怎麼找?這些問

題以前人們都遇過,讀懂會計的歷史,

你會了解有錢人都在乎什麼?/田中

靖浩作; 郭凡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00-3 (PDF) 普遍級  

會計:有錢人的語言: 生意有沒有賺

錢?財報裡透露什麼訊息?什麼錢不

該花?會賺錢的公司怎麼找?這些問

題以前人們都遇過,讀懂會計的歷史,

你會了解有錢人都在乎什麼?/田中

靖浩作; 郭凡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01-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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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88-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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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2-8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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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74-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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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76-4 (EPUB) 普遍級  

溝通表達勝經: 溝通 x 表達 x 談判 x

銷售 x 服務 x 領導 x 團隊 x 正念,談

判溝通超業培訓師鄭立德的關鍵 31

力/鄭立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26-95-0 (EPUB) NT$380 普遍級  

瑞典的永恆榮耀: 世界級年度大獎制

定者諾貝爾的故事/李明明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50-3 (EPUB) 

普遍級  

瑜伽與鏡照: 透過身體練習,照見宇

宙真相= The mirror of yoga/理察.福禮

縵(Richard Freeman)著; 湯乃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一葦文思,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13-7-8 

(EPUB) 普遍級  

當文創遇上法律: 讀懂經紀合約書/

賴文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55-1 (PDF) 普遍級  

當文創遇上法律: 讀懂經紀合約書/

賴文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56-8 (EPUB) 普遍級  

當老師真是太棒了: 一位年輕老師在

教育現場的無限可能/黃俊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6-327-7 

(EPUB) NT$3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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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40-9 (EPUB) 普遍級  

當勝女,不做男人附屬品: 拜金女 X

魚乾妹 X 媽蟲,別為我貼標籤,由我定

義自己是誰!/憶雲, 麥小麥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00-9 

(EPUB) 普遍級  

當癌症來敲門/曹朝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95-2 (PDF) NT$350

普遍級  

罪火/金秀妍作; 顏湘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626-1 

(EPUB) 普遍級  

聖母畫傳/莊宏達作 .-- 臺中市 : 瑪利

亞社福基金會, 11112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06302-7-5 (平裝) 

NT$100 普遍級  

聖經恢復本: 希伯來書 雅各書/財團

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11 .-

- 8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246-

27-6 (平裝) 普遍級  

聖經恢復本: 彼得書信 約翰書信 猶

大書/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111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246-28-3 (平裝) 普遍級  

聖經筆記: 歷代志 以斯拉記 尼希米

記 以斯帖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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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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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46-

26-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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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87-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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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88-1 

(EPUB) 普遍級  

解決問題、製造創意、高效表達的

3X3 系統思考法: SONY、東大、頂

尖發明家......都愛用的 TRIZ 九宮格,

讓你工作生活得心應手/高木芳德著; 

周若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23-6 (PDF) 普遍級  

解決問題、製造創意、高效表達的

3X3 系統思考法: SONY、東大、頂

尖發明家......都愛用的 TRIZ 九宮格,

讓你工作生活得心應手/高木芳德著; 

周若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24-3 (EPUB) 普遍級  

解密自卑情結: 阿德勒學派心理治療

歷程解析/曾端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96-9 (PDF) NT$279 普遍

級  

解惑: 證嚴法師答客問. 五, 天災人禍

處世篇/釋證嚴講述; 靜思僧團輯錄 .-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5-09-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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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888-4 (EPUB) 普遍級  

解讀捍衛戰士: 那些電影沒告訴你的

熱血冷知識/高凌雲, 程嘉文, 甘芝萁, 

黃國樑著 .-- 新北市 : 聯合報新聞部,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5-25-2 (EPUB) 普遍級  

*詩課. 2022/王舒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樂韻, 11111 .-- 1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5-2-5 (第 1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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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52-59-4 (PDF) NT$1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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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52-60-0 (EPUB) NT$1500 普遍

級  

資訊管理: 後疫情時代企業的數位轉

型/魯明德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55-8 (PDF) 普遍級  

資深經理人的高績效投資攻略: 找到

飆股、避免踩雷,從景氣到個股,全面

評估/叮噹哥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7-09-7 (EPUB) 普遍級  

資通安全法規彙編/李婉萍, 黃文彥, 

陳宏志, 王偉哲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資安會報技服中心,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57-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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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63-4 (EPUB) 普遍級  

跟讀學文法: 用母語人士的方法學英

文 ,不用想、直接說 ,就是正確的文

法!/外文列車著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9-5-9 (PDF) 普遍級  

跨越世紀的信號. 3: 圖像裡的臺灣/

簡宏逸, 盧正恒, 鄭螢憶, 林紋沛, 莊

勝全, 蔡思薇, 曾獻緯, 黃悠詩, 楊淳

嫻, 陳偉智著; 張隆志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600-9 (EPUB) 

NT$419 普遍級  

零基礎 OK!培養你的攝影眼: 花見小

路の攝影美學: 用手機拍出 PRO 級影

像作品/王小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46-5 (PDF) 普遍級  

零基礎 OK!培養你的攝影眼: 花見小

路の攝影美學: 用手機拍出 PRO 級影

像作品/王小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47-2 (EPUB) 普遍級  

飼蛇咬雞母/劉惠蓉, 施錦燕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20-2-7 (EPUB) 

普遍級  

鼓惑人心. I, 基礎入門篇= Drum fans/

尾崎元章作; 黃偉成, 蕭良悌翻譯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11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581-93-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僕人領袖: 捨己生活的藝術/查理士.

