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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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 書 分 類 目 錄 

總類 ...................... 5 

特藏 ................................................. 5 

目錄學；文獻學 ............................ 5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 6 

國學 ................................................. 6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 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 7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 7 

普通論叢 ........................................ 7 

群經 ................................................. 7 

哲學類 .................... 7 

學術思想概論 ................................ 7 

中國哲學 ........................................ 8 

東方哲學 ........................................ 9 

西洋哲學 ........................................ 9 

心理學 ............................................ 9 

倫理學 .......................................... 13 

宗教類 ................... 14 

總論 ............................................... 14 

宗教學 .......................................... 14 

佛教 ............................................... 14 

道教 ............................................... 17 

基督教 .......................................... 17 

其他宗教 ...................................... 20 

神話 ............................................... 21 

術數；迷信 .................................. 21 

自然科學類 ............... 21 

總論 ............................................... 21 

數學 ............................................... 22 

電腦資訊科學 .............................. 23 

天文學 ........................................... 25 

物理 ............................................... 25 

地質學 ........................................... 25 

生物學 ........................................... 26 

植物學 ........................................... 27 

動物學 ........................................... 27 

人類學 ........................................... 27 

應用科學類 ............... 28 

總論 ............................................... 28 

醫藥 ............................................... 28 

家政 ............................................... 33 

農業 ............................................... 35 

工程 ............................................... 37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 39 

礦冶 ............................................... 40 

應用化學；化工 .......................... 40 

製造 ............................................... 41 

商業；各種營業 .......................... 41 

商學 ............................................... 42 

企業管理 ...................................... 43 

社會科學類 ............... 45 

統計 ............................................... 45 

教育 ............................................... 46 

禮俗；民族學 .............................. 50 

社會學 ........................................... 51 

經濟 ............................................... 55 

財政；金融；投資 ...................... 57 

政治 ............................................... 58 

法律 ............................................... 61 

軍事 ............................................... 61 

史地/傳記類 .............. 62 

史地總論 ...................................... 62 

新 書 書 目 目 次 



4 

 

中國史 .......................................... 62 

中國斷代史 .................................. 63 

中國文化史 .................................. 64 

中國地方志 .................................. 64 

中國遊記 ...................................... 64 

世界史地 ...................................... 64 

亞洲史地 ...................................... 65 

臺灣史地 ...................................... 65 

歐洲史地 ...................................... 67 

美洲史地 ...................................... 67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 68 

傳記 ............................................... 68 

文物考古 ...................................... 71 

語言/文學類 .............. 72 

語言文字學 .................................. 72 

文學 ............................................... 75 

中國文學 ...................................... 77 

中國文學總集 .............................. 78 

中國文學別集 .............................. 78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

學 ................................................... 78 

兒童文學 ...................................... 81 

東方文學 ...................................... 81 

臺灣文學 ...................................... 84 

西洋文學 ...................................... 90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洲、大

洋洲文學 ...................................... 93 

新聞學 ........................................... 94 

藝術類 ................... 94 

總論 ............................................... 94 

音樂 ............................................... 95 

建築 ............................................... 96 

雕塑 ............................................... 96 

書畫 ............................................... 97 

攝影；電腦藝術 .......................... 99 

工藝美術 .................................... 100 

技藝 ............................................. 100 

戲劇 ............................................. 101 

遊藝；娛樂；休閒 .................... 101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 

政府出版品 ................................ 103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 105 

兒童讀物 .................................... 119 

漫畫書 ......................................... 125 

小說及雜文 ................................ 142 

其他 ............................................. 152 

  

新 書 書 目 目 次 



5 

 

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特藏 

蔣介石 : 失敗的勝利者 / 亞歷山大.潘

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 梁思文

(Steven I. Levine)著 ; 楊淑娟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736 面; 23 公分 .-- 

( 歷 史 大 講 堂 ) .-- ISBN 978-957-08-

669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蔣中正 2.CST: 傳記  005.32  

目錄學；文獻學 

<<正蒙>>明代三家注研究 / 邱忠堂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166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6 冊) .-- ISBN 978-626-344-284-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正蒙 2.CST: 理學 3.CST: 研究

考訂 4.CST: 明代  011.08  

<<正蒙>>清代四家注研究 / 張瑞元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234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7 冊) .-- ISBN 978-626-344-285-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正蒙 2.CST: 理學 3.CST: 研究

考訂 4.CST: 清代  011.08  

<<青學齋集>>校證 / 陳開林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三六編 ; 第 48-50 冊) .-- ISBN 

978-626-344-306-8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307-5 (中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308-2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青學齋集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莊子>>評點研究 / 李瑞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222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5 冊) .-

- ISBN 978-626-344-283-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莊子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經史雜記>>探源 / 司馬朝軍, 王朋

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5-16 冊) .-

- ISBN 978-626-344-273-3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626-344-274-0 (下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史雜記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經解入門>>箋注 / 司馬朝軍, 王文

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7-18 冊) .-

- ISBN 978-626-344-275-7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626-344-276-4 (下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學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曝書亭集詩注>>校證 / 陳開林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獻研

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8-32 冊) .-- ISBN 

978-626-344-286-3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287-0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288-7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289-4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290-0 

(第 5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詩評  011.08  

<<讀易述>>校證 / 陳開林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三六編 ; 第 19-22 冊) .-- ISBN 

978-626-344-277-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278-8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279-5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280-1 (第 4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讀易述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中晚唐碑誌文研究  / 高瑋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270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39 冊) .-

- ISBN 978-626-344-297-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碑文 2.CST: 文學評論 3.CST: 

唐代  011.08  

玄宗闡祕 : 四川道教科儀傳統<<廣

成儀制>>的分類、流傳與使用 / 蔣

馥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1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38 冊) .-- ISBN 978-626-344-296-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廣成儀制 2.CST: 道教儀注 

3.CST: 研究考訂  011.08  

姚培謙年譜研究 / 高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41-42 冊) .-- ISBN 978-626-

344-299-3 (上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300-6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清)姚培謙 2.CST: 年譜  

011.08  

姚淑海棠居詩集編年箋注 / 魏堯西

著 ; 鄧小軍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9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

六編 ; 第 33 冊) .-- ISBN 978-626-344-

291-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清)姚淑 2.CST: 清代詩 

3.CST: 注釋  011.08  

國故新略 : 新七略 / 司馬朝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三六編 ; 第 51-52 冊) .-- ISBN 

978-626-344-309-9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310-5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晚清日本漢文清史專著要論 : 佐藤

楚材<<清朝史略>>研究 / 趙晨嶺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獻研

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23-24 冊) .-- ISBN 

978-626-344-281-8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282-5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佐藤楚材 2.CST: 清朝史略 

3.CST: 研究考訂  011.08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 筆記卷.二

編 / 趙興勤, 葉天山, 趙韡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34-37 冊) .-- ISBN 978-626-

344-292-4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293-1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294-8 (第 3 冊:精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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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44-295-5 (第 4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戲劇史 2.CST: 史料 3.CST: 清

代  011.08  

陸繼輅集 / 陳開林整理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44-47 冊) .-- ISBN 978-626-

344-302-0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303-7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304-4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305-1 (第 4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陸繼輅 2.CST: 崇百藥齋 

3.CST: 學術思想 4.CST: 文學評論  

011.08  

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五編 / 周

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92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40 冊) .-- ISBN 978-626-344-298-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喪葬習俗 2.CST: 中國  

011.08  

傳統中國 : 劉咸炘研究專輯 / 司馬朝

軍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6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43 冊) .-- ISBN 978-626-344-301-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劉咸炘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史學  011.08  

群書校補(三編) : 三餘讀書雜記(續) / 

蕭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6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626-344-271-9 

(第 11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古籍 2.CST: 研究考訂  

011.08  

群書校補(三編) : 傳世文獻校補 / 蕭

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5-11 冊) .-

- ISBN 978-626-344-263-4 (第 3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264-1 (第 4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265-8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266-5 

(第 6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

267-2 (第 7 冊:精裝) .-- ISBN 978-626-

344-268-9 (第 8 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269-6 (第 9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古籍 2.CST: 校勘  011.08  

群書校補(三編) : 傳世文獻校補.小學

類著作疏證 / 蕭旭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3 .-- 19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

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270-2 (第 10 冊:精裝) 普

遍級  

1.CST: 古籍 2.CST: 校勘 3.CST: 研究

考訂  011.08  

群書校補(三編) : 三餘讀書雜記(續).

書評 / 蕭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2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

六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626-344-

272-6 (第 12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古籍 2.CST: 研究考訂 3.CST: 

書評  011.08  

群書校補(三編) : 出土文獻校補 / 蕭

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626-344-261-0 (第 1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262-7 (第 2 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古籍 2.CST: 校勘  011.08  

臺灣百年道家道教書目提要 / 蕭登

福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259-7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260-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道家 2.CST: 道教 3.CST: 目錄 

4.CST: 臺灣  011.08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歐美與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  / 

王梅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

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94-1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圖書資訊學 2.CST: 圖書館教

育  020.3  

*建構永續的圖書館 / 賴忠勤, 胡修如, 

黃文玉, 趙幸儀, 蔡順至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160 面; 21 公分 .-- (公共圖書

館人才培訓教材 ; 第 19 輯) .-- ISBN 

978-626-345-106-3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公共圖書館 2.CST: 圖書館建

築 3.CST: 空間設計 4.CST: 文集  

026.07  

國家圖書館 : 卓越國圖 智慧臺灣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 

11112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78-725-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國家圖書館  026.133  

國學 

人文化成與儒家倫理 / 楊建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246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七編 ; 第

5 冊) .-- ISBN 978-626-344-173-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儒家 2.CST: 儒學 3.CST: 倫理

學  030.8  

天道與人道  : 比較視域下李澤厚

「巫史傳統論」研究 / 張永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中國學術思

想研究輯刊. 三七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170-5 (下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169-9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李澤厚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中國文化 4.CST: 巫術  030.8  

坐進此道 : <<悟真篇>>研究與實踐 / 

仲秋艷, 楊銳, 劉嘉童, 謝群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七編 ; 第 13-16 冊) .-- 

ISBN 978-626-344-181-1 (第 1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182-8 (第 2 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183-5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184-2 

(第 4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鍊 2.CST: 學術思想  

030.8  

東方文明根本考 : 從中印比較文化

學視域重新認識儒釋道 / 徐達斯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中國學術思

想研究輯刊. 三七編 ; 第 11-12 冊) .-- 

ISBN 978-626-344-179-8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180-4 (下冊: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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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文化研究 2.CST: 比較研究  

030.8  

近現代中國佛學考論 / 姚彬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12 .-- 冊 .-- (中國學術思

想研究輯刊. 三七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626-344-176-7 (下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175-0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研究考訂  030.8  

唐君毅儒佛思想研究 : 以「生命存

在」與「心靈境界」為入路 / 蕭愛

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46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七

編 ; 第 9 冊) .-- ISBN 978-626-344-177-

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君毅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儒家 4.CST: 佛教  030.8  

湯一介佛學研究析論 / 趙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192 面; 26 公分 .-- (中

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七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626-344-178-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湯一介 2.CST: 佛教哲學 

3.CST: 學術思想  030.8  

論魏晉知識分子的分化 : 以<<名士

傳>>、<<文士傳>>與<<高士傳>>為

考核對象 / 黃銀姝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3 .-- 272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七編 ; 第 6 冊) .-- 

ISBN 978-626-344-174-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知識分子 2.CST: 魏晉南北朝

史  030.8  

儒、道兩家「中道思維」的生命底

蘊 / 白恒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冊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七

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626-344-

172-9 (下冊:精裝) .-- ISBN 978-626-

344-171-2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先秦哲學 2.CST: 儒家 3.CST: 

道家  030.8  

枘鑿集 : 自由的追尋 / 王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188 面; 26 公分 .-- (中

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七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626-344-185-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王琛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集  030.8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AI 人工智慧小百科 / 娜歐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112 面; 17X18 公

分 .-- (我是知識王 ; 31)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109-5 ( 精 裝 ) 

NT$125 普遍級  

1.CST: 百科全書 2.CST: 兒童讀物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岡中學報. 第 35 期 / 莊喭中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11201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1-6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期刊  051  

*建中學報. 第二十八期 / 沈容伊總編

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

學, 11112 .-- 175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250-2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全球獎助金申請攻略 = Rotary global 

grants : a step-by-step guide to the 

planning, application and reporting 

process / 溫淑慧編著 .-- 臺北市 : 溫淑

慧, 11112 .-- 1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847-2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國際扶輪社 2.CST: 補助款  

061.51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年度報告書. 第 5

屆 = RID 3461 the 5th annual report .-- 

臺中市 :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總監辦

事處出版 :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 2021-

22 年度總監辦事處發行, 11201 .-- 2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25-4-

3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國際扶輪社 2.CST: 臺灣  

061.51  

臺 史 博 觀 察 日 誌 2.0 =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Museum & the daily tasks 

of museum staff 2.0 / 陳涵郁主編 .-- 

[臺南市 ]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11201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86-6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069.9733  

普通論叢 

一身兩世 : 給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我

們 / 李志恒著 .-- 臺北市 : 有故事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大和書報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8-5-

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野火集 / 龍應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304 面; 23 公分 .-- (龍應台作

品集 ; 9) .-- ISBN 978-626-353-326-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龍行天下.臺灣領航 / 高崇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203 .-- 486 面; 23 公分 .-- (文

化生活叢書. 人文商管 ; 1305005) .-- 

ISBN 978-986-478-796-8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群經 

宋初經學發展述論 / 馮曉庭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2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8-793-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經學史 2.CST: 宋代  090.951  

哲學類 

學術思想概論 

論天人之際 : 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

探 / 余英時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6719-0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

6720-6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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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思想史 2.CST: 中國哲學史  

112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 余英時著 ; 程嫩

生, 羅群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7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6717-6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

6718-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人文思想 

3.CST: 文集 4.CST: 中國  112.07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 余英時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5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6705-3 (平裝) .-

- ISBN 978-957-08-6706-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中國文化 

3.CST: 文集  112.07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 余

英時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707-7 (平

裝) .-- ISBN 978-957-08-6708-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思想史 2.CST: 宗教倫理 

3.CST: 中國  112.7  

中國哲學 

譬類以明 : 華人傳統類思維新探 / 馬

愷之, 王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國立政治

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11112 .-- 344 面; 

23 公分 .--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

書 ; A2007) .-- ISBN 978-626-96532-9-

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文集  120.7  

周氏易經通解. 第五冊 / 周鼎珩遺著 ;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619-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周氏易經通解. 第六冊 / 周鼎珩遺著 ;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610-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周易文本 / 毛炳生審編 .-- 初版 .-- 桃

園市 : 毛炳生, 11202 .-- 1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91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玄空心法 / 黃國明撰圖註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94-235-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玄學 3.CST: 研究

考訂  121.17  

*遊易人生. 天之卷 / 李強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雲巖經絡藝術文化有

限公司, 11201 .-- 3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057-6-3 ( 平 裝 ) 

NT$999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121.17  

中國古典思想中的譬喻與類比 : 個

人、國家與社會的治理 / 黃百銳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

出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主體性文

化研究中心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

行, 11112 .-- 386 面; 21 公分 .-- (華人

文化主體講座研究叢書 ; M004) .-- 

ISBN 978-626-96532-8-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儒學 3.CST: 

文集  121.207  

危疑時代的儒學思考 / 李明輝, 林維

杰, 林遠澤, 金培懿, 張崑將, 許怡齡, 

陳立勝, 陳昭瑛, 黃俊傑, 黃冠閔, 楊

祖漢, 緒形康, 蔡振豐, 藤井倫明著 ; 

林遠澤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

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

華人主體性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 國

立政治大學發行, 11112 .-- 354 面; 23

公分 .--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書 ; 

A1001) .-- ISBN 978-626-96532-6-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儒學 2.CST: 文集  121.207  

論語類詮 / 李泗滄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國家出版社, 11201 .-- 512 面; 

23 公分 .-- (國家文史叢書 ; 151) .-- 

ISBN 978-957-36-1607-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注釋  121.222  

孔子的智慧 / 雲居山主編 ; 俞婉君注

釋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2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1-6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周)孔丘 2.CST: 學術思想  

121.23  

道德經 / 老子作 ; 雅瑟編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1201 .-- 384 面; 23 公分 .-- (古學

今用 ; 159) .-- ISBN 978-986-392-475-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注釋  121.311  

道德經 : 經文論述. 下 / 太一和光混

俗禪師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社團法

人台灣太和道學協會, 11201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32-3-

5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注釋  121.311  

道德經. 上經 = わかりやすい道德經 

/ 林榮澤講述 ; 日本明德書院翻譯團

隊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

書苑出版社, 11112 .-- 688 面; 23 公

分 .-- (日文經典 ; 1) .-- 中日對照 .-- 

ISBN 978-626-96298-6-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研究考訂  

121.317  

子華子研究 / 蕭登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6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7-334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道家 2.CST: 研究考訂  

121.39  

鬼谷子暗黑操縱術 / 鬼谷子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6-21-

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鬼谷子 2.CST: 研究考訂 

3.CST: 謀略  121.887  

魏晉玄學辭典 / 江建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10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7-3344-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玄學 2.CST: 魏晉南北朝哲學  

123  

梁啟超評傳 : 家學與師承、轉型與

抉擇、成就與局限,剖析國學巨擘的

一生及學術論著  / 吳廷嘉, 沈大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2 .-- 26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43-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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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梁啟超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128.2  

東方哲學 

<< 梨 俱 吠 陀 >> 選 譯  = A selected 

annot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Rigveda / 劉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92 面; 21 公分 .-- (印度學與印度研

究.譯叢 ; 2) .-- ISBN 978-957-17-3345-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吠陀  137.21  

博伽梵歌 : 喜馬拉雅瑜珈傳承先聖

先哲的智慧 / 威亞薩 Vyāsa 原著 ; 

sujāta 編譯注釋 .-- 初版 .-- 臺中市 : 

斯瓦米拉瑪靜坐冥想中心, 11202 .-- 

47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7008-0-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靈修 3.CST: 印度

哲學  137.84  

西洋哲學 

哲學與它們的產地 : 為青少年寫的

哲學史飛行手冊 / Cibala 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冊 .-- ISBN 978-957-14-7597-

4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西洋哲學史 2.CST: 通俗作品  

140.9  

柏拉圖. 巴曼尼德斯篇 / 柏拉圖(Plato)

著 ; 陳康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615-

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古希臘哲學  

141.4  

生命教育與人的超越性 : 多瑪斯哲

學與孔孟儒學的對觀 = Life education 

and human transcendence : a contract 

between Thomas Aquinas'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 何佳瑞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輔仁大學出版社, 11201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29-49-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中世哲學 2.CST: 儒學 3.CST: 

生命教育  142.272  

自我與他人 : 對主體性、移情同感

和羞恥的探究 / 丹.扎哈維(Dan Zahavi)

著 ; 羅麗君, 王尚, 王華, 向富緯, 吳俊

業, 汪文聖, 林淑芬, 劉育兆, 鄭喜恒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

學政大出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主

體性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 國立政治

大學發行, 11112 .-- 430 面; 21 公分 .-

- ( 華 人 文 化 主 體 性 研 究 叢 書  ; 

A2002) .-- ISBN 978-626-96532-3-2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現象論 2.CST: 自我 3.CST: 移

情作用  143.67  

現象學與文化交互理解的實踐 / 劉

國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

大學政大出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

主體性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 國立政

治大學發行, 11112 .-- 260 面; 21 公

分  .-- ( 華 人 文 化 講 座 研 究 叢 書  ; 

M002) .-- ISBN 978-626-96532-7-0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現象學 2.CST: 倫理學 3.CST: 

文集  143.67  

人類知識原理 / 喬治.巴克萊(George 

Berkeley)著 ; 關文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76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文庫 ; 191) .-- ISBN 978-626-343-684-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哲學  144.41  

政治正義 : 羅爾斯公共理性思想研

究 / 鍾英法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1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57-031-3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羅爾斯(Rawls, John, 1921-

2002) 2.CST: 政治思想  145.8  

黑格爾哲學導論 : 自由精神的辯證

思維 / 弗雷德里克.拜塞爾(Frederick 

Beiser)著 ; 王志宏, 姜佑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655-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黑格爾(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7.51  

叔本華的人生思考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 新 北 市 ] :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 

112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1-6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叔本華(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人生哲學  147.53  

超譯尼采. II : 權力.意志 / 尼采著 ; 白

取春彥編譯 ; 楊明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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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8-558-6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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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譯尼采 / 尼采著 ; 白取春彥編譯 ; 

楊明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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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8-

555-5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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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你 / 馬丁.布伯(Martin Buber)著 ; 

林宏濤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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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8-

556-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布伯(Buber, Martin, 1878-1965)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7.79  

心理學 

(高普考)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

導)嚴選題庫 / 李振濤編著 .-- 第十九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04-8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新編心理學概要 / 林俊德, 簡秀芬, 陳

淑姬, 陳柏年, 陳致豪, 王均安, 蔡群

瑞, 林靜幸, 姚俞君, 李玉嬋, 林佩玲, 

劉雅瑩合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3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戰爭與和平從「我」開始 : 心理學

家從身心保健、墨子兼愛、善意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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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談維持平和和平 / 林明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201 .-- 232 面; 21 公分 .-- (心理研

究 ; 6) .-- ISBN 978-986-0762-41-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訓練大腦,讓自己更強大 : 5%微調改

造人生的正念練習,安度生命困境,消

除負面情緒,讓生活過得更好 / 蕭娜.

夏比洛(Shauna Shapiro)著  ; 廖建容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

分  .-- (心靈成長  ; BCCG0097P) .-- 

ISBN 978-986-398-857-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生理心理學 2.CST: 神經學  

172.1  

悲傷的大腦 : 我們如何從愛和失去

中學習的驚人科學 / 瑪麗-法蘭西絲.

歐康(Mary-Frances O'Conn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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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 ISBN 978-

626-315-254-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生理心理學 2.CST: 腦部 

3.CST: 悲傷  172.1  

*性愛心理師的大人親密必修課 : 教

你從身體到心靈都越做越愛 / 朴昭

鈴著 ; 陳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1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6-628-4 (平裝) 

限制級  

1.CST: 性心理  172.7  

心理衛生 / 李怡賢, 陳宣佑, 戴慧琳, 

蔡宜延, 簡秀芬合著 .-- 四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940-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172.9  

氣質心理學 / 岳超群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2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66-8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氣質 2.CST: 人格心理學  

173.73  

假裝自己很外向,你在迎合什麼? / 楊

思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202 .-- 256 面; 21 公

分 .-- (勵志書系 ; 153) .-- ISBN 978-

986-133-859-0 (平裝) NT$310 普遍級  

1.CST: 人格心理學 2.CST: 自我心理

學  173.75  

學了九型人格 然後呢? / 林忠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傳智國際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3 公

分 .-- (實戰系列 ; B62) .-- ISBN 978-

986-97074-6-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格心理學 2.CST: 人格特質  

173.75  

成為自己的光 : 卡巴拉與夢行的力

量  / 凱 薩 琳 . 仙 伯 格 (Catherine 

Shainberg)著 ; 童貴珊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早 安 財 經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生涯新智

慧 ; 54) .-- ISBN 978-626-95694-3-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夢 2.CST: 靈修  175.1  

清明夢完全使用手冊 / 史蒂芬.賴博

格(Stephen LaBerge), 霍華德.瑞格德

(Howard Rheingold)著 ; 蔡永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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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72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7085-70-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夢 2.CST: 解夢  175.1  

看穿人心的讀話術 : 透視人們的真

正想法,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以及

他們的真面目 / 大衛.李柏曼(David J. 

Lieberman)著 ; 高子梅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5-78-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讀心術 2.CST: 應用心理學  

175.92  

第二大腦 / 提亞戈.佛特(Tiago Forte)

著 ; 陳文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202 .-- 2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7252-09-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創造力 2.CST: 知識管理  

176.4  

創造力 : 創意表現的起源、進程與

作用  / 弗拉多 .格拉維努(Vlad Glă

veanu)著 ; 何玉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61-1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創造力  176.4  

情緒與壓力管理 / 李彩歆, 陳淑姬, 何

克倫, 黃國儀, 王璟雲, 李怡賢, 涂靜

宜, 何凱維, 孫智辰合著 .-- 四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

926-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抗壓  176.5  

心流 : 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

理學 /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著 ; 張瓊懿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行路,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244-03-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快樂 2.CST: 注意力 3.CST: 生

活指導  176.51  

不生氣之後,變身有錢人 / 森瀬繁智

著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安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19

公 分  .-- ( 平 安 叢 書  ; 第 751

種 )(Upward ; 140) .-- ISBN 978-626-

7181-44-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6.52  

照顧內在需求,度過情緒風暴 / 童雋

哲, 鍾宛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采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320 面; 23 公分 .-- (Self-help ; 13) .-- 

ISBN 978-626-7087-86-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6.52  

親愛的,那不是你的錯 : 了解大腦的

運作,便能明白躁動不安的靈魂為何

喧嘩、不被理解的情緒中何以藏著

通往幸福的鑰匙  / 瑪麗安 .羅哈斯

(Marian Rojas)著 ; 劉佳澐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46-6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幸福 3.CST: 

生理心理學  176.52  

恐怖 : 反射人類極端情緒的文化形

式 / 達瑞爾.瓊斯(Darryl Jones)著 ; 魏

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61-0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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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恐懼 2.CST: 心理學 3.CST: 心

理分析  176.526  

高效焦慮法 : 讓焦慮啟發正念思維,

重置你的人生推進器 / 崔西.丹尼斯-

蒂瓦里(Tracy Dennis-Tiwary)著 ; 洪慈

敏, 陳雅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256 面; 21 公分 .-- (Ciel) .-- ISBN 978-

957-05-3474-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焦慮  176.527  

讓你自帶好運的奇蹟習慣 : 13 項即

時可行的日日練習,幫你掃除人生障

礙 ,打造理想生活  / 米契 .霍洛維茲

(Mitch Horowitz)著 ; 姚怡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104) .-- ISBN 978-626-

349-143-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習慣 2.CST: 成功法  176.74  

心理摩擦力 : 為何人們抗拒改變?不

是你不努力,是你不懂人性阻力 / 大

衛.尚塔爾(David Schonthal), 洛蘭.諾

格倫(Loren Nordgren)作 ; 張斐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 11203 .-- 368 面; 21 公分 .-- 

(Trend) .-- ISBN 978-626-358-010-7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說服 2.CST: 應用心理學 

3.CST: 行為改變術  177  

只要看起來很厲害,就可以了!巧妙直

入人心的暗黑心理學 : 優雅的狡猾

才是王道,90 個讓你穩居優勢的必勝

人心攻略 / 齊藤勇著 ; 卓惠娟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91-6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人際關係 

3.CST: 讀心術  177  

談話 聖經  / 費德曼 .舒茲 .馮 .圖恩

(Friedemann Schulz von Thun)作 ; 江雯

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553-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溝通 2.CST: 傳播心理學  

177.1  

二十幾歲的「鬱」女 : 66 項給奔三

女性的建議,再不懂得投資自己,就等

著被社會遺棄! / 何珮瑜, 姚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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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57-028-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3.CST: 女性  177.2  

人生順利需要設計,偶爾也要靠演技 : 

黃小柔女人柔性覺醒的 20 堂課 / 黃

小柔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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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6-34-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人生哲學  

177.2  

人 性 的 弱 點  / 戴 爾 . 卡 耐 基 (Dale 

Carnegie)著 ; 林郁主編 .-- 三版 .-- [新

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66-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人際關係  

177.2  

女人要堅強而不逞強 / 周品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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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40 面; 21 公

分 .-- (商周其他系列 ; BO0311X) .-- 

ISBN 978-626-318-560-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元宇宙下一個奇蹟 = The next magic / 

梁凱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0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71-958-9 (平裝) 

NT$1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在三萬公里外二次甦醒找一條回家

的路 / 君 Dream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20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6-27-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態度  

177.2  

你會坦然面對 ,每一場告別  / 角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平裝本叢書 ; 第 545 種)(角子作品集 ; 

8) .-- ISBN 978-626-96533-3-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自我實現 

3.CST: 戀愛  177.2  

快樂藏在細節中 : 正向心理 X 樂觀

心態,生活沒那麼多阻礙 / 洪俐芝, 夏

華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30-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信 3.CST: 自

我實現  177.2  

男人,30 歲後的規則你懂了沒 : 不是

20 歲毛頭小子,也不是 40 歲年上大

叔,30 歲就該用 30 歲的眼光看世界! / 

林庭峰, 肖勝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7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57-003-0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男性  177.2  

怡慧老師的原子習慣實踐課 / 宋怡

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21 公

分 .-- (生涯智庫 ; 209) .-- ISBN 978-

986-175-727-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直白的人一帆風順 : 不做好人宣言,

要做勇敢直言的人  / 蕾貝卡 .蕾德

(Rebecca Reid)著 ; 林芷安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47-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女性  177.2  

洛克菲勒思維聖經  / 林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65-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原力效應 : 3 步驟改變世界 = The 

force effect : 3 steps to change the world 

/ 愛瑞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

園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Top ; 20) .-

- ISBN 978-626-96025-8-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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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密碼聖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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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24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41) .-- ISBN 978-626-96944-7-1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逆流成長法 : 找尋弱點,修正缺點,你

不可能永遠待在人生最低點 / 王郁

陽, 江城子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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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57-017-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從容走向 30 歲,妳也可以不狼狽 : 得

體妝容 X 清晰談吐 X 優雅禮儀,妳曾

經幻想長大後的模樣,就是展現出自

信最漂亮! / 蔣甘樺, 若蘭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26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54-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創造人生奇蹟的 100 天冥想書寫 : 當

心一靜,好運也跟著來了 / 采奐著 ; 林

建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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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40 面; 21 公

分 .-- (富能量 ; 56) .-- ISBN 978-626-

7184-6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給我一點耍廢的勇氣 : 你的存在,永

遠值得被愛!擁抱過度努力的內在小

孩,用自我接納翻轉厭世代 / 王雅涵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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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 

ISBN 978-626-7095-92-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自我實現 

3.CST: 自我肯定  177.2  

懂拚,贏過有錢、有勢、有背景 : 月

入百萬的傳媒 CEO 教你「精準努力」

從方法和思考贏得翻倍的成功! / 劉

媛媛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202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26-4-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禮物 / 史賓賽.強森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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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44 面; 

21 公分 .-- (Upward ; 141) .-- ISBN 978-

626-7181-46-1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不要用別人的腦子思考你的人生  / 

采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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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53-298-

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3  

我決定刻薄地生活 : 在不受傷害的

情況下,打動人心的關係心理學 / 楊

昌順著 ; 游芯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勵志書系 ; 154) .-- ISBN 

978-986-133-860-6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自我實現  

177.3  

這一次,你該捨不得的是自己 / 婕咪.

瓦克斯曼(Jamye Waxman)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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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04 面; 

21 公分 .-- (商周其他系列 ; BO0344) .-

- ISBN 978-626-318-532-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人際衝突 

3.CST: 生活指導  177.3  

聚會之道 : 我們如何聚會以及為什

麼 它 很 重 要  / 普 里 亞 . 帕 克 (Priya 

Parker)著 ; 張芷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93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應用心理學  

177.3  

擺脫被操控的人生 : 學會拒絕,遠離

想控制你的人 / Joe 作 ; 劉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心靈叢

書 ; 9) .-- ISBN 978-626-7172-17-9 (平

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人際關係 

3.CST: 溝通技巧  177.3  

你走了以後,我想繼續好好活 : 擁抱

逝者,回歸自我人生的六次聚會 / 高

璿圭著 ;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Love) .-- 

ISBN 978-626-353-325-7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2.CST: 心理治療 

3.CST: 自殺  178.4  

諮商專業倫理 : 臨床應用與案例分

析 / 林家興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心

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0

面 ; 23 公 分  .-- ( 輔 導 諮 商 系 列  ; 

21135) .-- ISBN 978-626-7178-41-6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諮商 2.CST: 專業倫理 3.CST: 

個案研究  178.4  

療癒你的內在小孩 : 心理醫師陪你

跟自己和解的成長課 / 施琪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出版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 (self-help ; 12) .-- ISBN 978-626-7087-

85-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治療法 2.CST: 自我

肯定 3.CST: 生活指導  178.5  

一邊吃著爆米花,一邊療著傷 : 透過

電影看見我們說不出口的心理創傷 / 

金峻基作 ; 黃子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368-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心理創傷 2.CST: 心理治療  

178.8  

敘事治療私塾學堂 : 洞人心菲的十

個故事,十種啟發,十次感動 / 黃素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Ma ; 086) .-- ISBN 978-986-

357-275-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2.CST: 心理治療  

178.8  

練習不孤單 : 臨床心理師教你 5 個陪

伴元素,讓低潮時刻產生安定力量 / 

李郁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30-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178.8  

靜觀覺察當下的力量 : 團體治療的

八個故事 / 吳皓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201 .-- 36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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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97-9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團體輔導 2.CST: 心理治療  

178.8  

靈魂謀殺 : 亂倫及其治療 / 烏蘇拉.沃

爾茲(Ursula Wirtz)著 ; 席敏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

分 .-- (Psychotherapy ; 62) .-- ISBN 978-

986-357-276-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亂倫 2.CST: 心理創傷 3.CST: 

心理治療  178.8  

倫理學 

分人 : 我,究竟是誰 / 平野啓一郎著 ; 

陳系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

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69) .-- 

ISBN 978-626-7061-52-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在最好的年紀,過得從容而不妥協 / 

蔡侑霖 Danny Tsai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

263-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此時此刻,就是最好的時刻 / 何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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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6-627-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別因為敏感,讓心被委屈填滿 / 陳允

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285-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 : 工作與人際

關係,「淡泊」一點也無妨,活出快意

人生的 99 個禪練習! / 枡野俊明著 ; 

黃薇嬪譯 .-- 首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264-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我們終將離去 / 鈴木秀子著 ; 林佩瑾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5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死觀  

191.9  

威廉.科貝特寫給正走在每個人生階

段的你 : 青少年、青年、戀人、為

夫、為父,來自英國散文家的五封信 

/ 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著 ; 呂

紅麗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0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51-1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真空妙有 / 劉恩廷講述 .-- 初版 .-- 新

北市 : 中華大安修德學會出版 : 華德

博英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169-2-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現在的人生,是我要的嗎? : 5 位破浪

者的重生與改變之書 / CC, Janet 謝怡

芬, 王俊凱, 江振誠, 劉軒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ISBN 978-986-229-613-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3.CST: 成功法  191.9  

猶太人幽默大智慧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64-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猶太民族  

191.9  

練習不想要 : 在過剩世界裡,我們要

學會減法生活 / 盧熠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300-4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痛痛的勇敢 : 學習處理悲傷、擁抱

無常,活出自我的精采 / 宋慧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931-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命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1  

東漢生死觀 / 余英時著 ; 侯旭東等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6713-8 (平裝) .-

- ISBN 978-957-08-6714-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秦漢哲學 2.CST: 生死觀 

3.CST: 東漢史  191.92  

37 度,我們剛剛好 / Wynne 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53-23-6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人際關係  192.1  

一筆一劃,減壓修復正念筆記 : 每天 5

分鐘,神奇的手寫字力量,打造心靈免

疫力,遠離煩惱,疼惜自己 / 木蔵 Shafe

君子, 荻野淳也, 一般社團法人正念

領導力機構著 ; 卓惠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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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4-344-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靈修  192.1  

返回愛的靈性之旅 / 安娜.卡蜜拉.庫

普卡(Anna Camilla Kupka)著 ; 賴雅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160 面; 21 公

分 .-- (第一本 ; 116) .-- ISBN 978-986-

137-394-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身心關係  192.1  

說話的藝術 / 蔡禮旭講述 .-- 四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

會, 11203 .-- 114 面; 21 公分 .-- (華藏

叢書)(受用一生的聖賢大智慧系列

叢書) .-- ISBN 978-626-95951-5-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練習不抱怨 : 我的 21 天不抱怨挑戰,

選擇幸福的未來 / 克莉絲汀.勒維齊

(Christine Lewicki)著 ; 范兆延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36-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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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伴侶關係  / 蓋瑞 .祖卡夫(Gary 

Zukav)著 ; 蔡孟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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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85-68-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靈性、諮商與教育」論文集 / 方

永泉, 王乙甯, 王嘉陵, 王榮麟, 朱慧

敏, 侯南隆, 高榮孝, 楊安仁, 陳晴晏, 

黃立森, Richard Heraud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出版社, 11112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29-

4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文集  192.107  

攻心為上說話術 = The art of speaking 

/ 林郁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

文創社, 112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67-5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192.32  

實踐討人喜歡的說話方式 / 山崎拓

巳著 ; 林佳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86) .-- ISBN 978-

986-179-789-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溝通技巧  

192.32  

生活編輯術 : 精簡生活、工作及住

家 的 簡 單 步 驟  / 安 娜 . 牛 頓 (Anna 

Newton)著 ; 侯嘉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332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85) .-- ISBN 

978-986-179-788-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簡化生活 2.CST: 生活指導  

192.5  

在都市隱居 10 年,我過得還不錯 : 只

是維持最低限度的工作量和人際關

係,九成的焦慮也遠離了 / 大原扁理

著 ; 姜柏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114) .-- ISBN 978-626-349-13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簡化生活 2.CST: 生活指導 

3.CST: 焦慮  192.5  

在你找到人生座右銘之前 : 哲學家

犀利勸世 X 詩人真誠獨白,絕對受用

的人生金句集錦! / 宋杰, 孔寧主編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2 .-- 3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73-3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格言 2.CST: 人生哲學  192.8  

賢哲箴言的智慧 / 曾仕良著 .-- 新北

市 : 中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35 面; 21 公分 .-- (龍馬系列 ; 7) .-- 

ISBN 978-986-99238-5-9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1.CST: 箴言  192.8  

善書、經卷與文獻. 七 / 王見川, 陳昕, 

侯沖, 姚彬彬, 志賀市子, 龐禹, 范純

武作 ; 范純武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07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列 ; 108) .-- 

ISBN 978-986-5600-80-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勸善書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獻  192.91  

復合與和諧的生命倫理 / 戴正德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649-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生命倫理學  197  

生命的非選題 : 為了追求尊嚴善終,

人應該有死亡自主權嗎? / 凱蒂.恩格

爾哈特 (Katie Engelhart)著  ; 吳煒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384 面; 21 公

分 .-- (視野 ; 94) .-- ISBN 978-626-

7238-33-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安樂死 2.CST: 生死觀  

197.12  

致獨特的你 : 愛、生活與學習,完整

自己的 13 堂課 / 利奧.巴士卡力(Leo 

Buscaglia)著 ; 簡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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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32-9938-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愛 2.CST: 自我實現 3.CST: 人

際關係  199.8  

宗教類 

總論 

華人信仰與東亞文化 : 跨境、流動

與再生 / 林桂如, 涂艷秋, 高莉芬, 陳

慶智, 鄭家瑜, 謝世維作 ; 高莉芬主

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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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華人

文 化 主 體 性 研 究 叢 書  ; B3010) .-- 

ISBN 978-626-96532-5-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宗教 2.CST: 文化交流 3.CST: 

文集 4.CST: 東亞  209.307  

宗教學 

哲思世界 :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 

Buddhism philosophy / 善 住 導 師 著

作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社團法

人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11201 .-- 278

面; 21 公分 .-- (零山叢書) .-- ISBN 

978-986-98914-4-8 (第 15 冊:精裝) 普

遍級  

1.CST: 宗教與哲學  210.11  

神聖的顯現 : 比較宗教、聖俗辯證,

與人類永恆的企盼 / 米爾洽.伊利亞

德(Mircea Eliade)著 ; 晏可佳, 姚蓓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40 面; 

21 公分 .-- (Master ; 85) .-- ISBN 978-

986-357-274-9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宗教 2.CST: 現象學  210.12  

街坊眾神 : 世界宗教在香港 / 韓樂憫, 

龔惠嫻, 胡獻皿, 孔德維, 尹子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956-8-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宗教文化 2.CST: 信仰 3.CST: 

訪談 4.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214  

道教與佛教 / 蕭登福著 .-- 三版 .-- 臺

北 市  : 東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4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9-334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道教  218.2  

佛教 

佛法與義理 / 星雲大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358 面; 21 公分 .-- (文選叢

書 ; 5008) .-- ISBN 978-957-457-671-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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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紀念館十周年圖志 = Fo Guang 

Shan Buddha Museum in a decade : an 

illustrated chronicle / 李瑞騰總編輯 ; 

如常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人間

文教基金會出版 ; 高雄市 : 佛光山佛

陀紀念館發行, 11112 .-- 264 面; 30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

98115-5-2 (精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220.68  

了中老和尚紀念文集 / 陳昭伶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海潮音雜誌社, 

11202 .-- 冊 .-- ISBN 978-986-92333-1-

6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釋了中 2.CST: 佛教 3.CST: 佛

教傳記 4.CST: 文集  220.7  

圓頓心要 / 玄妙法師輯錄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 246 面; 21 公分 .-- (圓明書房 ; 8) .-- 

ISBN 978-626-7134-82-5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佛經  221.09  

跟著菩薩發願 : <普賢行願品>淺釋 / 

鄔金智美堪布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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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善知識系

列 ; JB0157) .-- ISBN 978-626-7219-15-

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  

淨空法師全集 : 講學用書類. 三, 佛說

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科註 / 

淨空法師全集彙編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

宗學會,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95951-3-6 (上冊:精裝) .-- ISBN 978-

626-95951-4-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白話簡淺解析  / 

華果然成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陳

茂成,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學

佛叢書 ; 1) .-- ISBN 978-626-01-0833-5 

(精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蓮生活佛講授金剛經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48-02-7 ( 全 套 : 平 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天台藏經典部. 五, 法華三經四要品

(讀誦本) / 釋覺行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水月寺, 11201 .-- 13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89183-8-2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  

天台藏經典部 : 大乘妙法蓮華經 / 釋

覺行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水月寺, 

11201 .-- 33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89183-9-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妙法蓮華經四要品 / 釋法藏重新標

點 .-- 初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201 .-- 216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617-

3-2 (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靜思法髓妙蓮華 : 化城喻品第七 / 釋

證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

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靜思法脈叢書. 佛教經典) .-- ISBN 

978-626-7235-12-6 ( 全 套 : 精 裝 ) 

NT$18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生生菩薩世世佛 : 小部經典本生經 / 

夏丏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

536-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本生經 2.CST: 本緣部  

221.86  

南傳法句經 / 了參法師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208 面; 19 公分 .-- (圓明書

房 ; 7) .-- ISBN 978-626-7134-81-8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本緣部  221.86  

悲華經 /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490 面; 21 公分 .-- (圓明書

房 ; 6) .-- 木刻珍藏版 .-- ISBN 978-

626-7134-80-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本緣部  221.86  

*俱舍論疏點亮所知 / 絨敦釋迦獅子

著 ; 堪布洛桑滇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洛桑滇增, 11112 .-- 39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36-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論藏  222.11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第九冊 / 釋

法音釋 .-- 初版 .-- 高雄市 : 法音宣流, 

11112 .-- 765 面; 22 公分 .-- (妙音集 ; 

30) .-- ISBN 978-626-95896-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觀部  222.12  

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 / 李圓淨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338 面; 23 公分 .-- (圓明書

房 ; 5) .-- ISBN 978-626-7134-79-5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律藏  223.11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 新北市 : 龍岡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94-233-

3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慈悲三昧水懺 / 悟達國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184 面; 23 公分 .-- (圓明書

房 ; 10) .-- ISBN 978-626-7134-87-0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禮佛大懺悔文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94-234-0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西圖眼界  : 藍米克的西土印記  = 

Sukhavati atlas : the sukhavati imprints 

of Lamech / 藍米克 Lamech Chen 作 .-

- 新北市  : 藍米克全人教育協會 , 

11112 .-- 225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940-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繪畫 3.CST: 

畫冊  224.52  

歡喜佛緣 : 林玉工筆佛畫作品集 / 林

玉 繪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林 玉 , 

1120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920-2 (第 2 冊: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佛像 2.CST: 佛教藝術 3.CST: 

畫冊  224.6  

平安的人間 / 聖嚴法師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203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83-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4  

找回自己 / 聖嚴法師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法鼓文化, 11202 .-- 176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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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57-598-980-4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4  

解惑 : 證嚴法師答客問. 六, 宗師會晤

與各界訪談篇 / 釋證嚴講述 ; 靜思僧

團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76 面; 

21 公分 .-- (解惑十書) .-- ISBN 978-

626-7235-13-3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教化法  

225.4  

隨緣法談錄 / 超定長老口述 ; 日觀法

師紀錄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福峰彩

色印刷有限公司, 111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7010-0-1 (第 1

集: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25.4  

靈 鷲 山 弘 法 紀 要 . 2022 = Annual 

collection of Dharma propagation of the 

Ling Jiou Mountain Buddhist Society 

2022 / 釋法昂, 陳坤煌, 凃柏辰, 林佳

儀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 11201 .-- 1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108-20-

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CST: 佛教說法  

225.4  

人間與實踐 / 星雲大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384 面; 21 公分 .-- (文選叢

書 ; 5014) .-- ISBN 978-957-457-672-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25.42  

三十七道品講記 / 聖嚴法師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2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85-

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心在哪裡? : 聖嚴法師西方禪修指導

(大字版) / 聖嚴法師著 ; 法鼓山國際

編譯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

化, 11202 .-- 140 面; 26 公分 .-- 大字

版 .-- ISBN 978-957-598-98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禪習舍之玄.幻 / 迂園道一(東海沙門.

釋道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72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2-4) .-- 

ISBN 978-626-96158-3-4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禪定 3.CST: 

靜坐  225.72  

禪習舍之度.利 / 迂園道一(東海沙門.

釋道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50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2-6) .-- 

ISBN 978-626-96158-5-8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禪定 3.CST: 

靜坐  225.72  

禪習舍之施.雜 / 迂園道一(東海沙門.

釋道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76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2-7) .-- 

ISBN 978-626-96158-6-5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禪定 3.CST: 

靜坐  225.72  

禪習舍之離.乘 / 迂園道一(東海沙門.