司溫道著; 李清麗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9-7-0 

(PDF) 普遍級  

像我這樣的教授/李瑞騰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503-3 (EPUB) 

普遍級  

圖解人體實用經絡手冊(精進版)/陳

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84-6 (EPUB) NT$650 普遍級  

圖解世界史: 近代卷(彩圖解說版). 下

/郭豫斌著 .-- 三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46-9 (EPUB) 普遍級  

圖解世界史: 現代卷(彩圖解說版)/郭

豫斌著 .-- 三版 .-- 臺中市  : 好讀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647-6 (EPUB) 普遍級  

圖解半導體: 從設計、製程、應用一

窺產業現況與展望/井上伸雄, 藏本

貴文著; 陳朕疆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630-5 (EPUB) NT$294 普遍級  

圖解全球暖化之危機與轉機/張泉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78-0 

(PDF) 普遍級  

圖解長新冠康復指南: 咳嗽、腦霧、

倦怠,可能是新冠肺炎後遺症,千萬不

要輕忽!/平畑光一著;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5-09-3 

(EPUB) NT$2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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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財務管理/戴國良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20-9 (PDF) 普遍級  

圖解健康寶典內功養生術 /羅穗生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羅 穗 生 , 

11111 .-- 9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13-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圖解傷寒論/李家雄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21-6 (PDF) NT$350 普遍

級  

圖解資料結構 x 演算法: 運用 C++/胡

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34-5 (PDF) NT$600 普遍級  

圖解資料結構 x 演算法: 運用 C++/胡

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35-2 (EPUB) NT$600 普遍級  

圖解實用食品微生物學/李明清, 邵

隆志, 吳伯穗, 黃種華, 蔡育仁, 徐能

振, 徐維敦, 吳澄武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56-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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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1-290-4 (PDF) 普遍級  

夢的實踐. 2: MAPS 種子教師教學現

場紀實/第二屆 MAPS 種子教師合著; 

王政忠總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寸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07-3-6 (EPUB) NT$294 普

遍級  

實驗教育理論與實踐/許宏儒, 劉育

忠, 王慧蘭, 魏麗敏, 洪福源, 陳榮政, 

秦夢群, 莊清寶, 陳世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903-4 (PDF) NT$250

普遍級  

演算法: 圖解邏輯思維+Python 程式

實作 . 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81-1 (PDF) 

普遍級  

漢唐時期文殊菩薩信仰研究/郭鎧銘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57-663-0 (EPUB) 普遍級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下/湯用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34-6 

(PDF) NT$520 普遍級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上/湯用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33-9 

(PDF) NT$480 普遍級  

漫畫阿 Q 正傳/魯迅, 林文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182-6 (PDF) 

普遍級  

漫畫阿 Q 正傳/魯迅, 林文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183-3 

(EPUB) 普遍級  

漫畫圖解 .不懂帶人 ,你就自己做到

死!/石田淳著; 賴郁婷譯 .-- 再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71-8 (EPUB) 普遍

級  

漁業回憶錄: 再創造:(台灣錢:淹腳

目):何時?/林錫興作 .-- 初版 .-- 宜蘭

縣 : 林錫興, 11111 .-- 34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788-8 (平裝) 普遍

級  

監獄劇場: 逆風行者 /容淑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2-08-8 (PDF) NT$350 普遍級  

福音转化: 以不断相信福音聚焦基督

徒转化的门训策略 /尼尔 .威廉姆斯

(Neil H. Williams)作; 邵晓慧, 葛欣如

译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95-9-5 

(EPUB) NT$315 普遍級  

福音橋(中越對照)= CÂY CẦU PHÚC 

ÂM/中華福音橋傳道會編輯委員會

編著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11111 .-- 3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06649-6-6 (平裝) 普遍級  

福音橋(客語)/中華福音橋傳道會編

輯委員會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中

華福音橋傳道會, 11111 .-- 3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06649-8-0 (平裝) 

普遍級  

福音橋(閩南語)/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編輯委員會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11111 .-- 3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06649-7-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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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

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83-0-2 (EPUB) 

NT$315 普遍級  

精準落實: 八大落實哲學,工作效率

雙倍升級/徐書俊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68-4 

(EPUB) 普遍級  

*綠色能源研討會論文集. 2022= 2022 

Green Energy Conference/黃厚生總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健行科大電資

學院, 11111 .-- 1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12-82-6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臺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二屆/

謝宗翰等作 .-- 新北市 : 聯經,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52-0 

(EPUB) NT$400 普遍級  

臺灣 AI 國力調查. 2022/古亞薇, 朱師

右, 林信亨, 施柏榮, 郭唐帷, 許嘉芳, 

張乃文, 張家維, 張腕純, 楊晴, 楊淳

安, 顧馨文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48-4 (PDF) 

普遍級  

臺灣有啥物虎/劉惠蓉, 王彥博撰文 .-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7-1-6 (EPUB) 

普遍級  

臺灣高等技職教育之蛻變 /黃政傑 , 

葛自祥, 汪昭芬, 龔信傑, 龔娟宜, 黃

士偉, 李益成, 陳鴻雄, 楊志宏, 楊能

舒, 于第, 李潔嵐, 劉祖華, 薛家明, 廖

信德, 劉國偉, 戴昌賢, 葉蓁蓁, 陳文

淵, 李鴻濤, 盧安楚, 林家羽, 張雅琳, 

楊湘琦, 陳又嘉, 蔡祥吾, 蔡明穎, 李

堅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904-1 (PDF) NT$400 普遍級  

臺灣歌仔戲可愛姊妹花: 洪明雪＆洪

明秀/蔡欣欣作 .-- 初版 .-- 宜蘭縣 : 傳

藝中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30-9 (EPUB) NT$2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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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歌仔戲可愛姊妹花: 洪明雪＆洪