釋道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54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62-5) .-- 

ISBN 978-626-96158-4-1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禪定 3.CST: 

靜坐  225.72  

佛教與生活 / 星雲大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336 面; 21 公分 .-- (文選叢

書 ; 5006) .-- ISBN 978-957-457-673-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善行的理论与行持 / 日常老和尚讲

述 ; 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

明寺编辑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圓音

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6

面; 30 公分 .-- 正體題名:善行的理論

與行持 .-- ISBN 978-626-96358-1-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佛教說法  

225.87  

天台宗派教學. 三, 四教四句說 五時

八教次第的建立 / 釋覺行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水月寺, 11201 .-- 1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9183-7-

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天臺宗 2.CST: 佛教教理  

226.41  

天台宗派教學. 四, 破法實相論 五時

八教次第的建立  / 釋覺行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水月寺, 11201 .-- 1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9183-6-

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天臺宗 2.CST: 佛教教理  

226.41  

天台與諸宗之對論 / 陳英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203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82-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天臺宗 2.CST: 佛教教理 

3.CST: 文集  226.41  

禪學與淨土 / 星雲大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368 面; 21 公分 .-- (文選叢

書 ; 5012) .-- ISBN 978-957-457-67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55  

死亡可以教我們什麼 : 圓滿生命的

五個邀請  / 法蘭克 .奧斯塔薩斯基

(Frank Ostaseski)著 ; 許可欣, 鄭襄憶

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1201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5-79-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生死觀 3.CST: 人

生哲學  226.65  

佛性三參(漢譯本) / 釋成觀法師英文

講述.漢譯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桃園

市新逍遙園譯經院, 11112 .-- 222 面; 

21 公分 .-- (法幢集 ; 9) .-- ISBN 978-

986-89833-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達磨祖師論集 / 達磨祖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100 面; 21 公分 .-- (圓明書

房 ; 9) .-- ISBN 978-626-7134-86-3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5  

禪與極簡生活藝術 / 枡野俊明著 ; 周

志燕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50 面; 

21 公分 .-- (禪生活系列) .-- ISBN 978-

626-343-67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生活指導 3.CST: 

簡化生活  226.65  

禪語百則精選 / 唐英凱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家出版社,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佛學叢書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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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36-1608-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月光大手印 : 明示了義大手印禪修

次第之善說. 一. 第一部, 共通的禪定 

/ 達波札西南嘉著 ; 施心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化育文教基

金會, 11112 .-- 240 面; 22 公分 .-- (了

義寶藏 ; 10) .-- 中藏對照 .-- ISBN 978-

986-98319-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2  

廣論止觀初探. 第二卷, 學奢摩他法

一 / 宗喀巴大師造論 ; 真如講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3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09-9-5 (平裝) NT$470 普

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地藏菩薩的故事 / 和裕文化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201 .-

- 280 面 ; 26 公分  .-- (佛學淺說  ; 

A043) .-- 注 音 版  .-- ISBN 978-626-

96326-5-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地藏菩薩 2.CST: 佛教信仰錄  

229.2  

淨空老法師九十年譜 / 鄭樺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201 .-

- 560 面 ; 30 公分  .-- (以聖為導  ; 

P11101) .-- ISBN 978-957-447-385-4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釋淨空 2.CST: 年譜 3.CST: 佛

教傳記  229.63  

道教 

九天玄女宮廟全球專輯 / 朱淼炎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國九天玄女

祖庭道教會, 11112 .-- 4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6441-1-3 (精裝) 

普遍級  

1.CST: 道觀 2.CST: 民間信仰  237  

基督教 

论马丁.布伯的上帝观 / 王务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210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九编 ; 第 4

冊) .-- 正體題名:論馬丁.布伯的上帝

觀 .-- ISBN 978-626-344-219-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布伯(Buber, Martin) 2.CST: 學

術思想 3.CST: 上帝 4.CST: 宗教哲學  

240.8  

麦格拉思福音派神学思想研究 / 郑

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18 面; 26 公

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1 冊) .-- 正體題名:麥格拉思福音

派神學思想研究  .-- ISBN 978-626-

344-216-0 (精裝) 普遍級  

1.CST: 麥格拉思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神學  240.8  

传真道于中国 : 赫士及华北神学院

百年纪念文集 / 刘平, 赵曰北主编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基督教文化

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16-20 冊) .-- 正體

題名:傳真道于中國: 赫士及華北神

學院百年紀念文集 .-- ISBN 978-626-

344-231-3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232-0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233-7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234-4 (第 4 冊:精

裝) .-- ISBN 978-626-344-235-1 (第 5 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教育 2.CST: 文集 3.CST: 

中國  240.8  

缪斯与上帝的相遇 : 基督宗教文艺

研究论文集 / 包兆会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236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

化研究叢書. 九编 ; 第 13 冊) .-- 正體

題名:繆斯與上帝的相遇: 基督宗教

文藝研究論文集  .-- ISBN 978-626-

344-228-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宗教文學 

3.CST: 視覺藝術 4.CST: 文集  240.8  

心灵改变如何可能? : 从康德到齐克

果 / 任一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54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2 冊) .-- 正體題名:心靈改變

如何可能?: 從康德到齊克果 .-- ISBN 

978-626-344-217-7 (精裝) 普遍級  

1.CST: 康德(Kant, Immanuel, 1724-

1804) 2.CST: 施萊爾馬赫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1768-1834) 

3.CST: 齊克果(Kierkegaard, Søren, 

1813-1855) 4.CST: 學術思想 5.CST: 

哲學  240.8  

全球史视角下基督教在英国殖民统

治中的作用 : 以 1841~1914 年的香港

和约鲁巴兰为例 / 黄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308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

化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10 冊) .-- 正體

題名:全球史視角下基督教在英國殖

民統治中的作用: 以 1841-1914 年的

香港和約魯巴蘭為例 .-- ISBN 978-

626-344-225-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傳教史 3.CST: 

非洲 4.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240.8  

言像之辩 : 基督教的图像与图像中

的基督教 / 杨道圣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3 .-- 240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

化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11 冊) .-- 正體

題名:言像之辯: 基督教的圖像與圖

像中的基督教 .-- ISBN 978-626-344-

226-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宗教藝術 

3.CST: 圖像學 4.CST: 藝術史  240.8  

明末吕宋之中西文化交流 / 肖音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基督教文化

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5-6 冊) .-- 正體題

名 : 明 末 呂 宋 之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 

ISBN 978-626-344-220-7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221-4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文化交流 

3.CST: 明代 4.CST: 中國 5.CST: 菲律

賓  240.8  

明清民初基督教高等教育空间叙事

研究 : 中国教会大学遗存考. 第二卷, 

福建协和神学院) / 刘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02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

化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15 冊) .-- 正體

題名:明清民初基督教高等教育空間

敍事研究: 中國教會大學遺存考. 第

二卷, 福建協和神學院) .-- ISBN 978-

626-344-23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會學校 

3.CST: 歷史 4.CST: 中國  240.8  

浪漫的神学 : 英国基督教浪漫主义

略论 / 张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06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14 冊) .-- 正體題名: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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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 英國基督教浪漫主義略論 .-- 

ISBN 978-626-344-229-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神學 2.CST: 浪漫主義 3.CST: 

英國  240.8  

基督教五年运动与民国社会 / 张德

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基督

教文化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7-8 冊) .-- 

正體題名:基督教五年運動與民國社

會 .-- ISBN 978-626-344-222-1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223-8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傳教史 3.CST: 

中國  240.8  

晚清聖經人物漢語傳記研究 : 以聖

經在華接受史的視角 / 張雅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234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九编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227-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人物 2.CST: 基督教傳記 

3.CST: 晚清史  240.8  

落幕 : 美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终

结(1945~1952) / 陈铃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248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

化研究叢書. 九編 ; 第 9 冊) .-- 正體

題名:落幕: 美國新教在華傳教事業

的終結 .-- ISBN 978-626-344-224-5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傳教史 3.CST: 

中國  240.8  

論趙雅博基本倫理學和特殊倫理學

之串連 / 劉沐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60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

叢書. 九编 ; 第 3 冊) .-- ISBN 978-626-

344-218-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趙雅博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倫理學 4.CST: 士林哲學  

240.8  

花園.布幔.十字架 / 卡爾.拉弗頓(Carl 

Laferton) 文  ; 卡 塔 麗 娜 . 艾 切 維 里

(Catalina Echeverri)圖 ; 柯倩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

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202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50-862-3 (精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CST: 通俗作品  

241  

聖經與古蘭經 : 認識猶太教、基督

宗教與伊斯蘭教的第一本書 / 塞日.

拉菲特(Serge Lafitte)著 ; 孫千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3 .-- 256 面; 21

公分 .-- 典藏版 .-- ISBN 978-986-262-

612-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可蘭經  241  

白馬 白宮 痲瘋院 : 起底敵基督 / 林

克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112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63-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聖經研究 2.CST: 讀經  

241.01  

創世記注釋. 上卷 / 羅伯特.坎德利什

(Robert S. Candlish)作 ; 何德澤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出

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 480 面; 23 公分 .-- (聖經與神學系列 ; 

1) .-- ISBN 978-626-96627-4-6 (上卷:平

裝) 普遍級  

1.CST: 創世紀 2.CST: 聖經研究  

241.211  

约书亚记 : 处境信息释经与应用 / 成

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尚會 , 

11112 .-- 586 面; 23 公分 .-- (得人叢

刊) .-- 正體題名:約書亞記: 處境信息

釋經與應用 .-- ISBN 978-626-01-0838-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約書亞記 2.CST: 注釋  

241.22  

箴言 = Proverbs / 所羅門, 智慧人, 希

西家, 亞古珥, 利慕伊勒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201 .-- 

144 面; 22 公分 .-- (悅讀聖經) .-- ISBN 

978-986-277-369-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箴言 2.CST: 注釋  241.37  

傳道書靈拾 / 何照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研經叢書. 靈拾系列 ; 

20) .-- ISBN 978-986-277-36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傳道書 2.CST: 聖經研究  

241.38  

打開新約聖經的密鎖 / 袁大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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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62-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新約 2.CST: 聖經研究  241.5  

神學知識論探討  / 劉錦昌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喜樂隱修院, 11201 .-- 

27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5764-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42  

與神相交解密  : 六個屬靈要訣  = 

Fellowship with God : six spiritual keys / 

許宏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

司發行,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靈命進深叢書 ; 55) .-- ISBN 978-957-

556-95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上帝 2.CST: 基督徒 3.CST: 靈

修  242.1  

題解天使與魔鬼 / 賴効忠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出版社 , 

11201 .-- 2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0729-4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天主教  242.5  

我渴望而又渴望 : 論天主子民的禮

儀培育 /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祕書處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 人 天 主 教 會 臺 灣 地 區 主 教 團 , 

11112 .-- 56 面; 19X17 公分 .-- ISBN 

978-986-99594-7-6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禮儀  244  

跨 Pray / 李協聰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83-2-

6 (第 2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3  

禱告新生活 : 30 天從聖經人物學禱

告 / 何照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恩出版社,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 (造就叢書 ) .-- ISBN 978-986-277-

37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祈禱 3.CST: 聖

經人物 4.CST: 生活指導  244.3  

成人入門聖事 RCIA : 迎接成人慕道

者進入天主教會規範手冊使用版  /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廣中心(TACC)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總教區教

理推廣中心,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7946-4-0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天主教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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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標竿 / 華理克(Rick Warren), 丹

尼爾.艾門(Daniel Amen), 馬克.海曼

(Mark Hyman)著 ; 程珮然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344 面; 23 公分 .-- (My life ; 

PL015-1) .-- ISBN 978-986-6202-43-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健康法  244.9  

Tâi-bûn Sin Gán-kong Thák-keng : Má-

khó 8-16 / Chng Hūi-phêng, Lîm Bí-

gio̍k, Lîm Phek-tông, Tēⁿ Liông-kng, 

王美書, 何如璋, 李典樵, 陳柏壽, 陳

珮雯, 蘇寶鳳, 郭得列, 李宛青, 吳家

銘, 林俊育作.譯 .-- 苗栗縣通霄鎮 : 台

灣基督教光鹽傳播協會, 11112 .-- 160

面; 21 公分 .-- 中文、台語羅馬拼音

對照 .-- ISBN 978-626-96272-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馬可福音 2.CST: 基督教 

3.CST: 靈修 4.CST: 讀經  244.93  

以嘴親子 = Kiss the son / 徐石瑋 Sherri 

Chan 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出版社, 11112 .-- 148 面; 23 公分 .-- 

(生命造就) .-- ISBN 978-986-277-367-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聖經 3.CST: 信

仰 4.CST: 靈修  244.93  

同訪古道 : 清教徒靈修指引 / 理查.羅

斯(Richard Rushing)編著 ; 張仲騏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

司, 111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228-3-2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在職場作主門徒 : 職場門徒的訓練

指南 / 大衛.吉爾(David W. Gill)著 ; 陶

文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

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 (當代管理叢書 ; 14) .-- ISBN 978-

957-556-95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職

場  244.93  

從祈禱到全德之路 : 詮釋聖女大德

蘭<<全德之路>>最精采的 20 堂課 / 

賈培爾(Gabriel of St. Mary Magdalen)

著 ;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星火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240 面; 23 公分 .-- (加爾默羅靈修 ; 

25) .-- ISBN 978-626-96843-2-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德蘭(Teresa, de Cepeda Y de 

Ahumada, Saint, 1515-1582) 2.CST: 天

主教 3.CST: 靈修  244.93  

患難中的 30 個禱告 : 與楊腓力一起

學 習 陪 伴 受 苦 者  / 楊 腓 力 (Philip 

Yancey)著 ; 余欣穎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202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233-28-3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祈

禱  244.93  

智慧的泉源 : 湧流生命智慧的話語 / 

邵貴恩(Gwen Shaw)著 ; 李琳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靈

修 叢 書  ; ES116) .-- ISBN 978-626-

7136-44-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生

活指導  244.93  

我的信仰人生 : 一位教育學者的告

白 / 周保男著 .-- 屏東縣內埔鄉 : 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智慧媒材研創中心, 

11112 .-- 2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95782-9-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見

證  244.95  

神岡週記. 4 / 楊禎禕編 .-- 初版 .-- 臺

中市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神岡教會, 

11112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125-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見證 3.CST: 文

集  244.9507  

子女心 父母情 : 將你和孩子的心都

對齊上帝,教養才能深入孩子的生命。 

/ 泰德.崔普(Tedd Tripp)著 ; 龐慧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12 .-- 296 面; 21 公分 .-- (成長系

列) .-- ISBN 978-986-400-44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職教育  244.99  

我不是耶穌的粉絲  / 凱爾 .艾德曼

(Kyle Idleman)著 ; 童貴珊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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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63-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基督徒  245  

信仰與教牧諮商 : 結合理論基礎與

豐富實務的諮商輔導專書 / 張宰金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版社出

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 544 面; 23 公分 .-- (實踐神學系列 ; 

90) .-- ISBN 978-626-96848-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諮商  245  

同伴旅途的見證人 / 謝懷安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

生教會, 1120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46-1-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教牧學  245.1  

講道 Info : 講道進階手冊 / 劉幸枝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版社出

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 304 面; 23 公分 .-- (實踐神學系列 ; 

93) .-- ISBN 978-626-96848-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1  

千縷微風 : 甲年主日講道集 / 潘家駿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天主

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1120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94-8-3 (精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教牧學  245.2  

傳揚祂旨意 : 英格蘭長老教會宣教

史 1847-1947 =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 

the history of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 萬 榮 華 (Edward 

Band)作 ; 楊雅婷, 黃楷君翻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臺北市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

會歷史委員會, 11112 .-- 冊 .-- (臺灣

史料集成.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資料彙

編 ; 4) .-- ISBN 978-986-532-781-1 (全

套:精裝) NT$870 普遍級  

1.CST: 英格蘭長老教會 2.CST: 教牧

學 3.CST: 歷史  245.6  

婦女事工百週年 再創新亮點 : 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婦女事工百週年特刊 

= PCT women ministry centennial issue / 

連嫦美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基督

長 老 教 會 總 會 婦 女 事 工 委 員 會 , 

11112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397-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婦女事工

委員會  246.533  

<<聖靈真見證冊>>校注 : 真耶穌教

會魏保羅長老傳教日誌 / 魏保羅原

著 ; 謝宗豪, 何妤柔, 陳敬樺, 劉康平, 

陳脩介校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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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86-7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魏保羅 2.CST: 真耶穌教會 

3.CST: 傳教史 4.CST: 基督教傳記  

246.97  

聖靈活動在教會歷史中的運作 = The 

works of holy spirit in church history / 陳

勝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8 面; 23

公分 .-- (研經叢書) .-- ISBN 978-626-

95936-9-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聖靈 2.CST: 基督教 3.CST: 教

會  247  

教會歷史 = Church history / 宋海直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活道出版社, 

11112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086-9-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教會 3.CST: 歷

史  247.09  

主恩七十 : 臺北聖家堂建堂 70 周年

堂慶特刊 1952~2022 / 姚凌森, 張靖安, 

張秀莒, 孫惠康, 黃金瑜, 葉翠雲, 尤

淑雅, 鐘丁科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主教臺北聖家堂,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8991-2-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臺北聖家堂 2.CST: 天主教  

247.1  

一段未知的旅程 : 從江淮水災到共

產中國,樂勒脫修女眼中的動盪年代 

/ 派 翠 西 亞 . 珍 . 馬 尼 恩 (Patrica Jean 

Manion)著 ; 冉瑩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48 面; 21 公分 .-- (歷史.中

國史) .-- ISBN 978-957-05-3476-4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樂勒脫修女會 2.CST: 天主教 

3.CST: 傳教史 4.CST: 中國  248.89  

我親眼看見神 = My eyes have seen 

God / 謝順道著 .-- 增訂一版 .-- 臺中

市  : 腓 利 門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40 面; 21 公分 .-- (順道文

集) .-- ISBN 978-626-96986-0-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謝順道 2.CST: 基督教傳記 

3.CST: 臺灣  249.933  

一條簡單的道路 : 德蕾莎修女的質

樸之道 / 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著 ; 魯心妲.瓦迪(Lucinda Vardey)編 ; 

高志仁, 曾文儀, 魏德驥譯 .-- 三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232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叢

書) .-- ISBN 978-986-360-204-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德蕾莎(Teresa, Mother, 1910-

1997) 2.CST: 天主教 3.CST: 社會服

務  249.9371  

暗夜中的德蕾莎姆姆 : 愛的痛苦與

希望 / 保祿.麥睿(Paul Murray)著 ; 同

增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事業, 1120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99-3 (平裝) NT$230 普

遍級  

1.CST: 德蕾莎(Teresa, Mother, 1910-

1997) 2.CST: 天主教傳記  249.9371  

巴克禮宣教回憶錄 / 巴克禮(Thomas 

Barclay)作 ; 劉維瑛主編 ; 張新, 楊雅

婷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 ; 臺北市 : 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 11112 .-- 

300 面; 22 公分 .-- (臺灣史料集成. 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資料彙編  ; 3) .-- 

ISBN 978-986-532-780-4 ( 精 裝 ) 

NT$265 普遍級  

1.CST: 巴克禮(Barclay, Thomas) 

2.CST: 基督教傳記  249.941  

馬雅各的故事 / 游常山, 胡芳芳著 ; 

徐建國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

文化企業社, 11201 .-- 208 面; 21 公

分 .-- (少兒文學館 ; 6) .-- ISBN 978-

626-96888-3-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馬雅各(Maxwell, James 

Laidlaw, 1836-1921) 2.CST: 基督教傳

記 3.CST: 通俗作品  249.941  

清貧與富足 : 台東基督教醫院創院

院長譚維義 = Scarcity and abundance : 

a story about Dr.Frank Dennis, the 

founding superintendent of Taitung 

Christian Hospital / 吳方芳著 ; 呂巧婕

譯 .-- 初版 .-- 臺東市 : 東基醫療財團

法人, 11201 .-- 80 面; 19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626-95882-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譚維義(Dennis, Frank) 2.CST: 

基督教傳記  249.952  

馬偕的故事 / 游常山, 胡芳芳著 ; 徐

建國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

化企業社,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 (少兒文學館 ; 5) .-- ISBN 978-626-

96888-2-1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馬偕(Mackay, George Leslie, 

1844-1901) 2.CST: 基督教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249.953  

其他宗教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58, 臺灣時期

1998~1999 / 林榮澤編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

學研究院文獻館發行, 11201 .-- 6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06-0-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59, 臺灣時期

1999~2000 / 林榮澤編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

學研究院文獻館發行, 11201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06-1-1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60, 國外聖訓

1998 / 林榮澤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

究院文獻館發行, 11201 .-- 5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706-2-8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十方宇宙封神榜 彌勒天籙. 第二部 / 

彌勒皇佛作 ; 彌勒決賢神譯 .-- 臺北

市 : 彌勒皇教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02-80-7 ( 上 冊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台灣古寺歷史影像 : 附日本寺院與

神社 / 徐宗懋中文撰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世語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 174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805-1-1 (精裝) NT$28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寺廟 3.CST: 

臺灣  272.097  

好神彰化 / 張翰憂責任編輯 .-- 彰化

市 :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11201 .-- 74

面; 22 公分 .-- (彰化散策 ; 3) .-- ISBN 

978-626-7241-1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寺廟 3.CST: 

彰化縣  272.097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木王船工藝 / 蔡

誌山, 蔡東祐, 陳淑華, 梁芝茗, 張倫

綱編輯 .-- 屏東縣東港鎮 : 財團法人

台灣省屏東縣東港東隆宮,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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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5534-1-9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普

遍級  

1.CST: 王船祭 2.CST: 民俗活動 

3.CST: 民間工藝 4.CST: 屏東縣東港

鎮  272.95  

神明在看著呢 : 我的巫女日記 / 洪承

喜著 ; 賴姵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256 面; 21 公分 .-- (mark ; 180) .-- 

ISBN 978-626-7206-67-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薩滿教 2.CST: 韓國  276.4  

神話 

中心與聖境 : 崑崙神話神聖空間與

圖像研究 / 高莉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 文 豐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04 面; 21 公分 .-- (典範集成.

文學 ; 17) .-- ISBN 978-957-17-3343-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宗教哲學 

3.CST: 跨文化研究  282  

真愛大道 / 道合子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澳肯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 264 面; 30 公分 .-- (心道藏) .-- ISBN 

978-626-96488-4-9 (平裝) .-- ISBN 978-

626-96488-5-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82  

淪波救世錄 / 道合子總編輯 .-- 初

版 .-- 高雄市 : 澳肯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260 面; 30 公分 .-- (心道藏) .-

- ISBN 978-626-96488-6-3 (平裝 ) .-- 

ISBN 978-626-96488-7-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神話  282  

希臘神話故事作為生命指引的路標 

= Greek mythology as a signpost for life 

guidance / 江蘭貞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120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6-

254-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生命教育  

284.95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 朴始連著 ; 崔優

彬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96 面; 25

公分 .-- (漫畫神話故事) .-- ISBN 978-

626-358-000-8 (第 19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羅馬神話 

3.CST: 漫畫  284.95  

術數；迷信 

占星療癒魔法 : 透過占星學與宇宙

週期同步,校準自身能量,實現你想要

的健康與豐盛  / 珍妮佛 .拉西奧皮

(Jennifer Racioppi)著 ; 韓沁林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202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39-5 (平裝) 

NT$57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薩爾占星全集. 1, 導論、判斷法則、

卜卦 / 班傑明.戴克(Benjamin N. Dykes)

英文編譯 ; 郜捷 Zora Gao 中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星空凝視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85-5-3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靈籤詳解. 第十冊, 55-60 癸字籤 / 郭

小萍作 .-- 第 2 版 .-- 新北市 : 板橋區

港仔嘴福德宮, 11201 .-- 6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789-2-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籤詩  292.77  

你是幾號人 : 生命靈數解析你的愛

情.事業.財運 / 倪端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人

生顧問 ; 474) .-- ISBN 978-626-353-

387-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茶葉占卜卡 : 傳承百年的茶葉占卜

智慧,精準解讀未來運勢、洞悉生命

方向 / 蕾.赫本(Rae Hepburn)著 ; 安德

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

社 , 11202 .-- 104 面 ; 18 公 分  .-- 

(Change ; 8) .-- ISBN 978-626-96773-5-

1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茶葉  292.96  

從零基礎開始學生命靈數 : 日本生

命靈數教父帶你解讀生日數字,破解

人生劇本的關鍵密碼 / 葉月虹映著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丘文

化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900-4-0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數字  293.1  

*滴天髓三十天快譯通 / 於光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於光泰, 11201 .-- 8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858-

8 (精裝) NT$140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93.1  

冰鑑新解 / 曾國藩原著 ; 王清遠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3 公分 .-

- (諸子百家大講座 ; 24) .-- ISBN 978-

626-96716-5-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相書  293.2  

巫者的世界 / 林富士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9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巫術 2.CST: 巫醫 3.CST: 文化

研究 4.CST: 中國  295  

靈界運作 : 全面理解靈界生態,同步

保護並健全自己的能量,讓身心再進

化 / 小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46-

2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CST: 靈修  296.1  

推背圖學 / 揚知益人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濃宇文創出版有限公司 , 

11112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970-0-7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預言  296.5  

自然科學類 

總論 

你有什麼問題? : BBC 專家為你解答 

/ <<BBC 知識>>國際中文版作 ; 高英

哲, 吳侑達, 黃妤萱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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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8 面; 15X17 公分 .-- 

(Earth ; 22) .-- ISBN 978-626-96059-6-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問題集  302.2  

*科教館學刊. volume 3 : 2022 全國科

普論壇論文專輯 =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2022 / 錢康偉 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科學

教育館, 11112 .-- 264 面; 26 公分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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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ISBN 978-626-345-105-6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期刊  305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年報 . 110 = 

NTSEC annual report / 吳中益主編 .-- 

臺 北 市  : 國 立 臺 灣 科 學 教 育 館 , 

11112 .-- 1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98-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06.833  

如果世界沒有力 / 段張取藝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48 面; 29 公分 .-- (瘋狂想像

漫畫物理大百科 ; 2) .-- ISBN 978-626-

96210-6-4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如果世界沒有熱 / 段張取藝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48 面; 29 公分 .-- (瘋狂想像

漫畫物理大百科 ; 1) .-- ISBN 978-626-

96210-5-7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南極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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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險隊 ; 

2) .-- ISBN 978-626-7258-02-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科學起步走 : 生活處處是科學 / 凱蒂.

黛恩絲(Katie Daynes)文 ; 史戴弗諾.陶

格奈提(Stefano Tognetti)圖 ; 徐仕美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8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355-071-1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原來大自然這麼好玩! : 動物的原來

如此. A / 肥志編.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3-271-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動物 3.CST: 漫畫  

307.9  

原來大自然這麼好玩! : 動物的原來

如此. B / 肥志編.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3-272-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動物 3.CST: 漫畫  

307.9  

原來大自然這麼好玩! : 植物的原來

如此. A / 肥志編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3-269-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植物 3.CST: 漫畫  

307.9  

原來大自然這麼好玩! : 植物的原來

如此. B / 肥志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3-270-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植物 3.CST: 漫畫  

307.9  

神奇圖書館 : 天空歷險記. 3, 「恐龍」

來了 / 凱叔作 ; 貓九插畫, 韓冰插畫 .-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256 面; 23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21-607-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異想天開的有趣科學. 1, 狗兒大便竟

然會看方向? / 元鍾禹, 崔香淑作 ; 金

成淵繪 ; 陳靖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2 .-- 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88-18-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漫畫人類大發明與發現 / 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90-40-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發明 3.CST: 漫畫  

307.9  

哆啦 A 夢科學大冒險. 5 : 奔向星空

大宇宙 /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 栗園

MISAKI 漫畫 ; 游韻馨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25-7 (平裝) NT$24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數學 

數學探險王. 1, 奇妙的大陸 / 張順燕

主編 ; 紙上魔方繪 .-- [新北市] : 大智

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128 面; 23 公

分 .-- (知識好好玩 ; 5) .-- ISBN 978-

626-96873-0-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誰都可能呼攏你 ,但是數學不會  : 

SUPER 教師引路,為人生開外掛的 38

則思考筆記 / 黃光文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240 面; 19 公分 .-- (定位點 ; 

8) .-- ISBN 978-626-305-401-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數學大觀念 : 全面理解從數字到微

積分的 12 大觀念  / 亞瑟 .班傑明

(Arthur Benjamin)著 ; 王君儒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203 .-- 4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62-613-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310.3  

圖說演算法 : 使用 C# / 吳燦銘, 胡昭

民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4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49-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演算法 2.CST: C#(電腦程式語

言)  318.1  

機率與統計 / 繆紹綱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201 .-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

36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率 2.CST: 數理統計  319.1  

零數學的賽局論 : 逆向選擇 X 納許

均衡 X 柏拉圖效率 X 資訊對等 X 策

略互動,邏輯使人精準決策,理性讓你

賽局致勝! / 邢群麟, 王豔明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210 面; 21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82-0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博奕論  319.2  

賽局理論 / 樊沁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202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2-69-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博奕論  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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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資訊科學 

資訊科技與教學應用 : 議題、理論

與實務 / 吳明隆, 林振欽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202 .--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209-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科技 2.CST: 電腦輔助教

學  312  

AI 來了 LAW 變了 / 財團法人人工智

慧法律國際研究基金會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人工智慧法

律國際研究基金會, 11201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997-0-4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資訊法規 2.CST: 人工智慧 

3.CST: 文集  312.023  

網際網路應用 / 徐敏珠, 唐日新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296 面; 26 公分 .-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673-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網際網路 2.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53  

流量暴衝!WPxFBxGooglexSEO 最強

架站與數位行銷整合攻略 / 林建睿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4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46-90-3 ( 平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網站 2.CST: 網頁設計 3.CST: 

網路行銷  312.1695  

PythonXPandasXTA-Lib 實戰攻略解

析 : 從零開始打造專屬量化合約機

器人 / 張嘉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54-

3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機器人 2.CST: 電腦程式設計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2  

Python 桌面開發王者 : Qt 6 全方位實

例應用開發 / 鄭阿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10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84-2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2  

提升程式設計的運算思維力 : 國際

程式設計競賽之演算法原理、題型、

解題技巧與重點解析 / 吳永輝, 王建

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39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演算法  

312.2  

領 域 驅 動 設 計 學 習 手 冊  / Vladik 

Khononov 著 ; 徐浩軒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9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軟體研

發  312.2  

VisualBasic 程式基礎入門 設計寶典 / 

黃瑞祥, 松橋 3 小組工作室作 .-- 新北

市 : 經瑋文化, 11202 .-- 2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615-542-0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APCS 使用 C / 數位新知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94-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APCS 使用 C++ / 數位新知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40-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運算思維程式講堂 : 輕鬆上手 C++的

基礎入門課 / 吳燦銘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345-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圖說演算法 : 使用 C++ / 吳燦銘, 胡

昭民作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52-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圖說演算法 : 使用 C 語言 / 吳燦銘, 

胡昭民作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51-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Java 程式設計高手 / 陳明編著 .-- 新

北市 : 易習圖書, 11202 .-- 6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21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Java 開發者的 DevOps 工具 / Stephen 

Chin, Melissa Mckay, Ixchel Ruiz, 

Baruch Sadogursky 著 ; 楊新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8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2.CST: 軟

體研發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32J3  

JavaScript 精選 14 堂課 : 網頁程式設

計實作 / 陳婉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47-

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Vue.js 設 計 實 戰  / 霍 春 陽 原 著  ; 

22dotsstudi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83-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2.CST: 網頁設計  312.32J36  

重新認識 Vue.js : 008 天絕對看不完

的 Vue.js 3 指南 / 許國政(Kuro)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57-4 ( 平 裝 ) 

NT$660 普遍級  

1.CST: 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APCS 使用 Python / 數位新知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93-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AI 人員必修的科學計算 : 數

學、機率、統計、演算法 / 畢文斌, 

毛悅悅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15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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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626-7273-04-3 (平

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Office 辦公自動化實戰 / 王國

平原著 ; H&C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95-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OFFICE(電腦程式) 3.CST: 辦公室自

動化  312.32P97  

手術刀般精準的 FRM : 用 Python 科

學管控財金風險. 基礎篇 / 梁健斌, 安

然, 蘆葦編著 ; 姜偉生, 塗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85-9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金融管理 3.CST: 風險管理  

312.32P97  

用最簡潔的 Python 上手 : 深度學習

從精通再成大神  / 宋立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2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73-12-8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機器學習 3.CST: 人工智慧  

312.32P97  

Access 資料庫系統概論與實務 / 王仲

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43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39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ACCESS(電腦程式) 2.CST: 資

料庫管理系統  312.49A42  

Excel 行銷管理實務應用武功祕笈 / 

林佳生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 

11202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21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2.CST: 行

銷管理  312.49E9  

Excel 進階函數與 PowerQuery 整合應

用 : 資料清洗與整理 / 周勝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82-8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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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idWorks 3D 製圖進階設計武功祕

笈 / 陳俊鴻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201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20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培訓

教 材  /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 二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72 面; 26 公分 .-- 繁體中文

版 .-- ISBN 978-626-333-348-2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UniGraphics NX 基礎設計 武功祕笈 / 

梁景華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 

1120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20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Unigraphic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輔助設計  312.49U5  

UniGraphics NX 進階設計 武功祕笈 / 

梁景華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 

11202 .-- 5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20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Unigraphic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輔助設計  312.49U5  

ESP32 物聯網基礎 10 門課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738 面; 30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72-6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物聯網  312.52  

POS 前端銷售 App 系統 設計寶典 / 

孫惠民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1201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15-54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跟我學 Windows 11 : 輕鬆操控 X 提

升效率 / 郭姮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0

面; 23 公分 .-- 22H2 年度改版 .-- ISBN 

978-626-324-38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WINDOWS(電腦程式) 2.CST: 

作業系統  312.53  

APP 開 發 最 強 雙 引 擎  : Node-

RED+App Inventor 2,用視覺化環境打

造 IoT 物聯網裝置 / 陳會安著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356-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行動資訊  312.711  

翻倍效率工作術 : 不會就太可惜的

Power BI 大數據視覺圖表設計與分

析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三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39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探勘 2.CST: 商業資料處

理  312.74  

PHP8/MySQL 網頁程式設計自學聖

經 / 黃信溢,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6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37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PHP(電腦程式語言) 2.CST: 

SQL(電腦程式語言) 3.CST: 網頁設

計 4.CST: 網路資料庫  312.754  

人手一本的資安健診實作課 : 不是

專家也能自己動手做! / 陳瑞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55-0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資訊安全  312.76  

我的第一本元宇宙指南 / 金相均, 吳

正錫著 ; 黃莞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88-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數位科技  

312.8  

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Unity 程式設計入門講義  / 盛介中

著 .-- 修訂一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盛

介中, 11112 .-- 4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883-0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8  

Tensorflow 接班王者 : Google JAX 深

度學習又快又強大 / 王曉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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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46-89-7 (平裝) NT$720 普

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  

人 工 智 慧  : Python 程 式 應 用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Python 

programming applications / 陳若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5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468-4-5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Python(電腦

程式語言)  312.83  

*運用 AI 協助 ESG 實踐 : 以溫室氣

體盤查與碳足跡計算為例 / 黃秀鳳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傑克商業自動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40 面; 30

公分 .-- (AI 稽核軟體實務個案演練

系列) .-- ISBN 978-986-98959-8-9 (平

裝附影音光碟) NT$120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稽核 3.CST: 

電腦軟體 4.CST: 碳排放  312.83  

TinyML 經 典 範 例 集  / Gian Marco 

Iodice 原著 ; 曾吉弘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40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1  

理論到實作都一清二楚 : 機器學習

運作架構原理深究  / 李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88-0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312.831  

天文學 

動物小夥伴的超級太空週末 / 蓋兒.

阿莫拉斯(Gaëlle Alméras)著 ; 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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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25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59) .-- ISBN 

978-626-318-533-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天文學 2.CST: 通俗作品  

320  

我 們 的 唯 一  / 黛 博 拉 . 霍 普 金 森

(Deborah Hopkinson)文 ; 查克.葛洛尼

(Chuck Groenink)圖 ; 蕭辰倢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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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40 面; 25X26 公分 .-

- (Exploring ; 12) .-- ISBN 978-626-

7200-41-4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天文學 3.CST: 繪

本 4.SHTB: 天文--3-6 歲幼兒讀物  

323.9  

外星地囚 : 隱藏在道西地下的人間

煉獄 / 廖日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3 公分 .-- (星際傳訊 ; STU11104) .-- 

ISBN 978-626-95202-9-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外星人 2.CST: 奇聞異象  

326.96  

短期豪雨監控預警及中長期乾旱趨

勢分析 = Short-term torrential rainfall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long-term 

drought analysis / 台灣整合防災工程

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29-4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氣候預測 2.CST: 自動化 

3.CST: 降水量 4.CST: 乾旱  328.888  

人工增雨計畫. 111 年 / 國立臺灣大

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1112 .-- 1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52-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人造雨  328.89  

物理 

普通物理 / Raymond A. Serway, John 

W. Jewett,Jr., Shang-fang Tsai 原著 ; 蔡

尚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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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6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52-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330  

醫護物理 / 許建文, 温政宏編著 .-- 四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4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醫護物理  330  

這場遊戲不是夢,全面進化的量子文

明時代 / Kevin Chen(陳根)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72-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量子力學  331.3  

流體力學 : 理論與實務 / Andrew L. 

Gerhart, John I. Hochstein, Philip M. 

Gerhart 原著 ; 杜鳳棋, 楊授印, 謝瑞

青編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

有限公司, 11201 .-- 78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78-367-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流體力學  332.6  

(國民營事業)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

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 林柏超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522-2 (平裝) 

NT$410 普遍級  

1.CST: 流體力學 2.CST: 問題集  

332.6022  

地質學 

近海水文觀測站網維護管理與運作. 

111 年度 =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astal ocean monitoring network in 

the sea embankment area 2022 / 財團法

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成功大學近

海水文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6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42-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水文學 2.CST: 水文測量  

351.7  

很遠很遠的水 / 陳姿華編著 .-- 新北

市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 十 河 川 局 , 

11112 .-- 35 面; 20X28 公分 .-- ISBN 

978-986-533-339-3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河川 2.CST: 繪本  351.81  

深 : 海洋怪奇物語;自由潛水人、叛

逆科學家與我們的海洋手足 / 詹姆

斯.奈斯特作 ; 黃珈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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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80 面; 21 公分 .-

- (發光體 ; 7) .-- ISBN 978-626-96892-

5-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潛水 2.CST: 海洋學 3.CST: 海

洋生物  351.9  



26 

 

*溫泉監測井網觀測計畫. 111 年度 = 

Taiwan's hot spring monitoring report 

2022 / 嘉南藥理大學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50-

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溫泉 2.CST: 環境監測  354.3  

地層下陷防治推動計畫. 111 年 = The 

project for annual work plan of land-

subsidence prevention and reclamation in 

2022 /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41-

6 (平裝附光碟片) NT$1500 普遍級  

1.CST: 地層下陷 2.CST: 地下水  

354.7  

量化深層垂向變位影響因子及技術

整合服務計畫 = Evaluating the impact 

factors on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deep 

soil layers and intergration of land 

subsidence mitigation measures / 國立成

功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1112 .-- 3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361-4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地層下陷  354.7  

雲林地區地層壓縮參數調查與資料

分 析 . 111 年  = Compressibility 

parameter investigation and field data 

analysis for strata of Yunlin area in 2022 

/ 林政偉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中市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水 利 規 劃 試 驗 所 , 

11112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37-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800 普遍級  

1.CST: 地層下陷 2.CST: 雲林縣  

354.7  

彰化與雲林地區地層下陷監測及分

析 . 111 年 度  =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land subsidence of Changhua 

and Yunlin area in 2022 / 詮華國土測

繪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40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40-9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地層下陷  354.7  

彰雲地層下陷監測井井況評估及量

測 精 度 探 討  = Well condition 

assessment and discussion on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e multi-layer 

compaction monitoring well in Changhua 

and Yunlin area /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59-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地層下陷 2.CST: 環境監測 

3.CST: 井  354.7  

臺北、苗栗、臺中、嘉義與屏東地

區地層下陷監測及分析. 111 年度 =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land 

subsidence of Taipei, Miaoli, Taichung, 

Chiayi and Pingtung area in 2022 / 國立

成功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

濟部水利署, 11112 .-- 24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51-5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地層下陷  354.7  

潛在大規模崩塌之調查及觀測技術

手 冊  = Large-scale landslide 

investigation observation / 林錫宏, 朱偉

嘉, 呂家豪, 汪俊彥, 王國隆總編輯 ; 

紀宗吉, 陳昭維總策劃 .-- 二版 .-- 新

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臺

北市] : 青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111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22-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地質調查 2.CST: 環境地質學 

3.CST: 防災工程  356  

臺灣坡地環境地質圖集說明書 = The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of slopeland in Taiwan / 紀宗吉主

編 .-- 新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 1111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46-1 (平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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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極岩石百科 : 最完整的岩石與礦

物參考書 / 史蒂夫.托梅切克作 ; 邱淑

慧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96369-7-6 (精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岩石 2.CST: 礦物 3.CST: 通俗

作品  358  

生物學 

細胞與幹細胞 : 解碼你身體裡的神

奇生命科學 / 王佃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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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83-9-0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細胞 2.CST: 幹細胞 3.CST: 通

俗作品  364  

*走揣捌字者 = Tsáu-tshuē Bat-ji-tsiá 

/ 鄭若珣文 ; 曹益欣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11112 .-- 56

面; 24X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

768-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生態教育 2.CST: 繪本  367  

苗苗要回家 / 黃靖甯圖文 .-- 二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202 .-

- 18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91-57-9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生態教育 2.CST: 繪本 

3.SHTB: 生態--3-6 歲幼兒讀物  367  

*尋找識字者 / 鄭若珣文 ; 曹益欣圖 .-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11112 .-- 56 面; 24X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767-5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生態教育 2.CST: 繪本  367  

文淵老樹生態教育園區導覽手冊  / 

彭國棟, 葉明峰撰文 .-- 南投縣埔里

鎮 : 南投縣埔里鎮珠仔山社區發展

協會, 11201 .-- 1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226-3-4 (平裝 ) NT$350 .-- 

ISBN 978-986-91226-4-1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然保育 2.CST: 生態保育區 

3.CST: 文淵老樹生態教育園區  

367.7  

應用微生物學 = Applied microbiology 

/ 王三郎著 .-- 七版 .-- 新北市 : 高立

圖書有限公司, 11201 .-- 4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6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生物學  369  

30 個不可不知的細胞免疫處方箋 : 

全面了解細胞、免疫、病毒相關知

識,當個聰明的病人 / 王泰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376 面; 21 公

分 .-- (身體文化 ; 176) .-- ISBN 978-

626-353-385-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免疫學 2.CST: 細胞學  

369.85  

免疫 : 一趟旅程,帶你進入維持生命

的神祕系統 / 菲利普.德特默(Philipp 

Dettmer)作 ; 周序諦譯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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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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84 面; 24 公分 .-- 

(鷹之眼 ; 14) .-- ISBN 978-626-7255-

04-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免疫學  369.85  

教育.行動.吃出免疫力 / 張藝懿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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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28-8-1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免疫力 2.CST: 免疫學  

369.85  

植物學 

WOW!驚喜百科. 5, 用 AR 認識植物 / 

迪沃(Devar)教育娛樂科技公司編著 ; 

蔡心語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62 面; 23X25

公分 .-- (IQ up ; 39) .-- ISBN 978-626-

320-359-4 (精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植物學 2.CST: 通俗作品  

370  

穿山甲達特 / 劉秀俐文字 ; 張博欽插

畫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2 .-- 108 面; 18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9-13-9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植物 2.CST: 通俗作品  370  

鄰居的植物諮商室 : 聊聊植物,暢談

人生,找到最溫柔的撫慰 / 申惠雨著 ; 

林芳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人文思潮 ; 162) .-- ISBN 978-

986-134-44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植物學 2.CST: 通俗作品  

370  

環遊世界八十樹  / 強納生 .德洛里

(Jonathan Drori)著  ; 綠西兒 .克雷克

(Lucille Clerc)繪 ; 杜蘊慧譯 .-- 增訂一

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34) .-- ISBN 978-626-96577-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通俗作品  370  

動物學 

我們都是一家人 : 大自然裡的獨特

家庭 / 露西.雷諾斯(Lucy Reynolds)文 ; 

珍娜.赫曼(Jenna Herman)圖 ; 楊弘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6X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53-346-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動物學 

3.CST: 繪本 4.SHTB: 動物--3-6 歲幼

兒讀物  383.7  

鬧哄哄的巢  / 黛安娜 .哈茨.阿斯頓

(Di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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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 ISBN 978-626-7038-

69-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築巢 3.CST: 

繪本 4.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83.7  

香山濕地蟹踪 / 陳岫女, 張功昇編

輯 .-- 新竹市 : 新竹市政府, 11112 .-- 

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91-

52-4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蟹 2.CST: 新竹市香山區  

387.13  

蟹謝您 台 26 線愛的守護 / 林郁倩撰

文 ; 俞孝宜繪圖 .-- 屏東縣潮州鎮 : 交

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 

11112 .-- 4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1-460-6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蟹 2.CST: 自然保育 3.CST: 繪

本  387.13  

有耐心的蝴蝶 /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

(Di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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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 ISBN 978-626-7038-

70-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蝴蝶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昆蟲--3-6 歲幼兒讀物  

387.793  

墾丁國家公園蛾類圖鑑. 第二冊, 非

大 異 角 類  =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moths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part 2, 

non-macroheteroceran groups / 顏聖紘, 

廖士睿, 陳怡潔, 魏嬗如, 陳俊博著 .-- 

初版 .--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 11112 .-- 46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38-76-2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蛾 2.CST: 動物圖鑑 3.CST: 墾

丁國家公園  387.793  

漫畫恐龍笑料演化史 : 全世界恐龍

迷都一定要收藏的恐龍生態漫畫  / 

金渡潤著 ; 陳瑋婷翻譯 .-- 初版 .-- 桃

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Orange science ; 3) .-

- ISBN 978-626-96646-7-2 ( 平 裝 ) 

NT$499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 2.CST: 漫畫  388.794  

溪畔飛羽 : 臺中大坑溪的野鳥生態 / 

李大維著 .-- 臺中市 : 中臺科技大學, 

1111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4955-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鳥類 2.CST: 賞鳥 3.CST: 臺中

市  388.833  

*臺灣蝙蝠圖鑑 = A photographic guide 

to the bats of Taiwan / 鄭錫奇, 方引平, 

周政翰編著 .-- 第四版 .-- 南投縣集集

鎮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 11112 .-- 144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0-49-2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翼手目 2.CST: 動物圖鑑 

3.CST: 臺灣  389.44025  

人類學 

人類是五分之四的灰熊 : 拯救我們

的自然新觀點 / 道格拉斯.查德維克

(Douglas Chadwick)著 ; 柯清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知田出版, 福智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

分 .-- (US ; 3) .-- ISBN 978-626-95778-

5-9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人類生態學 2.CST: 自然保育  

391.5  

三週制霸國考解剖學 / 陳金山, 徐淑

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

出版社, 1120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500-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394  

醫師國考 Winner : 解剖學 / 夏昀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

社, 11202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50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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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爬蟲類腦?還是人類腦? : 跟著腦

科專家,徹底理解自我、看透人心 / 

李相泫作 ; 譚妮如翻譯 .-- 初版 .-- 桃

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646-6-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腦部 2.CST: 神經學  394.911  

完全圖解認識我們的身體 / 健康研

究中心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

野 New Vision, 11203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569-9-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397  

自造幸福 : 暢銷身心科醫師作家,教

你三步驟具體實現身心健康、關係

和諧、財富成功的最佳人生 / 樺澤

紫苑著 ; 蔡昭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66-0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幸福 2.CST: 腦部 3.CST: 神經

生理學  398.2  

應用科學類 

總論 

TQC+ 商 品 造 型 設 計 認 證 指 南  : 

Rhinoceros 7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384-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電腦程式 

3.CST: 電腦輔助設計 4.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02.9  

醫藥 

生命醫學倫理學與神學之間 : 基督

信仰的生命醫學倫理觀  = Between 

bioethics and theology / 戴正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聖公會三一書院, 

1120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949-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學倫理學 2.CST: 宗教倫理  

410.1619  

健康福祉產業發展趨勢 / 王柏勝, 吳

育瑋, 吳菁宜, 李冠逸, 李英俊, 林燕

山, 施振榮, 胡文郁, 張芸甄, 張俊彥, 

張慈映, 郭育誠, 郭藍遠, 陳俊璋, 陳

惠美, 雪必兒, 游秋燕, 程紋貞, 黃毓

瑩, 劉德明, 鄭鈞元, 蘇姵綺作 ; 郭藍

遠主編 .-- 高雄市 : 教育部資訊及科

技教育司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

培育計畫-健康福祉教學推動中心 , 

1120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45-10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康醫療業 2.CST: 健康照護 

3.CST: 醫療科技 4.CST: 文集  

410.1655  

臺灣拓展新南向醫療市場之產業發

展策略 / 王健全, 李淳, 吳明彥, 顏慧

欣, 王煜翔, 鍾和益, 陳怡伶, 施皇如

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 

11112 .-- 220 面; 30 公分 .-- (專題報

告 ; 2022-12) .-- ISBN 978-626-96832-

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康醫療業 2.CST: 產業發展  

410.1655  

復健台語 = Rehabilitation in Taiwanese 

/ 張嘉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灣母語工作室, 11201 .-- 248 面; 26 公

分 .-- (醫學人文叢書 ; 1) .-- ISBN 978-

986-94261-4-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復健醫學 2.CST: 醫學教育 

3.CST: 臺語  410.38  

人本食氣 : 重返人類最適飲食及無

病 生 活  / 希 爾 頓 . 赫 特 瑪 (Hilton 

Hotema)著 ; 白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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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2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7085-67-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人體空間能量醫學 : 幫症狀找出口,

為能量留通道,找到消病健體的契機 

/ 謝繡竹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352 面; 

23 公分 .-- (Joyful life ; 16) .-- ISBN 

978-626-7198-23-0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能量  411.1  

素生經 / 張家寧作 .-- 第一版 .-- 臺中

市 : 素行生命能量協會出版 ; 臺北市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14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18-1-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身心關係  

411.1  

健康百諺 : 這樣做健康又長壽 / 李恆

有, 顧代明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33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88) .-- ISBN 

978-626-7134-84-9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福德長壽的智慧 : 邁向健康的世紀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11201 .-- 136 面; 19 公分 .-- (教學叢

書 ; 33) .-- ISBN 978-626-96374-5-4 (平

裝) NT$125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祛寒溫養 / ORANGE PAGE 編輯部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65-95-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丹田呼吸健康聖經 / 健康人生研究

會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203 .-- 44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569-8-1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呼吸法  411.12  

溫泉健康研究室 : 發現泡湯的養生

療癒力 / 陳家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201 .-- 272 面; 23 公分 .-- (舒活

家系列 ; HD2043X) .-- ISBN 978-626-

96828-5-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溫泉 2.CST: 健康法  411.13  

修復瑜伽的身心放鬆練習 : 全身部

位解痛伸展、生活日常減壓放鬆,找

回平衡情緒的安穩力量 / Katie(何雨

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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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84-69-1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運動健康  

411.15  

少食生活 : 吃少一點,變瘦一些,活久

一點,讓頭腦與身體都變年輕的活力

飲食法 / 石黒成治作 ; 林巍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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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53-32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健康法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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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期營養 / 陳惠欣, 黃惠煐, 汪嵩遠, 

楊惠婷, 詹吟菁, 趙哲毅, 蔡文騰, 劉

承慈, 趙璧玉, 趙蓓敏合著 .-- 十一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35-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營養  411.3  

高齡營養學 / 李仁鳳, 林美芳, 林士民, 

金蘭馨, 戴瑄, 葉湘裕, 楊筑雅, 黃詩

茜, 吳淑如, 吳金珍, 趙品淳, 劉永峰, 

呂玟蒨, 黃惠玲, 張宏祺, 陳家蓁, 侯

玟伊合著 .-- 五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3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936-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營養學 2.CST: 健康飲食 

3.CST: 老人養護  411.3  

發酵聖經 : 奶、蛋、肉、魚、飲料 / 

山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 王秉

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2-98-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411.3  

發酵聖經 : 蔬果、穀類、根莖、豆

類 / 山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 

王秉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2-97-7 (平裝) NT$470 普

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411.3  

營養學 / 徐成金, 吳志忠, 盧義發, 蕭

慧美, 魏明敏, 張菡馨, 黃惠煐, 楊新

玲, 吳淑惠, 林錦華, 呂孟純, 陳宣穎, 

吳素珍, 趙璧玉合著 .-- 七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937-5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營養學  411.3  

拍手功治百病 : 簡單易學養生保健

法 / 侯秋東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成

嘉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300-2-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氣功  411.7  

北歐式健走全方位指導與推廣手冊 

= Original Nordic walking federation : 

trainer education program guidebook / 何

信弘, 方怡堯, Marko Kantaneva 編著 .-

- 嘉義縣民雄鄉 : 君好健康實業社出

版 ; [臺北市] : 臺灣北歐式健走學院, 

111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155-2-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行 2.CST: 運動健康 3.CST: 

運動訓練  411.712  

走路健康奇蹟 / 張明玉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203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569-6-7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健行  