明秀/蔡欣欣作 .-- 初版 .-- 宜蘭縣 : 傳

藝中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48-4 (PDF) NT$200 普遍

級  

臺灣蝴蝶生活史百科圖鑑/洪裕榮撰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29-7 

(EPUB) NT$896 普遍級  

與 20 位世界推銷大師學習行銷/陳偉

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95-8 (PDF)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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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98-3 

(EPUB) 普遍級  

與其為孩子披荊斬棘,不如教會他生

存能力: 啟蒙教育、小天才計畫、花

式才藝班......整天望子成龍,小心龍

會變成蟲!/孫桂菲, 欣悅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995-9 

(EPUB) 普遍級  

與其做一個好人,不如做一個完整的

人: 擁抱你所有的黑暗面,成為完整

的自己,自由過你想要過的人生/黛比.

福特(Debbie Ford)著; 朱詩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16-5 (EPUB) 

普遍級  

與負面情緒愉快相處的轉變練習: 清

理心靈垃圾,快速轉念,成為自己的心

情療癒師/胡明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595-9 (EPUB) 普遍

級  

蜻蜓石: 擁抱生態農場的幸福民宿: 

昆蟲學者巧遇黑水虻,成就生產、生

態、生活兼顧,自給自足的永續小宇

宙/石正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

綠光,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297-8-7 (PDF) 普遍級  

說不出口的,更需要被聽懂: 11 個暖

心對話練習,走進孩子的心/胡展誥作; 

盧侑典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 

11111 .-- 約 4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04-0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說故事,中醫好玄變好懂/郝萬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2-12-3 (PDF) 

普遍級  

說故事,中醫好玄變好懂/郝萬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2-13-0 (EPUB) 

普遍級  

說解文字(荒蕪版)/馮博勝編著 .-- 初

版 .-- 彰化縣 : 馮博勝,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42-0 (PDF) 

NT$239 普遍級  

輔仁大學法文學生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 . 2020 年 = Perspectives 

interculturelles et multidisciplinaires de 

la recherche en langue français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s jeunes 

taïwanais et européens francophones 

2020-Université catholique Fujen/研討

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 新北市 : 

輔大法文系, 11112 .-- 8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780-19-2 (平裝) 普遍

級  

輕鬆學 Google 雲端應用/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 六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76-3 (PDF) 普遍級  

遙想當年人物: 黃永厚、余英時、李

澤厚、唐德剛等 14 位學人往事/陳遠

著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28-0-7 

(EPUB) NT$182 普遍級  

魂 魄 YUHUM/ 尤 巴 斯 . 瓦 旦 (Yupas 

Watan)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94-333-5 (PDF) 普遍級  

鳶山誌: 半透明哀愁的旅鎮/詹明儒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87-3 

(PDF) 普遍級  

鳶山誌: 半透明哀愁的旅鎮/詹明儒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88-0 

(EPUB) 普遍級  

劇透: 北藝大學生劇本創作集. 1/葉

玟嵐, 郭家瑋, 陳湘怡, 饒珮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2-04-0 

(EPUB)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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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41-6 (EPUB) 普遍級  

寫傳記的人: 李一冰文存/李一冰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78-0 

(EPUB) 普遍級  

寫傳記的人: 李一冰文存/李一冰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679-7 (PDF) 

普遍級  

寫詩填詞: 你的第一堂中文古典美學

課/陳書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4-96-4 (EPUB) 普遍級  

廢線彼端的人造神明/瀟湘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6-16-2 

(EPUB) 普遍級  

憂鬱講師的幸福課: 體驗心流,找回

快樂/王明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

老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93-999-0 (PDF) NT$280 普遍級  

數位時代的價值投資指南: 掌握科技

公司的企業評價與獲利能力,在股市

中 充 分 獲 利 / 亞 當 . 西 塞 爾 (Adam 

Seessel)著; 陳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8-527-2 (EPUB) 普遍級  

數位貨幣: 商機與挑戰/黃仁德, 夏靖

詠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579-7 (PDF) 普遍級  

數位經濟之新商務模式. 歐盟篇/黃

國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95-451-3 (PDF) NT$800 普遍級  

數位經濟之新商業模式. 南亞篇/楊

安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95-452-0 (PDF) 普遍級  

數位孿生: 虛實融合打造元宇宙的關

鍵技術/Kevin Chen(陳根)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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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33-338-3 (PDF) 

NT$450 普遍級  

數位孿生: 虛實融合打造元宇宙的關

鍵技術/Kevin Chen(陳根)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39-0 (EPUB) 

NT$450 普遍級  

數學才是最好的人生指南: 讓數學的

思考方式進入你的生活/蘇珊.達格斯

提諾(Susan D'Agostino)著; 畢馨云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237-3 

(EPUB) 普遍級  

數學智力與性向測驗套書: 強化數理

思維,讓孩子學習跨領域科目更有競

爭力!/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343-575-9 (全套:平裝) NT$500 普遍級  

標準韓國語文法: 延世大學韓語教育

博士專業分析語法規則、語尾變化

使用差異,依功能別統整分類,適合初

級到中級程度的學習者使用!/閔珍英, 

余純旻, 韓周景著; 李禎妮, 郭于禎

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57-4 (PDF) 

普遍級  

樂活上菜/李少慈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9-95-5 (PDF) 普遍級  

樂齡族力量訓練計畫: 增進肌力、平

衡感、穩定度、自信和活力,減少跌

倒風險,舒緩全身不適,逆轉老化進程

/佩姬.威納(Paige Waehner)著; 徐國峰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28-1 