411.712  

怎樣睡最健康 / 張明玉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203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569-7-4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多巴胺國度 : 在縱慾年代找到身心

平衡 / 安娜.蘭布克(Anna Lembke)著 ; 

鄭煥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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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自由學

習 ; 41) .-- ISBN 978-626-7195-17-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成癮 2.CST: 戒斷  411.8  

日本名醫教你飲酒的科學 : 一生健

康喝的必修講義 / 葉石香織著 ; 林曜

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256 面; 21 公分 .-- (名醫圖解 ; 29) .-

- ISBN 978-626-7095-93-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飲酒 2.CST: 健康法  411.81  

給女性的 6 週 168 間歇性斷食全書 : 

專業營養師教妳善用 532 原則,用食

物調整荷爾蒙,產後、更年期、停經

都適用,年過 40 也能瘦! / 辛西亞.梭

羅(Cynthia Thurlow)著 ; 王念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360 面; 23 公分 .-

- (健康力) .-- ISBN 978-957-08-669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斷食療法 3.CST: 

婦女健康  411.94  

危難求生手冊 : 緊急時刻,專家教你

怎麼做! / 約書亞.皮文(Joshua Piven), 

大衛.博傑尼(David Borgenicht)著 ; 林

楸燕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3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7261-00-2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求生術 2.CST: 手冊  411.96  

戰爭來了!怎麼活下去 / 尖端科技軍

事雜誌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6-

0991-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求生術 2.CST: 戰爭 3.CST: 漫

畫  411.96  

*「防疫時代與地方治理-新冠肺炎

帶來的挑戰與展望」研討會專刊  /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112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1-34-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衛生政策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412.13307  

日治時期台灣公衛防疫文獻叢編. 第

一輯 / 翔大圖書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翔大圖書有限公司, 11112 .-

- 冊 .-- ISBN 978-957-8651-89-0 (全套:

精裝) NT$1300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衛生 2.CST: 日據時期 

3.CST: 叢書 4.CST: 臺灣  412.13308  

*泰國傳統醫藥註冊登記輔導指引 / 

黃怡超, 陳美玲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11111 .-- 17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7-94-9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中醫藥管理 2.CST: 泰國  

412.2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 吳秀玲, 蘇嘉宏

著 .-- 十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51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759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事法規  412.21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 HACCP 之建立

與實務指引 / 陳德昇, 黃至盛, 黃俊儒, 

陳振芳, 游銅錫, 方繼, 陳淑莉合著 .-- 

六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

司, 11201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31-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食品衛生管理  412.25  

新編餐飲衛生與安全 / 陳德昇, 邱致

穎, 吳許得, 鄭信男, 夏先瑜, 彭庭芸, 

游銅錫, 葉佳聖, 紀學斌, 林苑暉合

著 .-- 八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201 .-- 4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28-3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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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食品衛生管理 2.CST: 餐飲管

理  412.25  

魚 與 熊 掌 兼 得  打 造

「CLEAN.REFRE」 : 兼顧「安全」

與「除菌」 / 內海洋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253-30-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消毒 2.CST: 消毒劑  412.48  

圖解細說病毒與除菌一書 / 內海洋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53-29-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消毒 2.CST: 消毒劑  412.48  

這樣預防,40 歲以後不用跑醫院 : 日

本名醫最強「預防醫學」聖經!74 個

不生病終極秘訣! / 森勇磨著 ; 連雪

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

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50 種)(真健康 ; 69) .-

- ISBN 978-626-7181-47-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預防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412.5  

超預防醫學 : 改變命運的新醫療法,

重返青春的關鍵對策 / 林信一, 洪子

琄, 鄭慧正, 吳孟憲, 張聰麒, 林主培, 

傅筱芸, 林道隆作 .-- 新北市 : 早安健

康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906-9-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預防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412.5  

全民健康保險實務案例法令研析  / 

李伯璋, 王宗曦, 詹孟樵, 楊先斌, 李

碩展, 沈德政, 楊哲昀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60-05-0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全民健康保險 2.CST: 保險法

規  412.56  

遺體美容操作手冊 = Remains makeup 

manual / 吳旼衛, 連咨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76 面; 23 公分 .-- (生命

關懷事業叢書) .-- ISBN 978-986-298-

412-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遺體處理 2.CST: 死亡管理 

3.CST: 美容  412.61  

*何立人醫論醫案選 / 翁詩婷, 錢義明, 

何欣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翁詩

婷, 11201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88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臨床醫學 3.CST: 

病例  413.1  

人联网 : 开启中医现代化新时代 / 李

玉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

社, 11112 .-- 328 面; 21 公分 .-- 正體

題名:人聯網: 開啟中醫現代化新時

代 .-- ISBN 978-626-96643-4-4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中醫現代化  413.2  

學習古人的防疫智慧 / 張書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2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65-

92-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預防醫學  

413.21  

<<金匱要略>>校注 / (東漢)張仲景

著 ; 李辰, 郝洋, 周勁草校注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201 .-- 159 面; 21 公分 .-- (中醫經典

古籍 ; 4) .-- ISBN 978-986-346-408-2 

(平裝) NT$230 普遍級  

1.CST: 金匱要略 2.CST: 中醫典籍  

413.31  

<<脾胃論>>校注 / (金)李東垣著 ; 李

倩, 郝洋, 高麗娜校注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140 面; 21 公分 .-- (中醫經典古籍 ; 

5) .-- ISBN 978-986-346-409-9 (平裝) 

NT$230 普遍級  

1.CST: 脾胃論 2.CST: 中醫 3.CST: 脾

胃系病證 4.CST: 中醫典籍  413.343  

九九歸真 : 上善若水 / 溫嬪容著 .-- 

[臺北市] : 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774-7-6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病例  413.8  

馬上見效穴道圖解療法 / 張明玉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203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69-5-0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1.CST: 穴位療法  413.915  

品药内证实录 / 许怀新著 .-- 1 版 .-- 

臺中市 : 富國書店, 11202 .-- 500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品藥內證實錄 .-

- ISBN 978-626-96994-0-7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中藥藥性  

414.53  

醫師國考 Winner : 病理學 / 王存孝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

社, 1120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9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病理學  415.1  

超音波教戰手冊 : 判讀基礎及掃描

操作輕鬆學 / Matthias Hofer 原著 ; 

Alexis Müller-Marbach, Jasmin D. Busch

協著 ; 鄭慶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201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68-49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超音波學  415.2168  

一日急診室醫生  / 帕斯卡 .普雷沃

(Pascal Prévot)文 ; 安妮-夏洛特.戈捷

爾(Anne-Charlotte Gautier)繪 ; 許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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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28-22-

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急診醫學 2.CST: 醫療服務 

3.CST: 通俗作品  415.22  

洪惠風醫師心臟保健室 : 心臟血管

塞了 80%,該放支架嗎?控制三高、平

衡自律神經,從心臟病的預防、診斷、

治療到延緩老化的專業建議 / 洪惠

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健康生活 ; BGH206) .-

- ISBN 978-626-355-056-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心臟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31  

無痛的大腸內視鏡插入法 / 大西達

也, 武神健之, 多田智裕, 赤木一成, 

松尾惠五, 北山大祐原著 ; 朱淯銘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

社, 11203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498-5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普遍級  

1.CST: 內視鏡檢查 2.CST: 大腸疾病  

415.5091  

56 天還你濃密頭髮 : 世界最多成功

案例的生髮權威醫師!獨創三合一酵

素療法,根治掉髮、短期見效的奇蹟

生髮術 / 方基浩著 ; 顏崇安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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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622-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毛髮疾病 2.CST: 健康法  

415.775  

逝去的身體 : 漸凍人的日常生活紀

事 / 川口有美子原著 ; 邱顯惠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68-49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運動神經元疾病 2.CST: 通俗

作品  415.9  

神經疾病療護手冊 : 從解剖到神經

評估、外科介入到照護 / Denita Ryan

原著 ; 鍾美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202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9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經系統疾病 2.CST: 護理學 

3.CST: 工作說明書  415.9026  

我發瘋的那段日子 : 一個全球熱議

的 醫 療 案 例  / 蘇 珊 娜 . 卡 哈 蘭

(Susannah Cahalan)著 ; 張瓊懿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行路,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44-04-3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腦炎 2.CST: 病人 3.CST: 通俗

作品  415.9314  

診療室裡的傷痕 : 25 個人生檔案的

修復練習 / 楊重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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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Y 角度 ; 

29) .-- ISBN 978-626-7207-14-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心身醫學 2.CST: 精神疾病 

3.CST: 病人 4.CST: 通俗作品  

415.9511  

護理師的床邊故事 / 陳儒琤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2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53-22-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精神疾病 2.CST: 通俗文學  

415.98  

高功能自閉症學生的問題解決策略 : 

問題解決圖的應用  / Kerry Mataya, 

Penney Owens 著 ; 羅鈞令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88 面; 21 公分 .-- (障礙教育

系列 ; 631) .-- ISBN 978-626-7178-40-9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自閉症 2.CST: 特殊兒童教育  

415.988  

情緒減重 / 卡洛琳.寇克.羅斯(Carolyn 

Coker Ross)著 ; 繆靜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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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5-69-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飲食障礙症 2.CST: 健康法  

415.9982  

穿越生命之河 預見未來的自己 : 財

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

主推廣中心 20 年 / 蔡怡真, 蘇湘雲, 

林琮恩, 周佩怡, 廖靜清, 沈能元, 陳

麗婷, 張玉櫻, 陸小香, 陳宜加採訪撰

文 ; 蔡怡真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

自主推廣中心, 11112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29143-7-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

及病人自主推廣中心 2.CST: 歷史  

416.17  

骨科自癒地圖 : 讓身體的痠痛自然

好 / 蔡凱宙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201 .-- 192 面; 23 公分 .-- (悅讀

健康系列 ; 133X) .-- ISBN 978-626-

96828-9-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骨科 2.CST: 健康法  416.6  

龍骨強健手冊 / 臺北榮總神經外科

主治醫師團隊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

北市  : 方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471-411-7 (上冊: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神經外科 2.CST: 脊椎病  

416.616  

兒童特發性關節炎 : 十則名為人生

的真實旅程 / 郭和昌文 .-- 初版 .-- 高

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0-21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關節炎 2.CST: 健康照護 

3.CST: 通俗作品  416.62  

蓋博眼球運動書 / 平松類作 ; 周子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96 面; 26 公

分 .-- (知識館 ; 1) .-- ISBN 978-626-

349-145-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視力保健 3.CST: 

健康法  416.7  

眼鏡光學概要 / 卓達雄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3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0-901-6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光學 2.CST: 眼鏡 3.CST: 驗光  

416.767  

全齡顧齒攻略 : 13 位北醫大醫師聯

手解答 / 林惠君, 陳培思, 黃筱珮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醫學人文 ; BMP021) .-- ISBN 

978-626-355-070-4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牙齒 2.CST: 牙科 3.CST: 保健

常識  416.9  

掌握凍齡關鍵的全方位子宮養護手

冊 : 子宮好身體就好,還不容易老! / 

善方裕美監修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9-661-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子宮 2.CST: 保健常識 3.CST: 

婦女健康  417.28  

一生所愛 / 尤命蘇樣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2-

42-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夫妻 3.CST: 通俗

作品  417.8  

我和我最後的人生 : 35 歲癌末教授

的抗癌故事與生命體悟 / 凱特.鮑樂

(Kate Bowler)著 ; 謝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95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鮑樂(Bowler, Kate) 2.CST: 癌

症 3.CST: 病人 4.CST: 傳記  417.8  

越自然越抗癌 清除癌細胞,找回自癒

力 : 以愛抗癌,啟動一個全新的自己 / 

韓柏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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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53-

390-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健康飲食 3.CST: 

心靈療法  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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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邊緣 / 羅伯.布洛迪著 ; 杜默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9-85-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癌症  417.8  

你想到,我做到 : 小林製藥從「小池

大魚」出發,讓創意熱賣的經營祕訣 

/ 小林一雅著 ;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29-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小林製薬 2.CST: 製薬業 

3.CST: 企業經營 4.CST: 行銷策略  

418.61  

中華藥典. 補篇. 一 / 中華藥典第十版

編修諮詢會編輯 .-- 第九版 .-- 臺北

市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111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60-04-3 (平裝) NT$1300 普遍級  

1.CST: 藥典  418.62  

「空腹」才是最強良藥 / 青木厚著 ; 

王薇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

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12 .-- 168 面; 21 公分 .-- (悅讀健康

系列 ; HD3177) .-- ISBN 978-626-7268-

00-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斷食療法 2.CST: 健康法  

418.918  

*你的姿勢很有事 : 生活中最要命的

小姿勢,害你的骨頭、肌肉、神經天

天在自殘,全身都是又痠又痛又麻的

怪病,人生大走鐘! / 三個字 SunGuts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趨勢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 (Sun Guts 姿勢調整聖經 ; 1. 上肢

篇) .-- ISBN 978-986-95269-4-4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物理治療 2.CST: 姿勢  

418.93  

腳暖治百病 / 吉田佳代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65-94-5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熱療法 2.CST: 穴位療法 

3.CST: 腳  418.9321  

兒童與青少年職能治療 / Jane Clifford 

O'Brien, Heather Kuhaneck 原著 ; 江威

儀, 林意真, 曾琳之翻譯 .-- 八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愛 思 唯 爾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9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093-3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職能治療 2.CST: 感覺統合訓

練 3.CST: 兒童心理學  418.94  

芳香療法與美體護理 / 黃薰誼編著 .-

- 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902-3 (平裝) 

NT$575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帶著愛與療癒的香氣行者 : 一個芳

療照護師,以香草給予 14 個傷痛心靈

的撫慰 / 吳宙妦作 ; 林甄撰稿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28-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心靈療法 2.CST: 芳香療法  

418.995  

對症精油.芳療.手作全書 : 零基礎學

會 300 種獨門精油配方,解決 100 種

日常不適!排毒、美容、紓壓,一次完

成 / 梅原亜也子著 ; 張嘉芬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3-41-1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轉型,另一種契機 : 從醫療社團法人

化,論私立醫院永續經營之道 / 方景

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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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63-4-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醫療機構 2.CST: 醫院行政管

理 3.CST: 永續發展  419  

新竹縣醫師公會 70 週年紀念特刊 / 

古有馨, 劉欣茹, 洪敏珊編輯 .-- 新竹

市 : 新竹縣醫師公會,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991-0-0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新竹縣醫師公會  419.13  

醫務企劃管理 / 林政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253-20-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企劃書  

419.2  

臺灣醫院評鑑史  : 承先啓後(1978-

2022) = History of Taiwan hospital 

accreditation / 許惠淑總編輯 .-- 二版 .-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 11112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353-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醫院評鑑 2.CST: 醫學史 

3.CST: 臺灣  419.20933  

創 造 護 理 新 價 值  = Innovation : 

creating nursing new values / 許怡欣, 楊

雅婷, 蕭淑代, 王淑卿, 洪世欣, 連玉

如, 王釆芷, 林婷茹, 尤文正, 李作英, 

林祝君, 郭明娟, 明金蓮, 胡文郁, 高

秀娥, 刁于純著 ; 李作英總編輯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台北市護理師護士

公會, 11201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69-0-1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護理學 2.CST: 文集  419.607  

護理研究與應用 = Nursing research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 李選, 顏文娟, 

李絳桃, 邱怡玟, 李德芬, 白香菊, 雷

若莉, 徐麗華, 盧成皆, 史麗珠, 蔡榮

美作 .-- 六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9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護理研究  419.612  

護理倫理與法律 = Nursing ethics and 

law / 盧美秀, 黃仲毅作 .-- 四版 .-- 臺

北 市  : 華 杏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5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194-699-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護理倫理 2.CST: 醫事法規  

419.61619  

護理專業倫理與實務(含法律) / 徐南

麗, 邱子易, 胡文郁, 洪筱瑩, 王淯汶, 

黃美智, 吳文正, 胡月娟, 周希諴, 蔡

明哲, 張婷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898-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護理倫理  419.61619  

臨床症狀護理 / 陳偉鵬, 謝惠玲, 劉春

年, 吳孟凌, 郭青萍, 葉淑惠, 杜異珍, 

蔡麗雅, 袁素娟, 黃慧芬, 葉必明, 林

姿利, 廖玟君, 鄧慶華, 胡順江, 郭碧

照, 李淑杏, 黃正宜, 石芬芬, 蘇淑芬, 

王郁茗, 翁碩駿作 .-- 四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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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698-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症狀護理  419.7  

照顧殺人 : 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 / 

每日新聞大阪社會部採訪組著 ; 石

雯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36) .-- ISBN 978-

986-406-33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照顧者 

3.CST: 謀殺罪  419.71  

住宿型長期照顧機構品質指標監測

指引 /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

協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臺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11112 .-- 

164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82325-7-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機構式照護服務 2.CST: 長期

照護 3.CST: 品質管理  419.712  

護理師專技高考歷屆試題(附詳解) = 

Nursing SPTE past papers with answer 

guides / 華杏編輯部作 .-- 一版 .-- 臺

北 市  : 華 杏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194-69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護理師 2.CST: 問題集  

419.8022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 : 護理計畫與措

施 / Linda Lee Phelps 原著 ; 郭惠敏, 黃

靜微, 張秉宜, 程子芸, 胡慧蘭, 喬佳

宜, 林麗秋合譯 .-- 五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696-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護理診斷 2.CST: 手冊  

419.812026  

內外科護理學(重點整理) / 張凱喬, 

賴慧倫, 李一芹, 王麗雲, 杜玉卿, 邱

飄逸, 邱愛芳, 張凌華, 賴維淑, 蕭淑

貞, 鄭秀月, 吳仙妮, 吳沁樺, 陳瓊瑤, 

黃雅雯, 李月卿, 白香菊, 楊美伶, 林

玫君, 游沛玲, 黃碧華合著 .-- 七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560 面; 23 公分 .-- (護理考試

叢書 ; 2) .-- ISBN 978-986-362-922-1 

(平裝) NT$525 普遍級  

1.CST: 內外科護理  419.82  

家政 

一日丟一物的簡單生活提案 : 讓生

活 7 分滿,最剛好!1 天斷捨 1 件東西,

只要 2 週,就有明顯改變 / 蜜雪兒著 ; 

黃筱涵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

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4-65-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家政 2.CST: 家庭佈置  420  

教出富小孩,猶太媽媽這樣說 : 用 EQ

教 FQ 最有效!(塔木德的財商教養智

慧) / 沙拉.伊麥斯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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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3 公分 .-- (野人家 ; 

224) .-- ISBN 978-986-384-822-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家庭理財 2.CST: 親職教育  

421  

從 小 空 間 展 開 的 生 活 軟 裝 術  / 

Mitsuma Tomoko 著 ; 康逸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203 .-- 176 面; 

23X29 公分 .-- ISBN 978-626-7149-56-

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空間設計  

422.5  

洋風和魂 : 美式流行 X 日本改造,戰

後日本的時尚文化史 / W.大衛.馬克

思(W. David Marx)著 ; 吳緯疆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二十張出版, 112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456-6-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男裝 2.CST: 時尚 3.CST: 歷史 

4.CST: 日本  423.0931  

活用私服質感穿搭 : 專家教你找出

衣櫃裡的「必備配角服」,掌握「三

色搭配法則」,用基本款就能穿出時

尚! / 杉山律子著 ; 胡汶廷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麗美人國際媒體,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42-1-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服裝 2.CST: 衣飾 3.CST: 時尚  

423.2  

美容醫學 / 蔡新茂, 楊佳璋, 劉家全, 

楊彩秀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新

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2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99-6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美容手術  425  

簡單穿就好看!大人女子の生活感製

衣書 / 伊藤みちよ著 ; 洪鈺惠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11201 .-- 80 面 ; 26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22) .-- ISBN 978-986-

302-662-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衣飾  426.3  

開始玩花樣!鉤針編織進階聖典 : 針

法記號 118 款&花樣編 123 款 / 日本

VOGUE 社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112 面; 

26 公分 .-- (樂．鉤織 ; 16) .-- ISBN 

978-957-9623-98-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工藝  426.4  

心花開的手作日好 : 六角形花樣拼

布特集 / BOUTIQUE-SHA 授權 ; 彭小

玲, 林麗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104

面; 30 公分 .-- (Patchwork 拼布教室 ; 

29) .-- ISBN 978-986-302-661-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冬的手作心願 : 樂享布作生活 x 拓展

新領域手工藝 / BOUTIQUE-SHA 授

權 ; 周欣芃, 瞿中蓮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Cotton 

friend 手作誌 ; 59) .-- ISBN 978-986-

302-660-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手工藝  426.7  

我的 Q 萌拼布手作 / 江晏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出版社, 11112 .-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772-7-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晶瑩剔透超美的!繽紛熱縮片飾品創

作集 / Nana Akua 著 ; 彭小玲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

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

行, 11201 .-- 80 面; 26 公分 .-- (趣.手

藝 ; 63) .-- ISBN 978-957-9623-97-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裝飾品 2.CST: 手工藝  426.9  

食物製備原理與烹調科學 / 徐阿里, 

賴奕瑄, 蘇烈頎, 許淑真, 曾鑫順, 張

惠琴, 王正方, 蕭烟淨, 夏先瑜, 何學

斌, 邱致穎, 林正昌, 蕭祺娟合著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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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12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23-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物 3.CST: 營養  

427  

坐南朝海島嶼回味集 / 謝仕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51 面; 21 公分 .-

- (生活美學 ; 12) .-- ISBN 978-626-

96872-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文集 3.CST: 旅遊

文學  427.07  

探索美味舌背上的科學  / 林茂榮

[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林茂榮 , 

1111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917-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烹飪 3.CST: 文集  

427.07  

一鍋到底亂亂煮 / Claire 克萊兒的廚

房日記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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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00 面; 

23 公分 .-- (bon matin ; 146) .-- ISBN 

978-986-384-831-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食譜  427.1  

*長者營養推廣食譜  / 陳榮枝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 11112 .-- 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01-7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健康飲食 3.CST: 

中老年人保健  427.1  

*會開瓦斯就會煮. 3 : 就是這個味! / 

大象主廚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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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bon matin ; 145) .-- 

ISBN 978-986-384-823-3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餐桌上的好食 : Hakka 客家味 / 郭敏

昌, 蔡萬利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393-7-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客家 3.CST: 飲食

風俗  427.1  

上海日常旬味 : 小金家私處的四季

餐桌 / 徐小萍, 金弘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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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4-360-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中國  427.1121  

名師的日本食堂 / 柯俊年, 黃景龍, 吳

文智, 謝一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84

面; 26 公分 .-- (滋味館 ; 96) .-- ISBN 

978-986-06889-5-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日本  427.131  

生蔬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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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速食食譜  427.14  

明天也來份三明治吧! / 進藤由美子

作 ; 徐承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4 公分 .-- (Cooking studio Y 

cookbook) .-- ISBN 978-986-401-608-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速食食譜  427.14  

奶油泡芙 / 藤生義治, 山內敦生, 鈴木

丈晴, 森本慎, 捧雄介, 森大祐, 島田

徹, 菅又亮輔, 西島慎一郎, 山下貴弘

作 ; 周欣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

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520-84-7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用雙色麵團做造型花捲 : 學會麵團

攪拌、調色、整型、發酵及蒸製,透

過 40 款造型花捲了解發麵的為什麼? 

/ 漢克老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

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60 面; 

24 公分 .-- (Cook ; 20228) .-- ISBN 978-

626-7064-34-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食食譜  

427.16  

米食煮藝研究院  / 彭秋婷, 陳丰以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6 公

分 .-- (大廚來我家 ; 19) .-- ISBN 978-

957-9065-70-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英式家庭經典烘焙 : 燕麥在北,小麥

在南,大不列顛甜鹹糕點發展及 101

道家庭食譜 / 瑞胡菈.依絲文(Regula 

Ysewijn)著 ; 陳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1 .-- 2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261-11-8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飲食風俗 

3.CST: 英國  427.16  

樂作包子饅頭趣(典藏版) / 彭秋婷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6 公分 .-

- (大廚來我家 ; 6-1) .-- ISBN 978-957-

9065-71-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食食譜 

3.CST: 饅頭  427.16  

職人解析經典熱銷麵包 : 5 種工法全

攻略,職人帶您解鎖經典風味、名店

熱銷款的配方技法! / 楊嘉期(Jimm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2 .-- 2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4-196-4 ( 平 裝 ) 

NT$588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點心食譜  

427.16  

蔬食,是一切的答案 : 顛覆素食印象!

一天增加一點蔬果,就能改變 99%皮

膚與體況問題 / 洪性蘭作 ; 馬毓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53-391-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蔬菜食譜 2.CST: 素食 3.CST: 

健康飲食  427.3  

純素生酮瘦身飲食法 : 不吃肉、不

喝油,60 道素食食譜 x4 週飲食計畫,

第一本針對 Vegan 打造的健康燃脂

指南 / 莉茲.麥道威爾(Liz MacDowell)

作 ; 韓書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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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6 公

分 .-- (Sasugas ; 92) .-- ISBN 978-986-

289-820-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素食食譜 2.CST: 健康飲食  

427.31  

健康長壽幸福食譜. 第一輯, 長壽 = 

Health longevity happiness recipes : 

chang shou / 向曉莉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 

11203 .-- 3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951-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素食食譜  4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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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舒默的超完美義式咖啡實作 : 

沖煮工藝、穩定溫控、改機實務,引

領義式濃縮邁入精品咖啡殿堂的傳

奇經典 / 大衛.舒默(David Schomer)著 ; 

陳俞嘉 Scott Pasuya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73-45-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三角形,再見 / 若山憲, 森比左志, 和

田義臣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

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 面;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19-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認

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428  

下課囉!快來搭形狀列車 / 席恩.辛

(Sean Sims)繪 ; 荷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43-613-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認

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428  

叫不動!? : 不催不趕,養出主動小孩 / 

Carolyn Crowder 著 ; 呂素美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社 ,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61-713-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子女教育 4.CST: 行為改變術  428  

小熊奇芋記 = Little bear and the magic 

taro / 紹華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經

典雜誌, 11201 .-- 56 面; 23X23 公分 .-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205-27-3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食

育--3-6 歲幼兒讀物  428.3  

小精靈的 527 號果實  = Elf's fruit 

no.527 / 林孜育 Mia 圖.文 ; Leila L 

Edmunds 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

典雜誌, 11201 .-- 56 面; 23X23 公分 .-

- 國語注音,中英對照 .-- ISBN 978-

626-7205-26-6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食

育--3-6 歲幼兒讀物  428.3  

吹笛手菇菇狗 = Piper go! mushrooms 

go! / 貓魚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經

典雜誌, 11201 .-- 56 面; 23X23 公分 .-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205-25-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食

育--3-6 歲幼兒讀物  428.3  

花小獅的煩惱  = Growliflower hates 

cauliflower / 蕭宇珊圖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典雜誌 , 11201 .-- 56 面 ; 

23X23 公分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205-24-2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食

育--3-6 歲幼兒讀物  428.3  

星 期 四 , 苦 瓜 日  = Lovely thursday! 

bitter gourd day! / 達哥文 ; Hui 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201 .-- 56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 ISBN 978-626-7205-28-0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食

育--3-6 歲幼兒讀物  428.3  

零負擔百變營養副食品 / 伊東優子, 

櫻井麻衣子監修 ; 涂雪靖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610-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3.CST: 

食譜  428.3  

下課囉!快來搭數字列車 / 席恩.辛

(Sean Sims)繪 ; 荷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43-612-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數

學--3-6 歲幼兒讀物  428.8  

下課囉!快來搭顏色列車 / 席恩.辛

(Sean Sims)繪 ; 荷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43-614-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繪本 3.SHTB: 認

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428.8  

完全圖解健康情報新知 / 健康研究

中心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203 .-- 1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7013-0-8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1.CST: 家庭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429  

佛洛伊德也瘋狂 : 21 世紀女人性愛

大解密 / 潘俊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魚文化出版 :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201 .-- 208 面; 23 公分 .-

- (生活經典系列 ; 5) .-- ISBN 978-986-

06332-4-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性知識 2.CST: 兩性關係 

3.CST: 情慾  429.1  

農業 

原生特色創新加值暨年度試驗研究

成果研討會專刊 / 王俊傑, 王進發, 王

誌偉, 江淑雯, 吳菁菁, 李文南, 李誠

紘, 林真如, 林逸文, 林駿奇, 邱貴春, 

洪進雄, 張芳魁, 張繼中, 陳奕君, 陳

盈方, 陳清玉, 陳敬文, 陳筱鈞, 温源

田, 黃子芸, 黃文益, 黃立中, 黃政龍, 

黃薈臻, 詹欽翔, 劉玫伶, 蔡恕仁, 蔣

爭光, 薛玲, 薛銘童, 謝麟兮, 顏嘉慧, 

蘇炳鐸作 ; 盧柏松總編輯 .-- 第一

版 .-- 臺東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

東區農業改良場, 11201 .-- 1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56-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農業 2.CST: 農業發展 3.CST: 

技術發展 4.CST: 文集  430.7  

農工半世紀,研創興水利 : 50 週年紀

念專刊 / 許香儀, 翁懿凡, 廖倍滋, 官

大鼎, 張慈舫, 楊建銘執行編輯 .-- 桃

園市 :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11112 .-- 2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5530-3-3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2.CST: 農業工程 3.CST: 農業水利  

431.5  

*百年大安 永續大安 : 臺中市大安區

農會百週年志 / 蔡建宗總編纂 .-- 臺

中市 : 臺中市大安區農會, 11112 .-- 

37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935-0-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中市大安區農會  431.51  

高樹農業永續發展 / 謝朝景, 范雅鈞

作 .-- 初版 .-- 屏東縣高樹鄉 : 屏東縣

高樹鄉農會, 11112 .-- 64 面; 22 公分 .-

- (農業研究  ; 1) .-- ISBN 978-626-

96950-0-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屏東縣高樹鄉農會 2.CST: 農

會 3.CST: 永續農業  431.51  

梧農登百年 榮耀豐世紀 : 梧棲區農

會百週年紀念特刊 = Wu-qi District 

Farmers' Association 100th anniversary 

album / 黃璟峰主編 .-- 臺中市 : 臺中

市梧棲區農會, 11112 .-- 236 面;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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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88832-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中市梧棲區農會  431.51  

*臺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 . 

中華民國 110 年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統計室編著 .-- 南投市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1112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50-8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農業統計 2.CST: 抽樣調查 

3.CST: 臺灣  431.6  

多 元水災 災情 資訊整 合與 應用  =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verse 

flooded-disaster information / 國立成功

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

水利署, 111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54-6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災 2.CST: 防洪 3.CST: 自動

化 4.CST: 災害應變計畫  433.16  

提升水災防災及淹水警戒整合精進. 

111 年 = The enhancement project of 

integrating flood prevention and the 

inundation warning system 2022 / 財團

法人 台灣 水資 源與 農業 研究 院編

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343-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災 2.CST: 防洪 3.CST: 自動

化 4.CST: 災害應變計畫  433.16  

臺灣茶作學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

業改良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602-

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栽培 3.CST: 木本

植物  434.181  

臺灣茶作學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

業改良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622-

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栽培 3.CST: 木本

植物  434.181  

阿里山,出杯! : 23.5 北回歸線咖啡之

旅 X6 個凝視 = Alishan coffee, seed to 

cup! / 瑪格作 .-- 嘉義縣番路鄉 : 交通

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112 .-- 2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4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咖啡 2.CST: 產業 3.CST: 阿里

山國家風景區  434.183  

省工農機研發及技術應用研討會論

文集. 2021 / 吳有恒, 李汪盛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

園區農業改良場, 11112 .-- 10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55-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農業機械 2.CST: 農機具 

3.CST: 文集  434.25107  

跟著工程師去旅行 : 你所不知道的

嘉南大圳 / 李幸紋, 黃尉瑄, 王亭竣, 

李韻誼, 楊為仁採訪撰文 .-- 新北市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農 田 水 利 署 , 

11112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57-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農業水利 2.CST: 水利工程 

3.CST: 人文地理 4.CST: 臺灣  

434.257  

聽聽白冷圳的故事 : 農水職人口述

歷史 /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編

輯 .-- 新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田水利署, 11112 .-- 20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10-58-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農業水利 2.CST: 水利工程 

3.CST: 歷史 4.CST: 臺中市  434.257  

家有森林浴!樂齡園丁的自然庭園實

作提案 / BOUTIQUE-SHA 編著 ; 林麗

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

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104 面; 26 公分 .-- (綠庭美

學 ; 8) .-- ISBN 978-626-96285-2-0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庭園設計 2.CST: 園藝學 

3.CST: 栽培  435.72  

彰化縣受保護樹木專輯 / 邱奕志總

編輯 .-- 彰化市 : 彰化縣政府, 11112 .-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41-09-7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樹木 2.CST: 自然保育 3.CST: 

彰化縣  436.1111  

木作用 世界木材事典 / 河村壽昌, 西

川榮明著 ; 朱炳樹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202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67-8 ( 平 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木材 2.CST: 樹種  436.43  

*臺丹麥農業淨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2 年. III = 2022 Taiwan and Denmark 

Bilateral Net Zero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III / 李春芳等

作 ; 蕭庭訓, 黃子瑄主編 .-- 臺南市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畜 產 試 驗 所 ,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626-7110-59-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畜產 2.CST: 永續農業 3.CST: 

文集  437.107  

雲林有漁 : 沿近海垂釣及經濟性魚

介貝類資源手冊  / 黃榮富作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12 .-- 6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270-0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釣魚 2.CST: 漁場 3.CST: 近海

漁業 4.CST: 沿海漁業 5.CST: 雲林縣  

438.33  

水 產 疾 病 防 疫 指 南 專 刊 . XXIV = 

Guideline of health management and 

disease control for aquatic species.annual. 

XXIV / 于乃衡主編 .-- 高雄市 : 中華

民國水產種苗協會, 11112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0302-7-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水產養殖 2.CST: 疾病防制 

3.CST: 動物病理學  438.5  

*蝦場生物安全手冊 / 葉怡均, 楊明樺, 

余淑楓, 陳陽德, 劉冠甫著 .-- 基隆市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水 產 試 驗 所 , 

11112 .-- 96 面; 21 公分 .-- (水產試驗

所技術手冊  ; 16) .-- ISBN 978-626-

7110-53-9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蝦 2.CST: 水產養殖 3.CST: 疾

病防制  438.662  

關於芝林 / 歐梅如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屏東縣內埔鄉 : 芝林

公司發行, 11201 .-- 52 面; 23 公分 .-- 

(眾生系列 ; JP0164X) .-- ISBN 978-

626-7219-18-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養魚  438.667  

臺灣製茶學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

業改良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601-

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3.CST: 臺灣  

439.46  



37 

 

臺灣製茶學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

業改良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620-

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3.CST: 臺灣  

439.46  

肉品加工學實習 / 鄭富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635-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食品加工 2.CST: 肉類食物  

439.6  

工程 

技術與社會理論  / 史提夫 .馬修曼

(Steve Matthewman)作 ; 王志弘, 高郁

婷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01-2-5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科技社會學  440.015  

Creo Parametric 基礎設計武功祕笈 / 

梁景華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 

11201 .-- 6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20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輔助設計 2.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40.029  

Creo Parametric 進階設計 武功祕笈 / 

梁景華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 

11202 .-- 7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20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輔助設計 2.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40.029  

大圖會作品集. A, 建築師考試-建築

計畫及建築設計題解 / 陳運賢編著 .-

- 臺北市 : 陳運賢, 11201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930-1 (精裝) 

NT$28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設計  441.3  

彰化縣歷史建築溪湖庄役場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陳柏年執行主持人 .-

- 第一版 .-- 彰化縣溪湖鎮 : 彰化縣溪

湖鎮公所, 11112 .-- 89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241-08-0 ( 平 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彰化縣  

441.41  

澎湖縣歷史建築馬公水道貯水隧道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林世超計畫主

持 ; 張宇彤共同主持 ; 楊玉姿協同主

持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文

化局, 11112 .-- 7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1-14-4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內陸水道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澎湖縣馬公

市  441.41  

彰化縣文化景觀中央廣播電臺鹿港

分臺保存及管理原則暨保存維護計

畫 / 陳柏年計畫主持 ; 陳智宏, 吳嘉

真, 吉申君協同主持 .-- 第一版 .-- 彰

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12 .-- 6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41-10-3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廣播電臺 2.CST: 文化景觀 

3.CST: 文化資產保存 4.CST: 彰化縣

鹿港鎮  441.458  

國定古蹟臺北機廠大禮堂修復工程

工作報告書 / 黃俊銘計畫主持 ; 葉俊

麟共同主持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博

物館籌備處, 11112 .-- 61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63-7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臺北市  441.459  

國定古蹟臺北機廠原動室修復工程

工作報告書 / 黃俊銘計畫主持 ; 葉俊

麟共同主持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博

物館籌備處, 11112 .-- 1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62-0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臺北市  441.459  

國定古蹟臺北機廠員工澡堂及總辦

公室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張崑振

計畫主持 ; 楊甯堯共同主持 ; 甘明玲

協同主持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鐵

道博物館籌備處, 11112 .-- 5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76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臺北市  441.459  

國定古蹟臺北機廠柴電工場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陳順惠計畫主持 ; 邱

韻祥, 王珍珊協同主持 .-- 初版 .-- 臺

北 市  : 國 家 鐵 道 博 物 館 籌 備 處 , 

11112 .-- 6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8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臺北市  441.459  

國定古蹟臺北機廠鍛治工場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黃俊銘計畫主持 ; 葉

俊麟共同主持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

博物館籌備處, 11112 .-- 3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64-4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臺北市  441.459  

公寓大廈法務管理教戰手冊 / 東海

國際顧問有限公司作 .-- 臺中市 : 東

海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11112 .-- 1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54-0-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營建管理 

3.CST: 公寓  441.51  

*公寓大廈法規與實務 / 謝哲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 11201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874-4-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營建管理 

3.CST: 公寓  441.51  

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彙編(總則編

&建築設計施工編). 112 年版 / 陳啓

中, 陳旭彥, 吳啟光, 廖明哲, 陳威甫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 

11201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05-653-5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建築物構造  

441.51  

好茶舊社傳統石板屋營造技術手冊 / 

奧崴尼.卡勒盛(Auvinni.Kadreseng,邱

金士), 杜冬振(Kuale.Taugadhu), 洪明

裕作 .-- 屏東市 : 屏東縣文化資產保

護所, 11112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9-12-2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房屋建

築 3.CST: 魯凱族 4.CST: 屏東縣  

441.52  

室內裝修工程實務(乙級學術科) / 徐

炳欽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93-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工程圖學  

441.521  

CSI 見築現場 : 營建成本管理 / 王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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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705-654-2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工程估價 

3.CST: 成本控制 4.CST: 營建管理  

441.523  

營 建 專 案 管 理 知 識 體 系  =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 魏秋建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41-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營建管理 2.CST: 專案管理  

441.529  

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第

二十屆 /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茂榮書局 , 

11112 .-- 68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733-79-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營造業 2.CST: 營建管理 

3.CST: 文集  441.52907  

裝潢建材全能百科王 : 從入門到精

通,全面解答挑選、施工、保養、搭

配問題,選好建材一看就懂 / 漂亮家

居編輯部作 .-- 六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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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5 公分 .-- (Solution ; 143) .-- ISBN 978-

986-408-886-7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建築材料  441.53  

歷史建築二崙分駐所眷舍修復及再

利用計畫暨規劃設計(含因應計畫)

成果報告書 / 黃棟群計畫主持 ; 孫仁

鍵, 吉申君, 宋曉雯協同主持 .-- 第一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201 .-- 4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270-00-4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雲林縣  

441.595  

一零九年.一一零年淡江大橋交棒 / 

唐鼎製作有限公司採訪編製 .-- 初

版 .-- 臺中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

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50-7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500

普遍級  

1.CST: 橋樑工程  441.8  

南方澳跨港大橋重建紀錄. 參 / 工程

科, 勞安科, 設計科, 秘書室, 第三工

務段,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太

乙媒體事業有限公司撰文 .-- 宜蘭縣

蘇澳鎮 :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

改善工程處, 11201 .-- 1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31-46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橋樑工程  441.8  

交通技術標準規範公路類防火消防

設備部 : 公路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規範 / 交通部編審 .-- 二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 11112 .-- 5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1-448-4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隧道工程 2.CST: 公路工程 

3.CST: 消防安全 4.CST: 技術規範  

441.9  

交通技術標準規範鐵路類工務部  : 

鐵路橋梁設計規範 / 交通部編審 .-- 

二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1112 .-- 3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47-

7 (平裝) NT$455 普遍級  

1.CST: 鐵路橋樑 2.CST: 橋樑工程 

3.CST: 技術規範  442.54  

*直達美好 : 桃園機場捷運通車營運

實錄 / 劉坤億著 .-- 新北市 : 遠景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晴光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36 面; 21

公分 .-- (遠景叢書 ; 199) .-- ISBN 978-

957-39-1157-9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大眾捷運系統 2.CST: 捷運工

程 3.CST: 桃園市  442.96  

水利產業國內外展覽推動計畫. 111

年 度  =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for water 

industry / 周珊珊計畫主持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2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35-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利工程 2.CST: 產業發展 

3.CST: 國際行銷  443  

海岸保護 / 郭金棟編著 .-- 臺南市 : 財

團法人成大水利海洋研究發展文教

基金會, 11112 .-- 4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618-1-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海岸工程 2.CST: 生態工法  

443.3  

人工智慧技術於水利防災影像辨識

應用計畫 = The application proj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image 

recogni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 準線智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

水利署, 111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57-7 (平裝附光碟

片) NT$788 普遍級  

1.CST: 防洪 2.CST: 監視系統 3.CST: 

人工智慧  443.6  

水利工程減碳作業參考指引. 規劃設

計篇 / 經濟部水利署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27-

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利工程  443.6  

*水庫集水區保育策略及技術服務團. 

(2/2). 110-111 年  = 2021-2022 

conservation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group for reservoir 

catchment areas (2/2) / 經濟部水利署,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 

111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53-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集水區 2.CST: 水資源保育  

443.6  

水情影像監視站維運管理與雲端平

台服務計畫. 111 年 =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image monitoring 

station and cloud platform plan in 2022 / 

準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景系

統工程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經

濟部水利署, 11112 .-- 21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45-4 (平裝附

光碟片) NT$1100 普遍級  

1.CST: 防洪 2.CST: 災害應變計畫 

3.CST: 自動化  443.6  

次世代水利防災決策輔助系統優化

擴充. 111 年 = The optimizat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floo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aiding system on 2022 / 國家

中山科學研究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55-3 (平

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防洪 2.CST: 自動化 3.CST: 災

害應變計畫  443.6  

大型移動式抽水機 GPS 車載機監控

系統維護 = The project of maintenance 

for GPS vehicle-mounted information 

interface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of 

mobile pump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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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533-360-7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800 普遍級  

1.CST: 防災工程 2.CST: 抽水機  

443.62  

水情預警資訊服務精進及資料分析

應用評估. 111 年 = Advancement of 

water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application evaluation of data 

analysis in 2022 /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

署, 11112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30-0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防洪 2.CST: 自動化 3.CST: 相

關分析  443.62029  

地下水演算資料自動化前後處理與

模組化分析  = Modulized analysis of 

online pre and post processors for 

groundwater modeling data / 倪春發計

畫主持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

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1112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33-1 (平

裝附光碟片) NT$800 普遍級  

1.CST: 地下水 2.CST: 水資源管理 

3.CST: 地理資訊系統  443.86  

濁水溪沖積扇海水入侵及地下水區

邊界地下水觀測站井補充建置總報

告 = Investigation of seawater intrusion 

and groundwater boundary of Choushui 

alluvial fan and supplementary 

construction of groundwater observation 

station wells / 羅偉誠計畫主持 .-- 初

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

劃試驗所, 11112 .-- 13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334-8 (平裝附光

碟片) NT$800 普遍級  

1.CST: 地下水 2.CST: 水文地質學  

443.86  

應用地下水位序列分析於區域地下

水 文 影 響 因 子 推 估 研 究 . (1/2) = 

Application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method to regional groundwater impact 

factor estimation research (1/2) / 余化龍

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1112 .-- 1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49-

2 (平裝附光碟片) NT$500 普遍級  

1.CST: 地下水 2.CST: 水文地質學  

443.86  

機構學 / 吳明勳編著 .-- 五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

390-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機構學  446.01  

保時捷 911 傳奇 : 保時捷 911 稱霸逾

半世紀,完整解析歷代經典車款變革

與性能! / 曾逸敦著 .-- 2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312 面; 

23 公分 .-- (知的! ; 221) .-- ISBN 978-

626-320-351-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汽車  447.18  

神奇的工程車 / 古寄純嗣作.繪 ; 李慧

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8-542-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車輛 2.CST: 繪本  447.189  

飛機之書 : 從設計發展到翱翔天際 / 

揚.范.德.菲肯作 ; 郭騰傑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2-9956-1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飛機 2.CST: 通俗作品  

447.73  

機艙機密 : 解答你對空中旅行的種

種疑問 / 派翠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

著 ; 郭雅琳, 陳思穎, 溫澤元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行路,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384 面; 23 公

分 .-- (Inside ; 29) .-- ISBN 978-626-

7244-00-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航空學 2.CST: 飛機 3.CST: 飛

行器  447.8  

咫尺光年 : 日本的新太空發展與戰

略 / 鄭子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

666-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太空工程 2.CST: 太空科學 

3.CST: 產業發展 4.CST: 外交政策 

5.CST: 日本  447.9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究 / 

張簡樂仁, 王漢英, 黃炳照, 謝佩穎, 

盧展南, 陳斌魁, 陳在相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112 .-- 192 面; 30

公分 .-- (專題報告 ; 2022-14) .-- ISBN 

978-626-97025-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力事業 2.CST: 能源政策 

3.CST: 能源技術 4.CST: 臺灣  

448.0933  

切換式電源轉換器 : 原理與實用設

計技術(實例設計導向) / 吳義利編

著 .-- 修訂四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7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297-241-0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變壓器 2.CST: 整流器 3.CST: 

電源穩定器  448.23  

電子學經典範例與歷屆試題解析  : 

研究所分章題庫 / 劉承, 劉威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7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454-9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子學 

3.CST: 問題集  448.6022  

看圖讀懂電子回路 / 稻見辰夫著 ; 陳

倉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

有限公司, 11202 .-- 168 面; 21 公分 .-

- (科學視界 ; 274) .-- ISBN 978-626-

7172-16-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路  

448.62  

天線之發展史與其設計技術 / 黃啓

芳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吉鶯科技有

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946-0-0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天線  448.821  

智 慧 應 答 機 器 人 . 111 年  = 2022 

intelligence response robot / 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

濟部水利署, 11112 .-- 79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358-4 ( 平 裝 )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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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圖會作品集. B, 建築師考試-都市

設計及敷地計畫題解 / 陳運賢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陳運賢, 11201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931-8 (精裝) NT$2600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敷地計畫  

445.1  

投入都更,你準備好了嗎? / 李永然, 

陳淑芬, 陳曉祺, 吳任偉合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96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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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安心上手系列 ) .-- ISBN 978-

957-485-510-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都市更新 2.CST: 土地法規  

445.1023  

玉成映像 : 透過都更引領社宅新型

態 / 國家住都中心綜合業務部專案

二組內容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11201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8-80-

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都市更新 2.CST: 住宅問題 

3.CST: 住宅政策  445.133  

桃園.以人為本的城市轉型 / 賴宇亭

總編輯 .-- 再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

府, 11112 .-- 2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264-03-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市政工程 2.CST: 桃園市  

445.133/109  

高雄厝健康建築活化計畫成果專輯. 

111 年度 / 黃鈺純, 卓巧雯, 鍾博任撰

稿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11112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71-33-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綠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3.CST: 公共宣導  445.133/131  

可攜式濾水設備開發製作及淨水設

備支援維護管理  = Development of 

portable water filtration equipment and 

management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1112 .-- 2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63-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水淨化 2.CST: 取水設備  

445.2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式建置教學

手冊 : 街道/下水道 SWMM 模式 / 內

政部營建署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內

政部營建署, 11112 .-- 333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138-69-4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0 普遍級  

1.CST: 環境工程 2.CST: 排水 3.CST: 

下水道  445.48  

誤植的代價 / 余倖霈圖文 .-- 二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202 .-

- 32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91-54-8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溼地 2.CST: 自然保育 3.CST: 

環境教育 4.CST: 繪本  445.9  

全球碳交易市場發展之回顧與因應

建議 / 郭博堯, 石信智, 莊昇勳, 郭祥

亭, 莫冬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中技社, 11112 .-- 169 面; 30 公

分 .-- (專題報告 ; 2022-09) .-- ISBN 

978-626-96832-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碳排放 2.CST: 市場分析  

445.92  

碳匯之發展趨勢及國內策略研析  / 

林俊成, 郭鴻裕, 邱祈榮, 許正一, 周

文臣, 洪慶章, 林幸助, 薛美莉, 柳婉

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技社, 11112 .-- 340 面; 30 公分 .-- (專

題報告 ; 2022-08) .-- ISBN 978-626-

96832-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碳排放 2.CST: 環境保護  

445.92  

重質非水相液體(DNAPL)污染場址

調查與整治 / DNAPL 專書編寫小組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703-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水污染 2.CST: 地下水 3.CST: 

水汙染防制  445.93  

大海媽媽生病了 / 謝詩曼圖.文 .-- 二

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202 .-- 32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091-56-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海洋汙染 2.CST: 海洋環境保

護 3.CST: 繪本  445.96  

袋袋相傳 / 陳姍姍圖.文 .-- 二版 .-- 新

竹市 :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202 .-- 

2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091-55-5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廢棄物利用 2.CST: 廢棄物處

理 3.CST: 環境保護 4.SHTB: 環保--3-

6 歲幼兒讀物  445.97  

SDGs x 全民綠生活 : 高雄在地城鄉

推廣與實踐永續熱血教師暨永續行

動教案 2022 成果冊 / 賴俊吉, 韓長龍, 

林美月, 鐘威振, 陳彥樺, 欒紹瑋策畫

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日月光環

保永續基金會出版 ; [高雄市] : 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發行, 11112 .-- 3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262-1-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永續發展 

3.CST: 推廣教育 4.CST: 高雄市  

445.99  

三十九種拯救地球的方法 : BBC 主

持人告訴你,我們擁有讓環保與發展

並存的實際方法  / 湯姆 .希普(Tom 

Heap)著 ; 涂瑋瑛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360

面; 21 公分 .-- (知的! ; 215) .-- ISBN 

978-626-320-362-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氣候變遷 2.CST: 環境保護  

445.99  

世界原來離我們這麼近 : SDGs 小學

生愛地球行動指南 / 池上彰監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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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28 面; 26 公分 .-- (閱讀

與探索 ; OBNP1054) .-- ISBN 978-626-

7224-31-1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永續發展 

3.CST: 環境教育  445.99  

礦冶 

硐仔的黑金歷險 / 廖奕棋, 賴怡如文 ; 

郭懿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

立黃金博物館, 11112 .-- 59 面; 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35-

86-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礦業 2.CST: 煤礦 3.CST: 繪本 

4.CST: 臺灣  450.933  

應用化學；化工 

永光五十 永仰榮光 : 永光化學 50 周

年特刊 / 曾玉明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

灣 永 光 化 學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6953-0-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2.CST: 化學工程 3.CST: 企業經

營  460.0933  

口感科學 : 透視剖析食物質地,揭開

舌尖美味的背後奧秘(收錄 50 道無國

界全方位料理) / 歐雷.莫西森(Ole G. 