(EPUB) 普遍級  

潛伏期裡天真的消失或轉型: psyche

吹著秋風瑟瑟準備 soma 的春天/陳建

佑, 劉玉文, 王明智, 王盈彬, 劉又銘, 

魏與晟, 陳瑞君, 吳念儒, 蔡榮裕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薩所羅蘭分析

顧問,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788-9-4 (PDF) 普遍級  

潘 皇 龍 : << 楓 橋 夜 泊 >> 管 弦 樂 曲

(1974)/潘皇龍作曲 .-- 臺中市 : 臺灣

交響樂團,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46-0 (PDF) 普遍級  

潘懷宗就是要健康套書: 健康我最大

與一輩子都受用的健康寶典/潘懷宗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065-88-

4 (全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稻浪茶醇賞楓香/房瑞美, 林士哲, 郭

晏庭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9-94-1 (PDF) 普遍級  

編劇,我想當個好人: <<良善之地>>、

<<荒唐分局>>知名編劇,帶你經歷一

場政治不一定正確的道德思辨之旅/

麥可.舒爾(Michael Schur)著; 王啟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0-05-2 (PDF) 普遍級  

編劇,我想當個好人: <<良善之地>>、

<<荒唐分局>>知名編劇,帶你經歷一

場政治不一定正確的道德思辨之旅/

麥可.舒爾(Michael Schur)著; 王啟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0-06-9 (EPUB) 普遍級  

編織聖草 /羅賓 .沃爾 .基默爾(Robin 

Wall Kimmerer)著 ; 賴彥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35-3 

(EPUB) 普遍級  

蓬萊仙山: 春遊記 /黃郁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8-3-9 

(EPUB) 普遍級  

蓬萊仙山: 春遊記 /黃郁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3-00-8 (PDF) 

普遍級  

蓬萊仙山: 春遊記+悲情夢/黃郁仁, 

倪瑞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18-0-8 (EPUB) 普遍級  

蓬萊仙山: 春遊記+悲情夢/黃郁仁, 

倪瑞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

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18-2-2 (PDF) 普遍級  

蓬萊仙山: 悲情夢 /倪瑞宏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8-4-6 (PDF) 

普遍級  

蓬萊仙山: 悲情夢 /倪瑞宏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8-5-3 

(EPUB) 普遍級  

蓬萊仙山套書: 春遊記+悲情夢/黃郁

仁, 倪瑞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鯨

嶼文化, 11111 .-- 冊 .-- ISBN 978-626-

96818-8-4 (全套:平裝) NT$760 普遍級  

*談判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從工作到

生活,結合理論與實務,精闢解析談判

五大元素,一次學會 20 個談判致勝關

鍵,現學現賣,即學即用/鄭立德作; 楊

恩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約 38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94-3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誰的青春不叛逆/神老師&神媽咪(沈

雅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54-0 (PDF) 普遍級  

誰的青春不叛逆/神老師&神媽咪(沈

雅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55-7 (EPUB) 普遍級  

誰說學不會?一看就通的基礎日語文

法/雅典日研所企編 .-- 新北市 : 雅典

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45-03-3 (PDF) 普遍級  

論何謂詛咒: 如何擺脫「不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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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0-1-2 (EPUB) NT$36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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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56-950-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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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56-949-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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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八戒照鏡/劉惠蓉, 鄭維毅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7-2-3 (EPUB) 

普遍級  

趣看,法蘭西/雍宜欽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25-4 (PDF) NT$380 普遍

級  

踏青查塘探高鐵/游淑珍, 蕭財煌, 張

榕庭, 蔡本慧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

市教育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9-82-8 (PDF) 普遍級  

踏實感的練習: 走出過度努力的耗損,

打造持久的成功 /布萊德 .史托伯格

(Brad Stulberg)著; 龐元媛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12-4 

(PDF) NT$315 普遍級  

踏實感的練習: 走出過度努力的耗損,

打造持久的成功 /布萊德 .史托伯格

(Brad Stulberg)著; 龐元媛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15-5 

(EPUB) NT$315 普遍級  

養生瘦身保健茶/簡芝妍著 .-- 四版 .-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6-853-5 (EPUB) 

普遍級  

養生瘦身保健茶/簡芝妍著 .-- 四版 .-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6-854-2 (PDF) 

普遍級  

學佛如同吃飯/釋若勍著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519-5-5 (PDF) NT$120

普遍級  

學京劇 .畫京劇 : 生旦淨丑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70-6 (PDF) 普遍級  

學京劇 .畫京劇 : 多彩頭面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71-3 (PDF) 普遍級  

學京劇 .畫京劇 : 百變臉譜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72-0 (PDF) 普遍級  

學京劇 .畫京劇 : 華美服飾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73-7 (PDF) 普遍級  

學京劇 .畫京劇 : 道具樂器 /安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74-4 (PDF) 普遍級  

學風水斷疾病 ,一本就上手 /王信宜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8-237-3 (EPUB)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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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549-0 (PDF) NT$390 普遍

級  

學會看流年/大耕老師, 琥珀老師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25-0 

(PDF) 普遍級  

學會看流年/大耕老師, 琥珀老師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27-4 

(EPUB) 普遍級  

學會整理,就會喜歡自己: 麻理惠的

怦然心動居家生活 /近藤麻理惠作; 

甘鎮龍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721-6 (EPUB) NT$420 普遍級  

寰宇醫事裁判: 日本/黃浥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2 .-- 冊 .-- 

ISBN 978-957-511-911-9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57-511-912-6 (第