Mouritsen), 克拉夫斯.史帝貝克(Klavs 

Styrbæk)著 ; 王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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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84 面; 

25 公分 .-- (Be brilliant!幸福感閱讀 ; 

HB0030R) .-- ISBN 978-957-9689-92-2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2.CST: 食物 3.CST: 

食譜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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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廠經營管理 / 劉建功, 藍群傑, 

韓建國, 黃大維, 黃瓊萱, 鄭雅升, 鄭

建益, 鄭明清, 黃朝琴, 張永吉, 陳勁

初, 鄧佳容, 劉雅玲, 許碧曇合著 .-- 四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924-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品工業 2.CST: 工廠管理  

463  

食品化學 / 劉展冏, 韓建國, 劉冠汝, 

李嘉展, 陳建元, 孫芳明, 蘇敏昇, 馮

惠萍, 謝秋蘭, 饒家麟, 梁弘人, 林聖

敦, 江伯源, 李政達, 盧更煌, 周志輝

合著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112 .-- 7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2-938-2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2.CST: 食品加工  

463  

最新食品化學 / 劉展冏, 韓建國, 劉冠

汝, 李嘉展, 虞積凱, 孫芳明, 蘇敏昇, 

馮惠萍, 謝秋蘭, 饒家麟, 梁弘人, 林

聖敦, 江伯源, 李政達, 盧更煌, 周志

輝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112 .-- 6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930-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2.CST: 食品加工  

463  

台灣酒的故事 = The history of Taiwan 

wine / 范雅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凡止文創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7005-0-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製酒業 2.CST: 歷史 3.CST: 臺

灣  463.81  

製造 

三國鼎立唯一開源 CPU 架構 : RISC-

V 處理器設計上手就會 / 胡振波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87-3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微處理機  471.516  

用 Web:Bit 教 育 版 學 運 算 思 維 與

Webduino Blockly 程式設計 / 簡良諭

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1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8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電路 2.CST: 電腦程式 3.CST: 

電腦輔助設計  471.54  

3D 列印入門與應用 / 鄭正元, 江卓培, 

林宗翰, 林榮信, 蔡明忠, 賴維祥, 鄭

逸琳, 鄭中緯, 蘇威年, 陳怡文, 賴信

吉, 許郁淞, 陳宇恩, 宋震國, 李知蓁, 

許啓彬, 張雅竹, 陳昭舜, 陳俊名, 葉

雲鵬, 劉紹麒, 錢啓文, 謝子榆, 趙育

德, AAMER NAZIR, AJEET KUMAR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5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83-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印刷術  477.7  

幻獸的製作方法 : 可動式幻獸玩偶

的製作技法和作品集 / 綺想造形蒐

集室作 ; 楊哲群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

53-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玩具 2.CST: 手工藝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食✕旅 : 臺灣蔬食餐桌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觀光局, 11112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454-5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素食 2.CST: 餐廳 3.CST: 餐飲

業 4.CST: 臺灣遊記  483.8  

強化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之建

議 / 呂建興, 周明德, 郭浩中, 崔秉鉞, 

張致吉, 張雯琪, 張翼, 陳靖函, 楊瑞

臨, 劉美君, 鍾俊元作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中技社, 11112 .-- 21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7025-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 2.CST: 半導體工業 

3.CST: 產業發展  484.51  

強化我國矽基半導體先進製程產業

發展之建議 / 江柏風, 張翼, 黃慧修, 

楊啟鑫, 駱韋仲, 鍾俊元, 闕志達, 蘇

炎坤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1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832-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工業 2.CST: 半導體 

3.CST: 產業發展  484.51  

日本資訊安全產業發展綜析. 下, 雲

端 平 台 與 資 安 服 務  = Japan'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alysis : platform 

and service / 富士 Chimer 總研作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

業情報研究所, 11112 .-- 10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81-887-6 (平裝) 

NT$12500 普遍級  

1.CST: 電腦資訊業 2.CST: 資訊安全 

3.CST: 產業發展 4.CST: 日本  484.6  

日本資訊安全產業發展綜析. 上, 防

護 、 偵 測 與 資 安 管 理  = Japan'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alysis : protection, 

detection and management / 富 士

Chimer 總研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 

11112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81-886-9 (平裝) NT$12500 普遍

級  

1.CST: 電腦資訊業 2.CST: 資訊安全 

3.CST: 產業發展 4.CST: 日本  484.6  

永續金融資訊揭露 : 以石化產業為

例 / 陳麗娟, 林士傑, 彭勝本, 邱炳嶔, 

溫麗琪, 薛翔之, 鄭伊庭, 黃瑩禎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112 .-- 

11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832-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石油化學業 2.CST: 永續發展 

3.CST: 碳排放  486.5  

玉華天寶 .新疆和闐玉  : 盛世人文

D12 玉博文教 357 美術全集 / 抱璞國

際設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

寶石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

堂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增訂再

版 .-- 臺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83-9-8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玉華天寶 .新疆和闐玉  : 菩薩美學

D12 玉博文教 631 美術全集 / 抱璞國

際設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

寶石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

堂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增訂再

版 .-- 臺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83-7-4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玉華天寶 .新疆和闐玉  : 菩薩圓滿

D12 玉博文教 352 美術全集 / 抱璞國

際設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

寶石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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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增訂再

版 .-- 臺北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6583-8-1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玉華天寶.新疆和闐玉 : 廬山金芙蓉 

東坡詩意寶石雕 D12 405 / 抱璞國際

設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寶

石部.D600 萬件玉料著作, Herbert 國

際工作室, Lillian 國際文編部, 一溪堂

人文工作室編輯設計 .-- 初版 .-- 臺北

市 : 抱璞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128

面 ; 24X24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83-6-7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玉器 2.CST: 蒐藏品  486.8  

工業 4.1 : 零缺陷的智慧製造 / 鄭芳

田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

社出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金會發行, 11201 .-- 7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635-74-9 ( 精 裝 ) 

NT$2500 普遍級  

1.CST: 製造業 2.CST: 人工智慧 

3.CST: 生產自動化  487  

創新與前瞻. I, 永續紡織 / 陳宏恩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紡

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11112 .-- 15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5189-8-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紡織業 2.CST: 產業發展 

3.CST: 技術發展  488  

城西生活節 萬華衣勢流 : 特展專刊 / 

城西生活節策展團隊撰稿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 11112 .-

- 80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740-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服飾業 2.CST: 歷史 3.CST: 展

覽 4.CST: 臺北市萬華區  488.9  

服務一點訣 / 王一芝, 楊孟軒, 施逸筠, 

羅璿, 鄭景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85) .-- 

ISBN 978-986-398-855-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服務業 2.CST: 服務業管理 

3.CST: 顧客關係管理  489.1  

管理學 : 服務產業新趨勢 / 蘇子炘, 

陳淑慧, 張可偉, 吳贊鐸, 林益昌, 黃

尹佐, 羅屯元, 鍾招正, 湯美玲, 范思

瑀, 許世洲, 吳天元, 江明翰, 譚得祥

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201 .-- 38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2-927-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服務業管理  489.1  

觀光餐旅服務業管理 / 莊暢, 文博均, 

鄭秀琴, 王郁琦, 蔡亞芝, 潘慧玲, 陳

佩君, 彭美玲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82-

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餐旅業 2.CST: 顧客服務  

489.2  

潮百貨 流時光 : 圖說臺北人的百貨

公司 / 許麗芩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

立文獻館, 11112 .-- 18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250-25-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百貨商店 2.CST: 消費文化 

3.CST: 商業史 4.CST: 臺北市  489.8  

商學 

*Amazon 絕對思考 / 星健一著 ; 游韻

馨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星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88 面 ; 20 公分  .-- (財經商管  ; 

Biz021) .-- ISBN 978-626-96721-1-0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亞馬遜網路書店

(Amazon.com) 2.CST: 電子商務 

3.CST: 企業經營  490.29  

智慧電子商務研究. V / 邱兆民主編 .-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

商務研究中心, 11112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583-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490.29  

電子商務概論與前瞻 : 後疫情之跨

境電商、行動商務、大數據 / 朱海

成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39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490.2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6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429-9-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業  490.99  

與企業家有約 / 呂毓卿總編輯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文教基金會, 11112 .-- 228 面; 23 公

分 .-- (系列講座) .-- ISBN 978-626-

96747-1-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人物志  490.9933  

財務報表分析 / 林玟君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160 面; 26 公分 .-- 大學

用書 .-- ISBN 978-957-572-67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財務報表 2.CST: 財務分析  

495.47  

葛拉漢談財務報表 / 班傑明.葛拉漢

(Benjamin Graham), 史賓瑟.梅瑞迪斯

(Spencer B. Meredith)著 ; 黃川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9-76-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財務報表 2.CST: 財務分析  

495.47  

LINE 即時行銷完全攻略 : 從顧客經

營到店家應用,不敗原則與成功案例

實戰 / 權自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049-27-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3.CST: 行銷策略  496  

年收百萬自媒體經營術 : 一個人也

能成功創業! / 蕾可 Reiko 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3-320-2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行銷管理 

3.CST: 成功法  496  

行銷管理 / Philip Kotler, Kevin Lane 

Keller, Alexander Chernev 作 ; 楊景傅, 

徐世同編譯 .-- 十六版 .-- 臺北市 : 華

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61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68-3-8 (平裝) NT$920 普遍級  

1.CST: 行銷管理  496  

社群行銷圈粉力 : FBxLinexIGx 抖音

xYouTube,打造爆紅商機的行銷工作

術 / 胡昭民著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0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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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33-350-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品牌行銷法律課 : 從商標布局、公

平交易到消費者權益及個資保護,律

師教你安全行銷不觸法! / 陳佑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90-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品牌行銷 2.CST: 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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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9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580-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品牌行銷 2.CST: 網路行銷 

3.CST: 資訊科技  496  

培養行銷洞見 : 行銷資料科學思維 / 

羅凱揚, 蘇宇暉, 鍾皓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2-739-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資料探勘 

3.CST: 商業分析  496  

網路行銷 : 創造爆紅又吸睛的網路

商機 / 吳燦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346-

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496  

*MIT 臺灣金選. 2022 : 循綠漸淨 / 黃

鈺雲, 廖靜清, 楊月霞, 夏凡玉, 張愛

玲, 翁舒玫, 許宏偉, 李宜芸, 林美齡

文字 ; 蘇于修總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工業局, 11112 .-- 13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31-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產品 2.CST: 臺灣  496.1  

地方微品牌 : 創造與經濟、社會、

環境共好的永續模式 / 財團法人中

衛發展中心編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中衛發展中心, 11201 .-- 224 面; 26

公分 .-- (中衛精典系列 ; 10) .-- ISBN 

978-986-99205-9-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品牌 2.CST: 企業經營 3.CST: 

行銷策略  496.14  

推銷之神的「原式奧義」 : 三明治

話術、服務四要點、談判五絕招......

保險之神的瘋狂推銷術,開拓你的銷

售之路! / 徐書俊, 陳春娃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1 .-- 276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81-3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熱情積極 : 最偉大的推銷員成功金

律 / 馬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

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216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289) .-- ISBN 978-

626-7134-85-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 生 態 物 流 白 皮 書  = Taoyuan city 

ecologistics white paper / 呂理德總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1111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64-02-7 (精裝) 普遍級  

1.CST: 物流業 2.CST: 物流管理 

3.CST: 環境生態學 4.CST: 永續發展 

5.CST: 桃園市  496.8  

全球運籌管理 / 葉清江, 凌祥發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272 面; 26 公分 .-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671-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物流管理 2.CST: 物流業  

496.8  

創意龔作心得報告 / 龔大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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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g ; 406) .-- ISBN 978-626-353-

305-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廣告創意 2.CST: 廣告實務 

3.CST: 經驗  497.2  

零售業管理 : 迎接新零售時代 / 伍忠

賢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9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零售商 2.CST: 商店管理 

3.CST: 個案研究  498.2  

門市服務  : 乙級檢定創意 Q&A = 

Level B certified technician skill test of 

chain store service: Q&A / 羅應浮編

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472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

932-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商店管理  498.6  

超級店長學不學 : 開創思維、五力

升級! / 史宗岳, 林子文, 林仁宗, 林明

志, 翁素蕙, 高順興, 張世杰, 張育韶, 

劉人豪, 蔡國平, 鄭茂發, 鄭凱隆, 韓

家寅, 周克倫, 陳桂鳳, 方雅慧, 朱翊

彤, 何榮斌, 吳佳玲, 吳孟娟, 吳宛倩, 

李云彤, 李聿旌, 李品儀, 李御禎, 林

思瑋, 徐存仰, 徐捷, 徐詩椀, 張南軒, 

張睿智, 張瓊蕙, 張麗君, 莊宗儒, 許

嘉峻, 郭怡君, 郭信良, 郭家赫, 陳玟

伶, 陳俊雄, 陳冠妏, 陳彥宏, 陳柏志, 

陳羿彤, 陳詩鈺, 陳靜婷, 温秀貞, 程

紹幃, 賀紹齊, 黃沛潔, 黃俊德, 黃瑞

玉, 劉宜欣, 劉宜蓁, 劉怡伶, 劉奕伶, 

劉美瑶, 劉朕瑜, 劉靜鈺, 潘柔安, 蔡

佳琳, 蔡彥樺, 鄭伊涵, 鄭茜尹, 鄭湘

翎, 蕭慈吟, 賴虔偉, 謝瓊梅撰文 ; 李

昌霖總編輯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

灣連鎖暨加盟協會, 11112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44-1-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連鎖商店 2.CST: 加盟企業 

3.CST: 企業經營  498.93  

企業管理 

*二代淨零艦隊 : 做產業的碳路先鋒 

/ 王怡雯總編輯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

臺灣數位企業總會, 111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967-0-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綠色企業 2.CST: 企業經營  

494  

成為專家的條件 : 彼得.杜拉克教你

如何創造成果 / 藤屋伸二監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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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128 面; 23 公分 .-- (廣泛閱

讀) .-- ISBN 978-626-7224-32-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494  

杜拉克管理案例集  / 彼得 .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作 ; 白裕承譯 .-- 臺

北 市  : 博 雅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72 面; 22 公分 .-- (跨世紀大

師彼得.杜拉克全集 ; 15) .-- ISBN 978-

626-95673-8-6 (精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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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管理科學 2.CST: 個案研究  

494  

極簡創業家 : 找出新創極簡之道 / 薩

希爾.拉文賈(Sahil Lavingia)作 ; 李皓

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

驗室, 行人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497-3-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創業  494  

經商必學的猶太精神 : 十七條打破

僵局的應對法則,看準商機,重視商譽,

從頭學到底,不怕錢跑不進口袋裡! / 

李人豪, 湘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2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583-7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成功法 

3.CST: 猶太民族  494  

慢飆股台積電的啟示錄 : 發現一流

企業的長相和深度投資價值 / 闕又

上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8 面; 21 公

分 .-- (天下財經 ; 483) .-- ISBN 978-

986-398-858-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 

2.CST: 企業經營  494  

留白工作法 : 為自己創造白色空間,

擺脫瞎忙,做真正重要的事 / 茱麗葉.

方特(Juliet Funt)作 ; 許恬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

分 .-- (Big ; 409) .-- ISBN 978-626-353-

376-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工作效率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01  

高效工作的技術 : 先分析再執行,把

人員變人才,突破困境、提升效率的

法則 / 周瑞勇著 .-- 初版 .-- 嘉義縣民

雄鄉 :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63-5-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工作效率 2.CST: 工作研究  

494.01  

(高餐大的店)創業與夢想. 第三冊 : 

18 位餐飲職人創業的夢想與實踐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1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26-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創業  494.1  

The way : 未來,將從此刻的決定開始。 

/ 領導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企劃

製作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71-3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環境保護 

3.CST: 永續發展  494.1  

網路效應 : 矽谷知名創投家完整公

開 Tinder、Zoom、Uber、LinkedIn、

Dropbox 等企業打造爆紅產品的五大

關鍵 / 安德魯.陳(Andrew Chen)著 ; 王

曉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8-860-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商業管理 

3.CST: 網路行銷  494.1  

組織理論與管理 =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management / 溫金豐著 .-- 六版 .-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68-6-9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組織理論 2.CST: 組織管理  

494.2  

贏在奇異 : 威爾許的管理智慧 / 王奕

尹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203 .-- 264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287) .-- ISBN 978-626-

7134-83-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領導論 2.CST: 組織管理  

494.21  

人力資源管理 : 全球經驗本土實踐 / 

Raymond Noe, John Hollenbeck, Barry 

Gerhart, Patrick Wright 作 ; 王精文編

譯 .-- 八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羅希

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201 .-- 6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341-49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管理  494.3  

人力資源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溫金豐, 王群孝, 

黃家齊, 韓志翔, 黃良志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5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468-5-2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管理  494.3  

慧眼識才 : 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 / 劉

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86) .-- ISBN 978-626-

7134-7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事管理  494.3  

大專校院彈性薪資法規彙編. 2022 / 

周麗芳彙編 .-- 臺北市 : 教育部彈性

薪資專案辦公室, 11112 .-- 7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45-10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薪資管理  494.32  

世界冠軍教我的 8 堂高效能課 / 傑克.

漢佛瑞(Jake Humphrey), 達米安.休斯

(Damian Hugh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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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2-13-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主管使用說明書 : 詳解 7 大類主管,

讓你對症下藥,再難纏都能搞定! / 季

益祥, 高利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7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人際關係  

494.35  

外資金融菁英的最強說明術 / 駭客

大學 PESO 作 ;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3 .-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421) .-- ISBN 

978-626-7251-25-6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商務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你可以連結任何人  / 李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

分 .-- (人生顧問 ; 472) .-- ISBN 978-

626-353-375-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人際傳播  

494.35  

從 CIA 到 CEO / 露波兒.帕特爾(Rupal 

Patel)著 ; 何玉方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

業周刊, 11202 .-- 2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52-12-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最高提問力 : 問話力 9 訣竅+好問題

7 要領,幫你輕鬆開啟話題,讓對方暢

快說,交談變熱絡! / 渡瀨謙著 ; 林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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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43-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說話藝術  

494.35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 

楊書菲, 顧瑩華, 丁心嵐, 吳舒婷, 史

惠慈, 吳玉瑩, 李淳, 顏慧欣, 陳子昂, 

溫麗琪, 林俊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112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32-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供應鏈管理 2.CST: 產業分析 

3.CST: 產業發展  494.5  

國際標準驗證 / 施議訓, 陳明禮, 施曉

琳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391-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品質管理 2.CST: 標準  

494.56  

基於製程能力指標之驗收抽樣計畫 : 

理論與實務應用  / 王拓程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2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53-27-4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品質管理  494.56  

圖解品質管理 / 陳耀茂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06-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品質管理  494.56  

財務管理 / Eugene F. Brigham, Joel F. 

Houston 原著 ; 丁碧慧, 林坤輝, 蔡惠

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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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52-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務管理  494.7  

現代財務管理 / 徐燕山, 繆文娟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有限公司, 11201 .-- 4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548-78-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財務管理  494.7  

社會科學類 

統計 

東大教授親授 文組輕鬆學統計 / 日

本 Newton Press 作 ; 林園芝翻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61-322-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統計 ,讓數字說話 ! / 墨爾 (David S. 

Moore), 諾茨(William I. Notz)著 ; 鄭惟

厚, 吳欣蓓譯 .-- 第四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512 面; 21 公分 .-- (科學天

地 ; 187) .-- ISBN 978-626-355-039-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統計學 : 基礎與應用 / Gerald Keller 原

著 ; 顏慧, 丁淑方譯 .-- 四版 .-- 臺北

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202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52-1-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統計學 / Gerald Keller 原著 ; 顏慧, 丁

淑方譯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

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 11202 .-- 6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52-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圖解統計與大數據 / 吳作樂, 吳秉翰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4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2.CST: 資料探勘  

510  

實 驗 設 計 與 分 析  / Douglas C. 