2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57-

511-913-3 (第 3 冊:平裝) NT$350 普遍

級  

寰宇醫事裁判: 日本. 一/黃浥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908-9 (PDF) 

NT$350 普遍級  

寰宇醫事裁判: 日本. 二/黃浥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907-2 (PDF) 

NT$350 普遍級  

寰宇醫事裁判: 日本. 三/黃浥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906-5 (PDF) 

NT$350 普遍級  

寰宇醫事裁判: 德國/詹朝欽,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1112 .-- 1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11-910-2 (第 1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寰宇醫事裁判: 德國. 一/詹朝欽, 編輯

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909-6 (PDF) NT$300 普遍級  

戰鬥機設計與運作原理: 帶你了解戰

機的外型、材料、引擎,實戰能力,與

武器的科學/王皞天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20-4 (EPUB) NT$315 普

遍級  

戰略與民主/劉興岳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3-08-3 (PDF) NT$9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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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54-7 (EPUB) 普遍級  

橫濱瑪麗: 日本最傳奇街娼的崛起與

沒落,獨自背負戰後代價的女性身影,

一段不為人知的橫濱滄桑史/中村高

寬著; 柏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72-6 (EPUB) 普遍級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2022: 

後 疫 情 = 2022 Orange Benefice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ost pandemic 

era/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所主編 .-- 

新北市 : 輔大應美系, 11112 .-- 25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80-21-5 (光碟

片) NT$500 普遍級  

橢圓形/風鈴子學苑有限公司作 .-- 新

北市 : 風鈴子學苑, 11111 .-- 18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931-0-8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機率思考: 職業賭徒與華爾街巨鱷的

高勝算思維法,面對機率、風險和不

確定性的 34 堂防彈思考課/羅伯.麥

修斯(Robert Matthews)著; 高英哲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45-3 (PDF) 

普遍級  

機率思考: 職業賭徒與華爾街巨鱷的

高勝算思維法,面對機率、風險和不

確定性的 34 堂防彈思考課/羅伯.麥

修斯(Robert Matthews)著; 高英哲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11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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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7191-46-0 

(EPUB) 普遍級  

機智校園生活: 畢業紀念寫真/聯利

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著作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1111 .-- 160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96406-5-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歷史上的紅顏之罪: 懂玩夏姬 X 被渣

西施 X 最衰昭君 X 間諜貂蟬 X 嬌蠻

貴妃,中國五大美人的風流豔史/陳為

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996-6 (EPUB) 普遍級  

蕭壠子龍廟/劉惠蓉, 顏之群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20-3-4 (EPUB) 

普遍級  

親子收納大掃除 /東 Izumi, 張爾秦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065-89-

1 (全套:平裝) NT$549 普遍級  

親愛與星散/賴鈺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有鹿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52-5-0 (EPUB) 普遍

級  

貓咪是液體嗎?40 個最奇葩的搞笑諾

貝爾獎主題/五十嵐杏南著; 鄭世彬

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45-1 

(EPUB) 普遍級  

閻宗臨的歐洲文化史論: 征服異邦 X

種族清洗 X 階級革命,文明的開始是

戰爭!自血腥中誕生的歐陸文明傳承

史/閻宗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97-3 (EPUB) 普遍級  

霎時與恒: 劉肖苓作品集/劉肖苓作 .-

- 新竹市 : 藤造美國際文化, 11111 .-- 

5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

96339-4-9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靜物素描/傑克.漢姆作; 易博士出版

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0-256-2 (EPUB) 普遍級  

靜思法髓妙蓮華: 序品第一(日誌典

藏版)/釋證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11 .-- 冊 .-- ISBN 978-

626-7235-05-8 (全套 :精裝 ) NT$2300

普遍級  

餐桌上的人間田野/莊祖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1-50-3 (EPUB) 普遍級  

餐桌上的經濟學: 從 18 種日常食物，

了解政府與財團不能說的經濟秘密/

張夏準著; 羅亞琪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42-255-6 (EPUB) 普遍級  

餐飲空間 OMO 體驗與設計: 串連多

場景消費的餐飲空間企劃與設計攻

略/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浩斯,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74-4 (EPUB) 普遍

級  

鴨母王走佗去/劉惠蓉, 康菁方撰文 .-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20-4-1 (EPUB) 

普遍級  

龍仔尾. 貓/蔣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52-7-4 (PDF) 普遍級  

壓抑不住地想要飛起來: 琉璃工房創

辦人張毅的文化信仰/張毅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20-9 

(EPUB) NT$450 普遍級  

壓抑不住地想要飛起來: 琉璃工房創

辦人張毅的文化信仰/張毅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21-6 

(PDF) NT$450 普遍級  

彌勒宇宙天國/彌勒皇佛作; 彌勒決

賢譯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56-2 (EPUB) NT$290 普遍級  

懂人生哪有這麼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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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55-4 (EPUB) 

普遍級  

戲曲演進史. 五, 明清戲曲背景/曾永

義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49-9 (EPUB) 普遍級  

擬真摺紙. 5, 超厲害!恐龍與古代生

物篇 /福井久男著; 彭春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6-855-9 

(EPUB) 普遍級  

擬真摺紙. 5: 超厲害!恐龍與古代生

物篇 /福井久男著; 彭春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6-856-6 (PDF) 

普遍級  

牆 : 沙 特 短 篇 小 說 / 沙 特 (Jean-Paul 

Sartre)著; 周桂音譯 .-- 臺北市 : 商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490-9 (EPUB) NT$330 普遍級  

繆思意境: 漢寶德再談博物館/漢寶

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

庭,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1-57-5 (PDF) 普遍級  

繆思意境: 漢寶德再談博物館/漢寶

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

庭,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1-58-2 (EPUB) 普遍級  

聰明過日子之心不慌、手不抖、家

事一本就上手/許書蓉編著 .-- 新北

市 : 大拓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79-4 (PDF) 普遍級  

薪傳.薪傳/古碧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58-8 (PDF) 普遍級  

薪傳.薪傳/古碧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59-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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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79-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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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7-80-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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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26-1 (PDF) 

NT$350 普遍級  

邁向賭神之路: 麻將必勝秘笈/洪錦

魁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79-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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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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899-0 

(EPUB) 普遍級  

隱形帝國: 數位鑑識學院尋探之旅/

王旭正, 吳欣儒, 闕于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36-9 (PDF) 

NT$500 普遍級  

隱形帝國: 數位鑑識學院尋探之旅/

王旭正, 吳欣儒, 闕于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37-6 (EPUB) 

NT$500 普遍級  

韓食飯桌,안녕!你好/Ann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812-7 (PDF) 

普遍級  

韓食飯桌,안녕!你好/Ann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813-4 (EPUB) 

普遍級  

黏黏滑滑: 摩擦力與表面科學的祕密

/羅麗 .溫克里斯(Laurie Winkless)著 ; 

田昕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14-3 (EPUB) NT$315 普遍級  

點亮全世界: 發明家大亨愛迪生的故

事/封亞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51-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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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57-680-546-2 (EPUB) 普遍

級  

斷糖生酮飲食法(暢銷典藏版): 風靡

全世界,健康又有效!日本名醫教你吃

出燃脂抗老的酮體能量,打造不生病

好體質/白澤卓二著; 高鳳惠, 張育銘

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瑞麗美人,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42-0-6 (PDF) 普遍級  

簡山根音樂會<<漫談布拉姆斯>>/簡

山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03-6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簡愛/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

原著; 莊典亮改寫; jond-D 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73-6-2 (PDF) 

普遍級  

翻译专业教育教学策略探究: 一个深

度教育观/龙翔编著 .-- 第一版 .-- 南

投縣 : 致遠圖書出版, 11112 .-- 1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952-0-1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翻轉心靈 /光鈺 Sunny Duh, 吳景斌

MIT, Keena, 黃宜芸 Joan 合著 .-- 初

版 .-- 新北巿 : 立言文化, 11111 .-- 19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867-0-

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翻轉財富的人生練習(全方位理財實

踐版)/詹惠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7-09-3 (PDF) 普遍級  

翻轉財富的人生練習(全方位理財實

踐版)/詹惠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7-13-0 (EPUB) 普遍級  

職場練心好人緣/聖嚴法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山基金會, 11112 .-

- 12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

96780-0-6 (平裝) 普遍級  

職場優升學/方植永(小安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39-3 

(PDF) 普遍級  

醫藥專利訴訟之攻防戰略 /林怡芳 , 

蘇佑倫, 蔡昀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510-0 (PDF) 普遍級  

離家出走的羊仔囝/劉惠蓉, 林千雅

撰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20-5-8 

(EPUB) 普遍級  

離職說明書: 擺脫萬年社畜心態,培

養專業工作者的十項核心力,隨時離

職都不怕!/金湖著; 馮燕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9-120-5 

(EPUB) 普遍級  

離職說明書: 擺脫萬年社畜心態,培

養專業工作者的十項核心力,隨時離

職都不怕!/金湖著; 馮燕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21-2 (PDF) 

普遍級  

雞卵密密也有縫/劉惠蓉, 楊淑珍撰

文 .-- 嘉義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17-3-0 

(EPUB) 普遍級  

雞蛋出走日記/鹽谷真實子著; 伊之

文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

999-7 (精裝) NT$400 普遍級  

鯉山又一村: 論孟易老隨記/黃文華

著 .-- 臺中市 : 黃文華,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707-9 (PDF) 

NT$200 普遍級  

寵物通心術: 自學動物溝通的 62 個

練習/瑪塔.威廉斯(Marta Williams)著; 

何秉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5-60-8 (EPUB) NT$294 普遍級  

羅密歐與茱麗葉(莎士比亞精選.廣播

劇)/黃唯哲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遍路文化傳媒,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11-0-5 (EPUB) 

NT$1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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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28-5-3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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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90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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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1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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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8-19-6 (EPUB) 普遍級  

願你擁有: 願願 yuan 個人寫真書/願

願 yuan, ShaShin 写真旅団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笙國際, 111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77-0-

1 (平裝) NT$1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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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風華/陳婉真, 潘欣怡主筆 .-- 南

投縣  : 南投縣麒麟社區發展協會 , 

1111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862-0-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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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889-1 (EPUB) 普遍級  

勸學 /福澤諭吉著; 徐雪蓉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537-7 (PDF) 

NT$300 普遍級  

獻給孩子的歌/明神默著; Rapp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6-14-8 

(EPUB) 普遍級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 macOS Support 

Essentials 12/Benjamin G. Levy, Adam 

Karneboge, Steve Leebove 作; TWDC 蘋

果授權訓練機構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3-09-0 (PDF) 

NT$2000 普遍級  

蘇文寬詩詞書法作品集/蘇文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12 .-- 

冊 .-- ISBN 978-986-478-791-3 (全套: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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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14-91-2 (PDF) 

NT$400 普遍級  

黨產偵探旅行團/鄧慧恩等撰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78-1 (EPUB) 

普遍級  

黨產偵探旅行團/鄧慧恩等撰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79-8 (PDF) 

普遍級  

儷春夢: 林麗玲繪畫集/林麗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敦煌藝術中心 , 

11112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91-0-1 (精裝) NT$1200 普

遍級  

蠢人基本定律: 認清、接受、抵擋人

類愚蠢的本質與破壞力/卡洛.M.契波

拉(Carlo M. Cipolla)作; 林步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青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7-5-5 

(PDF) 普遍級  

蠢人基本定律: 認清、接受、抵擋人

類愚蠢的本質與破壞力/卡洛.M.契波

拉(Carlo M. Cipolla)作; 林步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青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7-6-2 

(EPUB) 普遍級  

護生畫集/豐子愷, 弘一法師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975-1 

(PDF) 普遍級  

躍升、轉變與擴疆: 中華圖書資訊學

教育學會三十週年特刊 . 1992-2021/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89-7 (PDF) 

NT$450 普遍級  

鐳的發現者: 最偉大的女科學家居禮

夫人的故事/宋姝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9-52-7 (EPUB) 普遍級  

霸凌是什麼: 從教室到社會,直視你

我的暗黑之心/森田洋司著; 李欣怡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5-13-0 (EPUB) 普遍級  

露營的撫慰/生活冒險家作;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908-0 

(EPUB) 普遍級  

魔法口罩@未來事件簿/林幸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14-3 

(PDF) 普遍級  

魔法口罩@未來事件簿/林幸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5-15-0 

(EPUB) 普遍級  

癮型人的醉漢 101: 不懂就喝喝,懂了

呵呵呵!關於調酒,你絕對好奇(但從

沒問過)的 101 個謎/癮型人作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70-2 (EPUB) 

NT$420 普遍級  

聽說讀寫,有策略!(中年級)-讀本、學

習筆記/陳欣希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衛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16-1 (EPUB) 普遍

級  

聽說讀寫,有策略!(知識性文本): 中

年級/陳欣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衛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17-8 (EPUB) 普遍級  

聽懂未被訴說的故事: 催眠,喚醒內

在療癒者/凌坤楨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93-985-3 (PDF) NT$476 普遍

級  

戀戀桃仔園. 第十二屆: 桃園文學與

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施伯勳主編 .-- 桃

園市 :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 11112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03-

38-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邏輯學入門課/劉漠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19-8 (EPUB) 普遍級  

讓我們緬懷徐志摩與朱自清/徐志摩, 

朱自清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91-0 (PDF) NT$280 普遍級  

讓孩子受用終身的理財必修課!(附

贈零用錢記帳學習存摺): 爸媽愈早

知道就愈能教出「會儲蓄、懂投資、

有正確金錢觀」的小孩,從「零用錢

管理」開始學「價值判斷」與「花

錢選擇」,走在財富自由的捷徑上!/

金仙著; 彭翊鈞譯 .-- 新北市 : 臺灣廣

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0-567-7 (EPUB) 普遍級  

讓想做的事都做得到的時間管理大

全: 時間盒、時間收據、時間兌換

卷......14 種好用工具,讓你分秒不浪

費,拒當時間貧民/朴大輝著; 楊筑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93-2 (EPUB) 普遍級  

讓想做的事都做得到的時間管理大

全: 時間盒、時間收據、時間兌換

卷......14 種好用工具,讓你分秒不浪

費,拒當時間貧民/朴大輝著; 楊筑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094-9 (PDF) 普遍級  

鹽糖水.黃金比例醃漬法: 拯救無味

乾柴 x 延長保存期限,新手&懶人零

秒上手! 科學萬用醃漬食譜 65 選/上

田淳子作; 林安慧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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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墨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817-8 (EPUB) 普遍級  

鑽石心態: 運動心理學教你打造強健

的心理素質,跨越比賽與人生的難關/

麥特.費茲傑羅(Matt Fitzgerald)著; 林

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

社,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5-15-4 (EPUB) NT$320 普遍級  

囡仔狗/劉惠蓉, 王馨慧撰文 .-- 嘉義

縣 : 惠豪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00-4-2 (EPUB) 普遍

級  

*庄尾守護者/許郡口述; 李佳鈴, 張

哲維採訪記錄.撰寫 .-- 初版 .-- 屏東

縣 : 大河子民文創, 111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24-0-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摳摳手到打勾勾: 那些愛與考驗的故

事/Karen22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重

版文化整合事業, 111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96846-1-8 (PDF) 普遍

級  

臨在與不死/馬賽爾(Gabriel Marcel)著; 

陸達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

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7-271-8 (EPUB) NT$441 普

遍級  

是與有/馬賽爾(Gabriel Marcel)著; 陸

達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7-269-5 (EPUB) NT$413 普遍級  

快樂成癮: 不費力的練習,從此幸福

戒不掉/傑弗瑞.薩德(Jeffrey K. Zeig), 

瓊.尼霍爾(Joan Neehall)著; 洪偉凱, 黃

天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

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7-263-3 (PDF) NT$294 普遍級  

擁抱陰影: 從榮格觀點探索心靈的黑

暗面/羅伯特.強森(Robert A. Johnson)

著; 徐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57-259-6 (PDF) NT$203

普遍級  

他與她: 榮格觀點的男性與女性心理

學/羅伯特.強森著; 徐曉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7-261-9 

(EPUB) NT$238 普遍級  

夢,通往生命的泉源: 榮格觀點的解

夢 書 / 艾 德 華 . 惠 特 蒙 (Edward C. 

Whitmont), 席 薇 亞 . 佩 雷 拉 (Sylvia 

Brinton Perera)著; 王浩威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7-270-1 

(EPUB) NT$441 普遍級  

自卑與虛構解體的終極目標: 研學阿

德勒個體心理學,成功迎戰精神官能

症/亨利.史丹(Henry T. Stein)編; 田育

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70-0-8 (PDF) NT$550 普遍級  

從殊途走向療癒: 精神分析躺椅上的

四個人生故事/沃米克.沃爾肯(Vamık 

Volkan)著; 成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7-258-9 (EPUB) 

NT$315 普遍級  

心理學家的面相術: 解讀情緒的密碼

/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著; 易之新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7-266-4 (EPUB) NT$336 普遍級  

助人者練心術: 自我提升的 60 個增

能練習/傑弗瑞.薩德(Jeffrey K. Zeig)

著; 洪偉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57-262-6 (EPUB) 

NT$294 普遍級  

三世佛因缘起= The story of Buddhist 

trinity/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

教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75-3 (EPUB) NT$230 普

遍級  

生命的基因与图腾/弥勒皇佛作 .-- 臺

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76-0 (EPUB) 

NT$230 普遍級  

神 奇 的 美 容 驻 颜 术 = Capturing a 

youthful esence/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72-2 

(EPUB) NT$230 普遍級  

鬼神.巫覡.信仰: 宗教的動力心理學

八講/宋文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57-264-0 (EPUB) 

NT$392 普遍級  

倒立看<<金剛經>>: 社會科學的解

析/鄭自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625-0 (EPUB) 普遍級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釋證嚴

講述; 釋德宇, 黃美之, 張勝全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5-07-2 

(EPUB) NT$140 普遍級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釋證嚴

講述; 釋德宇, 黃美之, 張勝全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5-06-5 

(EPUB) NT$140 普遍級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釋證嚴講

述; 釋德宇, 黃美之, 張勝全編輯 .-- 再

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5-08-9 

(EPUB) NT$140 普遍級  

斯托得研經材料: 提摩太前書、提多

書: 爭戰與智慧/斯托得(John Stott)著; 

黃愈軒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16-0 (EPUB) 普遍級  

圖解台灣行業神明圖鑑: 台南體傳統

工藝/謝奇峰著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303-7 (PDF) 普遍級  

星空中的秘密: 12 星座/弥勒皇佛作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78-4 

(EPUB) NT$230 普遍級  

传奇的龙嶾命名术/弥勒皇佛作 .-- 臺

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77-7 (EPUB) 

NT$340 普遍級  

神 奇 的 堪 舆 寻 龙 术 = Feng-Shui in 

Buddha's eyes/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74-6 

(EPUB) NT$240 普遍級  

神秘的第三只眼/弥勒皇佛作 .-- 臺北

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79-1 (EPUB) 

NT$240 普遍級  

假病真演: 高聖博和標準化病人的醫

學教育之旅/高聖博口述; 吳宛霖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7-265-7 (EPUB) NT$266 普遍級  

玄宇功/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

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70-8 (EPUB) NT$23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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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醫教你單味中藥去心火/謝文英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38-7-7 (EPUB) NT$330 普遍級  

孩子,我要和你一起老去: 打造愛與

夢想的肯納莊園/財團法人台灣肯納

自閉症基金會, 張瓊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7-268-8 

(EPUB) NT$294 普遍級  

世界一流的港式家傳雞湯: 補氣血、

暖腸胃,向長壽的香港人學習融合中

醫觀念的飲食智慧,用一種雞湯湯底

變化出 50 道創意湯品,一日一湯常保

健康/楊高木祐子著; 連雪雅譯 .-- 臺

北市 : 積木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67-2 (EPUB) 普遍

級  

神奇的胎气养成法= Educated your 

unborn child/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73-9 (EPUB) 

NT$230 普遍級  

引導學 Facilitation/堀公俊著; 梁世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5-11-6 (EPUB) 普遍級  

貴州東部村寨物語: Hmub 人的日常、

情感及語言/簡美玲著 .-- 初版 .-- 新

竹市 :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0-54-8 

(EPUB) NT$336 普遍級  

幻境與實相: 電子遊戲的理路與內涵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數位動

畫文創學程編著 .-- 新竹市 : 陽明交

通大學出版社, 111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0-52-4 (EPUB) 普遍

級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理論、政策與實

務/王珮玲, 沈慶鴻, 韋愛梅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32-679-9 (PDF) 

普遍級  

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 續篇,邁入 21

世紀/章英華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

流,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32-678-2 (PDF) 普遍級  

中國托派史/唐寶林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837-6 (EPUB) 普遍

級  

革命萬歲: 霍布斯邦論拉丁美洲/艾

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周

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9-09-7 (PDF) NT$434 普遍級  

革命萬歲: 霍布斯邦論拉丁美洲/艾

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周

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9-10-3 (EPUB) NT$434 普遍級  

史學圈裏四十年/李雲漢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38-3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語言: 應用、爭議、修辭/紀

蔚然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87-624-3 (EPUB) 普遍級  

漢語與中國新文化啟蒙/周光慶, 劉

瑋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33-8 (EPUB) 普遍級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典藏版)/柄谷

行人著; 林暉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7-260-2 (PDF) NT$434

普遍級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一個小男孩的

美國遊學誌/簡媜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623-6 (EPUB) 

普遍級  

記者在現場/中央通訊社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626-7 

(EPUB) 普遍級  

传奇的建筑与科技= Demystify your 

riddle/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71-5 (EPUB) 

NT$230 普遍級  

圖解日本陶瓷器入門/松井信義監修; 

黃薇嬪譯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68-9 (EPUB) 普遍級  

動漫角色電眼繪製技法/玄光社編輯

部作; 洪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31-8 (PDF) NT$350 普遍

級  

撞球技法解析/劉明亮, 尹釗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6-407-5 (EPUB) 

NT$350 普遍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