Montgomery 原著 ; 巫佳煌, 唐麗英, 黎

正中編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

書有限公司, 11201 .-- 7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6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實驗計劃法 2.CST: 統計方法 

3.CST: 統計推論  511.2  

結構方程模型 : 運用 AMOS 分析 / 陳

寬裕, 王正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3-

642-8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統計套裝軟體 2.CST: 統計分

析  512.4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0

卷, 苗栗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77-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1

卷, 彰化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78-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2

卷, 南投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79-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3

卷, 雲林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0-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4

卷, 嘉義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1-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5

卷, 屏東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2-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6

卷, 臺東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3-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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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7

卷, 花蓮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4-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8

卷, 澎湖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5-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9

卷, 基隆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6-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1 卷, 

綜合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

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冊 .-

- ISBN 978-626-7162-67-5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7162-68-2 (下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20

卷, 新竹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7-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21

卷, 嘉義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8-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22

卷, 金門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89-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23

卷, 連江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11112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90-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2 卷, 

新北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69-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3 卷, 

臺北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70-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4 卷, 

桃園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71-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5 卷, 

臺中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72-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6 卷, 

臺南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73-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7 卷, 

高雄市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74-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8 卷, 

宜蘭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75-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109 年. 第 9 卷, 

新竹縣報告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76-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人口普查 2.CST: 住宅 3.CST: 

臺灣  515.33  

教育 

KIST 新進教師手冊. 111 學年. II : 成

為百分百 KIST 教師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 11201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388-1-9 (平

裝) NT$198 普遍級  

1.CST: 教育  520  

英國伊頓公學校長愛德華.利特爾頓

論「教師」 : 工作培訓、紀律約束、

教學活動、時間管理,獻給每位教育

工作者  / 愛德華 .利特爾頓(Edward 

Lyttelton)著 ; 胡彧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2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57-002-3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教育理論  520.1  

(高普考)名師壓箱秘笈 : 教育哲學與

比較教育 / 舒懷編著 .-- 第三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536-9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教育哲學 2.CST: 比較教育  

520.11  

法國思想家蒙田的人性教育 : 兒童

教育、父子情、學究氣、人與人的

差異,<<隨筆集>>中的教育思想 / 米

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 

于彩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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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15-3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蒙田(Montaigne, Michel de, 

1533-1592) 2.CST: 教育哲學  520.11  

從孩子的天性開始(兒童的心智&意

識發展.華德福教育精髓) / 魯道夫.史

代納(Rudolf Steiner)著 ; 徐明佑譯 .-- 



47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203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756-9-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史坦納(Steiner, Rudolf, 1861-

1925) 2.CST: 兒童發展 3.CST: 教育

哲學 4.CST: 文集  520.148  

認知心理學權威尚.皮亞傑談發展與

學習 : 社會化的過程、智力發展的

機制、感覺運動智慧,著名心理學家

的教育思想 / 尚.皮亞傑(Jean Piaget)

著 ; 孔謐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9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57-016-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皮亞傑(Piaget, Jean, 1896-

1980) 2.CST: 教育哲學 3.CST: 教育

理論  520.148  

教師檢定考 : 第一本教育社會學 / 蘇

鈺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蘇鈺楠, 

11201 .-- 20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82-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育社會學 2.CST: 教師專業

資格  520.16  

教育與法政 : 感恩的人生 / 黃炎東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黃 炎 東 , 

11202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01-0916-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法律 3.CST: 傳記  

520.1858  

創新教學課堂有故事 : 議題導向、

跨領域、敘事教學現場的實作反思 / 

周盈秀, 許麗萍, 黃詠愷, 蔡佩均, 蔡

明修, 蔡宗良, 蔡郁焄作 ; 陳明柔主

編 .-- [臺中市] : 跨維度教學創新實驗

室, 11202 .-- 16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6851-2-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活用心智圖快速抓重點,精準拆解考

題與文章 : 新課綱必備讀書方法、

高效筆記與考試拿高分的技巧 / 孫

易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546-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讀書法  

521.1  

校長和名師教你成為學霸 : 檢視每

周學習成效的驚人學習法 ,附會考

100 天完勝衝刺安排策略 / 敬世龍, 

許庚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4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43-670-

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讀書法  

521.1  

創新教學可以這樣做 : 議題導向、

跨領域、敘事教學工具應用與實踐 / 

徐俊益, 許麗萍, 黃詠愷, 蔡佩均, 蔡

明修, 薛建蓉, 謝宜真作 ; 陳明柔主

編 .-- [臺中市] : 跨維度教學創新實驗

室, 11202 .-- 16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6851-1-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教學法 2.CST: 教學設計  

521.4  

成長性思維行動指南 : 培養孩子恆

毅力與心理韌性的 45 堂實踐課 / 安

妮.布魯克(Annie Brock), 希瑟.韓德利

(Heather Hundley)著 ; 簡大為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學

習與教育 ; BKEE0241P) .-- ISBN 978-

626-305-394-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思考能力教學 2.CST: 學習心

理  521.426  

讓孩子穩定進步的「線上學習」活

用術 / 前田大介, 松勇暢史著 ; 黃詩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

書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10-882-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數位學習 2.CST: 讀書法  

521.539  

*戶外教育路線學習手冊(中區) / 吳

靖國, 張正杰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 

11112 .-- 1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9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戶外教學 2.CST: 教學活動設

計 3.CST: 中小學教育  521.54  

*戶外教育路線學習手冊(北區) / 吳

靖國, 張正杰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 

11112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9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戶外教學 2.CST: 教學活動設

計 3.CST: 中小學教育  521.54  

*戶外教育路線學習手冊(南區) / 吳

靖國, 張正杰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 

111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5-09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戶外教學 2.CST: 教學活動設

計 3.CST: 中小學教育  521.54  

課程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教育藝術與療癒 = The 2022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proceedings 

educational art and healing / 明道大學

教育藝術與療癒研究所主編 .-- 初

版 .-- 彰化縣埤頭鄉 : 明道大學教育

藝術與療癒研究所, 11112 .-- 3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468-84-1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國民教育 2.CST: 課程改革 

3.CST: 教學研究 4.CST: 文集  

521.707  

教育原理 / 宋武峰(Donald W. Sung)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202 .-- 6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253-21-2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兒童教育 2.CST: 教育理論  

523  

幼兒 STEAM 教育活動設計 = Design 

of STEAM activity for young children / 

陳雅鈴, 黃麗鳳, 蔡淳如主編 .-- 初

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學, 11112 .-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222-0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523.23  

臺北市國民小學二年級國語第三冊

數位診斷系統使用手冊 / 陳清義, 嚴

淑珠, 李金燕, 鄭福來, 游惠音, 洪慧

瑄, 賴健二, 吳敏華, 蕭儀禎, 黃善美, 

盧姵綺, 顏樂美, 郭蕙僑, 陳藝真, 何

立心, 陳茉馨, 陳亭妤, 蕭孟昕, 林政

慧, 鄭貴霖, 徐佑琪, 郭孟怡, 王筱佩, 

江淑娟, 陳宇絢, 林真伊, 周善柔, 陳

靜文, 謝雨潔, 陳靖玟, 湯凱筑, 蔡佩

娟撰稿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 11112 .-- 2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2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學習評量 

3.CST: 小學教學  523.311  

講義式評量. 英語. 1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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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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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714-2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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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 / 林漢忠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1120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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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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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14-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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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何 S 4) / 林漢

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11202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714-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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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康 Wonder 4) 

/ 林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

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120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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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義式評量. 英語. 4 下(翰 Here 4) / 林

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1120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4-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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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偵探柯南提高科學素養力 : 國小

必學經典題型 153 / 青山剛昌作 ; 藤

丸卓哉出題 ; 游韻馨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400 面; 25 公分 .-- (Science 

conan ; 32) .-- ISBN 978-626-358-008-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523.36  

素養導向美感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

參考指引. 12-30 / 洪詠善, 丘永福, 曾

建銘, 黃祺惠, 呂瑋婗, 高嘉宏, 黃美

斯, 林宏維, 林杏蓉, 吳愷翎, 邱敏芳, 

林昕曄, 潘玟箮, 林文雄, 黃國哲, 方

美霞, 賴佩莉, 高音璞, 郭宗德, 邱鈺

鈞, 廖健茗, 劉美玲, 黃于瑑, 李家華, 

林美宏, 陳育淳, 張釋月作 ; 洪詠善, 

丘永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

教育研究院, 11112 .-- 冊 .-- (亞太地

區美感教育研究室系列叢書 ; 9-2) .-- 

ISBN 978-626-345-107-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育教學 2.CST: 教學活動設

計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7  

動腦玩邏輯 / 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北市 : 長頸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 11112 .-- 冊 .-- (素養課程系

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834-

2-0 (第 7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626-96834-3-7 ( 第 8 冊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初等教育  523.38  

國中.高中生物 : 從細胞開始認識生

物的遺傳、演化與生態系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林筑茵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144 面; 28 公分 .-- (人人

伽利略系列 ; 37) .-- ISBN 978-986-

461-32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生物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國中英語會考 A++ : 滿分模擬試題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

數位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28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國中會考系

列) .-- ISBN 978-626-7225-14-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讀本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百年校慶成

果專輯 / 臺南一中百年校慶籌備委

員會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南

第一高級中學, 11112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1-68-4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524.833/127  

冬釀 : 大學社會責任的豐收與永續 / 

黃心瑜, 崔清新, 林國瑞, 政肇祺, 蔡

之庸, 林泰源, 陳詠琪, 王惠玲, 錢偉

鈞, 詹家昌, 邱毓斌, 林惠真, 宋威穎, 

洪瑞鍾, 王樂雅, 曾心映, 古淑薰, 蔡

進士, 賀俊智, 溫卓謀, 陳黛芬, 許立

群, 張力亞, 劉采婷, 謝佳珉, 張仲聖, 

吳紹瑜, 莊逸君, 林均晏, 胡翠君, 盧

圓華, 高雅寧, 葉秀恆, 羅苡晅, 橫川

蓮奈, 甘玲華, 蔡伊凡, 鈴木雅之, 田

島翔太, 石筒覺, 岡村健志, 赤池慎吾, 

大槻知史, 各大學 USR 計畫團隊作 ; 

蘇玉龍主編 .-- 南投縣埔里鎮 : 教育

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11201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5-

10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學校與社會 

3.CST: 社會參與 4.CST: 永續發展  

525.016  

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生命故事手扎 . 

111 / 柳雅梅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

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 1111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09-88-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文集  

525.07  

*城市美學. 2022 : 科技與人文兩種眼

神的交會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 / 

朱書漢, 鄭明德, 蔡慈紜, 陳詩堯, 邱

筱婷, 黃亭瑀, 蘇文清, 王亦利, 呂怡

菁, 蔡知臻作 ; 鄭任汶主編 .-- 一版 .-

- 臺北市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11112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61-3-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高等教育 

3.CST: 文集  525.3307  

蕉鹿夢.聽見鹿鳴 = Dream deer.tuning 

into luming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Apex Building Public Art Project / 國

立臺灣大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立臺灣大學, 11201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214-0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大學 2.CST: 學校建

築 3.CST: 歷史性建築 4.CST: 歷史  

525.833/101  

興大人物史料彙編 . 二 / 蔡宗憲編

注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學

校史館, 11112 .-- 176 面; 26 公分 .-- 

(興大校史系列叢書 ) .-- ISBN 978-

626-96453-5-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國立中興大學 2.CST: 人物志 

3.CST: 史料  525.833/115  

開創嘉機 :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 嘉義

大學 EMBA 傑出校友集 / 嘉義大學

EMBA 校友會作 ; 羅智華, 徐彩媚訪

談撰稿 .-- 初版 .-- 嘉義市 : 驚嘆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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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行銷有限公司, 1120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968-0-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立嘉義大學 2.CST: 人物志  

525.833/126  

衛戍榮光 : 原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

隊營舍及臺南衛戍病院建設歷程  / 

蔡侑樺, 徐明福作 .-- 二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出

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發行, 11112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635-76-3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國立成功大學 2.CST: 學校建

築 3.CST: 歷史性建築 4.CST: 歷史  

525.833/127  

願景水晶球 : 預訂未來社會與人才 = 

Visionary crystal ball : creating future 

society and its talents / 陳政宏, 陳恒安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 

11201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45-111-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未來社會 

3.CST: 人才  525.933  

教育行政學新論 / 范熾文, 黃宇瑀, 張

國保, 楊振昇, 謝念慈, 蔡進雄, 許籐

繼, 黃旭鈞, 陳盈宏, 顏國樑, 梁金盛, 

楊淑妃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98-

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教育行政  526  

*嘉義市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行動教育指引 / 林立生主

編 .--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

4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永續發展 2.CST: 教育  

526.11  

教育政策與永續經營 / 吳清基, 林立

生, 吳靖國, 盧延根, 劉國兆, 練千睿, 

范熾文, 王滿馨, 陳政吉, 陳穎, 郭怡

立, 張明文, 顏國樑, 楊郡慈, 趙秋英, 

楊振昇, 謝念慈, 蔡進雄, 陳淑娟, 陳

盈宏, 李文基, 何宜紋合著 ; 吳清基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27-5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教育政策 2.CST: 永續發展 

3.CST: 文集  526.110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年報. 

110 年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1112 .-- 95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345-109-4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CST: 教育行政  526.32  

有 IQ 沒 EQ,小孩遇事只會哭 : 認知

自我 X 同理他人 X 自我激勵,教導孩

子掌握情緒,體諒他人,別讓他們成為

低情商討厭鬼! / 洪春瑜, 蕭晨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3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10-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你的孩子其實不壞 : 讀故事,一起把

壞性格魔王打敗! / 陳盈如, 陳添富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27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11-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性格  528.2  

爸媽這樣說最有效!七堂溝通課讓孩

子專注學習、衝出好成績 : CP 值最

高的親子對話法,引導孩子突破情緒

x 人際 x 學習障礙,建立高效讀書習

慣 / 鄭才英, 李西鎮著 ; 陳曉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352 面; 23 公分 .-

- (高 EQ 父母 ; 94) .-- ISBN 978-626-

7238-23-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528.2  

非暴力教育 : 抑制叛逆心理、鼓勵

順從行為,停止鞭打責罵,孩子也能自

主聽話 / 雅各布.艾伯特(Jacob Abbott)

著 ; 胡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7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57-045-0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孩子成績差,請先別罵他 : 好習慣 X

好環境 X 好特質,幫助孩子找到最適

合他的學習之道 / 孫桂菲, 麥小麥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2 .-- 31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49-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整體學習法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職教育  528.2  

孩子說話心理學 : 把握 10 歲前黃金

溝通期,家庭關係更融洽! / 天野光作 ; 

林曜霆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宇

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120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08-13-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528.2  

為什麼別人的孩子那麼有創意? : 注

意力 X 觀察力 X 想像力,開發右腦,訓

練思維,打開創新的大門! / 黃依潔, 

趙華夏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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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47-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家庭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3.CST: 創造力  528.2  

從怕學習到愛學習 : 名校和家長都

肯定的自主自律學習 / 張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生

涯智庫 ; 210) .-- ISBN 978-986-175-

72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主學習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職教育  528.2  

笨小孩不是天生的,只是大腦尚未開

發 : 專注力 X 實踐力 X 好奇心,用故

事激發學習熱情,讓孩子離夢想更靠

近 / 呂定茹, 薛梅城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3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57-029-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學習方法  528.2  

邊玩邊學習,提升孩子專注力 : 家庭

環境、學習目標、遊戲訓練,多方面

檢討補救,孩子不只用心也更專心 / 

黃依潔, 陳雪梅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57-052-8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育兒  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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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成為自己人生的專家 : 15 個

「遇」兒心姿態,展開親密的親子之

旅 / 胡瑋婷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橙

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228 面; 21

公分 .-- (Orange baby ; 20) .-- ISBN 978-

626-96646-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育兒  528.2  

用對方法,教出合作小孩 / 伊莉莎白.

潘特利(Elizabeth Pantley)著 ; 李永怡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

社,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61-712-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行為改變術  528.21  

地震!別怕! : 家庭必備的防災互動書 

/ 曾敏惠, 吳郁玶, 李香潔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1112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436-40-7 (精裝) NT$1390 普遍級  

1.CST: 地震 2.CST: 安全教育 3.CST: 

兒童教育 4.CST: 防災教育  528.38  

臺灣技職教育培育技術(藝)專業人

才之策略 / 楊顯整, 張國保, 李大偉, 

曾璧光, 李懿芳, 林志龍, 高宛愉, 余

芳瑋, 陳蕾伊, 陳俐陵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112 .-- 208 面; 30

公分 .-- (專題報告 ; 2022-10) .-- ISBN 

978-626-96832-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技職教育 2.CST: 人才 3.CST: 

培養 4.CST: 臺灣  528.807  

車身電器系統綜合檢修實習 / 康郁

帆, 莊易燁, 蕭仕祥, 吳心穎, 洪志賢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

限公司, 11201 .-- 364 面; 30 公分 .-- 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 

ISBN 978-986-5531-60-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汽車維修 2.CST: 技職教育  

528.8452  

柴油引擎原理與實習 / 楊國榮, 陳幸

忠, 林大賢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8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柴油引擎 2.CST: 技職教育  

528.8452  

SPORT for SDGs : 以運動成就永續: 

第十屆東亞運動教育聯盟國際學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10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 李一聖總編

輯 .-- 桃園市 :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 

11112 .-- 1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80671-6-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體育教學 2.CST: 運動教學 

3.CST: 文集  528.907  

跑步,該怎麼跑? : 認識完美的跑步技

術,姿勢跑法的概念、理論與心法 / 

尼 可 拉 斯 . 羅 曼 諾 夫 (Nicholas 

Romanov), 約翰.羅伯遜(John Robson)

著 ; 徐國峰譯 .-- 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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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360 面; 21 公分 .-- (KFCS ; 

FK3002) .-- ISBN 978-626-315-250-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賽跑 2.CST: 運動訓練  

528.946  

中華民國僑生手冊. 中華民國 111 年

版 = Handbook for overseas compatriots 

students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生

處編製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 11112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62-94-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僑民教育  529.3  

*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 110 學年度 

/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12 .-- 

4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5-

77-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 2.CST: 原住民教

育 3.CST: 教育統計  529.47028  

社交達人 : 大專校院特教學生校園

社會技巧課程 / 蔡明富, 黃葳庭, 林寶

鈺, 莊雅芸, 林亭妤, 林佳蓉, 李存恩, 

吳秀雯, 顏雪櫻, 羅允廷, 彭志文, 劉

家伶, 洪瑛涓, 鄭韓秀鳳, 劉羿佳, 陳

雅珍, 于兆欣, 陳冠傑作 ; 蔡明富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1112 .-- 357 面; 

30 公分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

教 育 中 心 特 殊 教 育 叢 書 ) .-- ISBN 

978-626-96927-1-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社交技巧 

3.CST: 課程 4.CST: 高等教育  

529.53  

臺北市特殊教育班優良教材教具評

選得獎作品專輯. 110 學年度 / 邱英

浩, 李姿瑩編輯委員 .-- 臺北市 : 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 11112 .-- 84 面; 30 公

分 .-- (特殊教育叢書 ; 146) .-- ISBN 

978-626-7250-32-7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教材教學  

529.54  

臺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

育(資優)課綱磐石學校優良課程教

案 : 特殊教育需求領域-創造力(融入

科技領域) : 小「資」創業物語-應用

科技與媒體於生活情境中之專題導

向創造力課程 / 王駿佾, 邱圓庭, 王薏

銥, 張耀文, 蔡宜玫, 蔣介民, 廖秀靜

作 .-- 臺北市 : 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

資源中心, 1111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31-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資訊教育 

3.CST: 教學方案  529.55  

臺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

育(資優)課綱磐石學校優良課程教

案 : 部定課程調整-自然領域 : 瘋狂

科學家 / 馮理詮, 顧薇, 周秉弘, 陳聖

文, 林盈君, 楊婷雅作 .-- 臺北市 : 臺

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11112 .-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

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科學教育 

3.CST: 教學方案  529.55  

短時間就上榜的國考訣竅 : 大三通

過會計師考試、準備四年通過司法

考試的會計師兼律師,教你高效讀書

法全圖解 / 平木太生(jiji)著 ; 方嘉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

公司 ,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Think ; 250) .-- ISBN 978-626-7251-16-

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國家考試 2.CST: 讀書法 

3.CST: 學習方法  529.98  

禮俗；民族學 

國際禮儀 : 含商業禮儀及領隊導遊

禮 儀  =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 

business,tour leader and tour guide 

included / 唐受衡, 林雨荻, 何旻娟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4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784-981-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際禮儀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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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國際禮儀 / 石詠琦, 唐受衡, 邱詩

瑜, 陳美雪, 舒程, 賴櫻暖, 盧永茵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21-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國際禮儀  530  

建制民族誌 : 使人們發聲的社會學 / 

桃樂絲.史密斯(Dorothy E. Smith)著 ; 

廖珮如譯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87-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民族學 2.CST: 社會學 3.CST: 

研究方法  535.031  

百年仰望 : 客家人在日本 / 周子秋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客家出版

社出版 : 博客思出版社發行, 11203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081-2-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歷史 3.CST: 日本  

536.211  

臺灣客家文化風情畫 / 謝淑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220 面; 23 公分 .-- 

( 文 化 生 活 叢 書 . 藝 文 采 風  ; 

1306039) .-- ISBN 978-986-478-797-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民族文化 3.CST: 

文化研究 4.CST: 臺灣  536.211  

韓愈祭系列活動「客庄文化永續及

共創社區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111

年度 / 林明志總編輯 .-- 屏東縣內埔

鄉 :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11112 .-- 1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9-28-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文化研究 3.CST: 

文集 4.CST: 屏東縣內埔鄉  

536.21107  

「回回」民族學 : 四大藥方、「兩

世」理念、阿拉伯書法、「合法」

飲食、經堂教育,從唐宋時期的歷史

簡述到當今社會的回族文化 / 敏賢

麟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7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回族 2.CST: 民族文化 3.CST: 

民族史  536.24  

山居原住民與臺灣社會 : 國立臺灣

博物館藏清代古文書的線索 / 吳佰

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

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38-980-1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社會史 

3.CST: 文化史 4.CST: 古文書  

536.33  

沿河而上找母語 : 鄒族漁獵文化調

查與小小解說員洄游解說行動成果

手 冊  = Discovering mother tongues 

along the creeks / 蔡立德, 陳柏霖, 傅

彥儒田調撰文 .-- 初版 .-- [屏東縣車

城鄉]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1112 .-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5-

101-8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捕魚 2.CST: 民族文化 3.CST: 

鄒族 4.CST: 臺灣原住民族  536.335  

魯凱族的生活智慧 . 結婚聘禮篇 = 

thingalane ki tapanianianiakane ki 

Ngudradrekai : patharwakai ki sabadhane 

/ Tanubake.Rakerake 達努巴克.拉歌拉

格作 .-- 屏東縣霧臺鄉 : 屏東縣霧臺

鄉公所,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中

文、魯凱語對照  .-- ISBN 978-626-

7259-14-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魯凱族 

3.CST: 民族文化 4.CST: 婚禮  

536.3363  

宜蘭阿美族發展史 / 孫湯玉惠總策

畫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史館, 

11112 .-- 252 面; 26 公分 .-- (宜蘭縣史

系列. 族群類 ; 2) .-- ISBN 978-626-

7247-05-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阿美族 2.CST: 臺灣原住民族 

3.CST: 民族史 4.CST: 宜蘭縣  

536.337  

蘭嶼時令 : 達悟族海洋文化的傳承 / 

蘇嘉宏主編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

究院, 11112 .-- 4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2-62-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達悟族 2.CST: 民族文化 

3.CST: 臺東縣蘭嶼鄉  536.338  

你不懂其實很有哏的節氣 : 從小寒

到冬至,古典詩詞中的時間美學 / 黃

啟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512 面; 

23 公分 .-- (人文) .-- ISBN 978-957-05-

3475-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節氣 2.CST: 中國  538.59  

社會學 

社 會 學 的 想 像 力  / 賴 特 . 米 爾 斯

(Charles Wright Mills)著 ; 李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3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650-3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社會學  540  

應然社會論 / 鄧正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201 .-- 

684 面; 21 公分 .-- (人文社會學系

列) .-- ISBN 978-986-0762-44-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學 2.CST: 人文社會學  

540  

沒有歷史的人論文集 / 李淑君, 鄒芷

茵, 林肇豊, 八尾祥平, 申知瑛, Dolma 

Tsering, 秦嘉嫄, 盧佳慧, 翁稷安作 ; 

謝仕淵主編 .-- 第一版 .-- 臺南市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中 心 , 

11112 .-- 352 面; 23 公分 .-- 部分內容

為英文 .-- ISBN 978-626-96004-9-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變遷 2.CST: 社會史 

3.CST: 文集  540.9307  

多元文化與實務工作 / 葉永文, 林惠

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853-2-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多元文化 2.CST: 文化衝突 

3.CST: 工作研究  541.2  

跨界多元視域下的東南亞華人文化. 

歷史篇 / 蔡源林, 葉先秦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

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主體性文化

研究中心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11112 .-- 220 面; 21 公分 .-- (華人文化

主體性研究叢書  ; B2001) .-- ISBN 

978-626-96532-2-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文化研究 2.CST: 文集 3.CST: 

東南亞  541.26207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2022 = 

2022 Taiwan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annual report / 李明哲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內容策進

院, 11202 .-- 2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785-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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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文化事業 2.CST: 臺灣  

541.2933  

文化傳播實證與應用 / 陳建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93-4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文化傳播  541.34  

比遠方更遠 : 走入個人與國族,凝視

政治下的創傷與差異,一場起於革命

年代的人性之旅  / 安德魯 .所羅門

(Andrew Solomon)作 ; 林凱雄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4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62-90-

8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社會改革 2.CST: 社會變遷  

541.4  

後殖民的人類世 : 生命的展演政治 = 

The postcolonial anthropocene : 

performative politics of life / 張君玫

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出版有限

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01-3-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社會變遷 2.CST: 環境科學 

3.CST: 後殖民主義  541.4  

*好痛,但能跟誰說? : 陪伴自閉兒、

亞斯兒等特殊孩子走出霸凌的傷  / 

王意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Catcher ; 107) .-- ISBN 978-

986-406-333-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霸凌 2.CST: 特殊兒童 3.CST: 

特殊教育 4.CST: 親職教育  541.627  

集體錯覺 : 為什麼我們寧可欺騙自

己,也不敢跟別人不一樣? / 陶德.羅斯

(Todd Rose)著 ; 劉維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 30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49

種)(我思 ; 17) .-- ISBN 978-626-7181-

41-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群眾行為 

3.CST: 人際傳播  541.7  

人脈風格 : 找出你專屬的人際關係

模式,創造工作與生活的最佳表現 / 

瑪莉莎.金恩(Marissa King)著 ; 蕭美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BIG 叢書 ; 404) .-- ISBN 

978-626-353-357-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社會互動 

3.CST: 社會心理學  541.76  

人脈,從建立好感開始 / 蜜雪兒.提利

斯.萊德曼(Michelle Tillis Lederman)作 ; 

黃庭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

版 , 遠足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 

1120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91-76-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交 2.CST: 人際關係 3.CST: 

社會網路  541.8  

通訊傳播市場報告. 111 年 / 財團法

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112 .-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62-6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傳播產業 2.CST: 通訊產業 

3.CST: 市場分析  541.83  

傳播法基礎理論與實務 / 蕭文生著 .-

-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6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923-2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傳播法規  541.83023  

AI 時代的數位傳播素養教育 / 王維

菁, 林玉鵬, 王俐容, 劉慧雯, 黃俊儒, 

曹家榮, 林富美, 戴昀, 胡元輝, 鄭宇

君, 劉雅雯, 葉子揚, 傅思凱, 周昆璋, 

傅文成, 羅世宏, 蔡蕙如, 蔡柏宏, 張

玉佩, 陳維平, 陳順孝, 蔣旭政, 張季

桓, 謝宜樺合著 ; 王維菁, 林玉鵬, 王

俐容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700-5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數位傳播 2.CST: 人工智慧 

3.CST: 文集  541.8307  

巴拉克.歐巴馬 X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漫聊美國夢 / 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布魯斯 .史普林斯汀 (Bruce 

Springsteen)作 ;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商業周刊, 11203 .-- 304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626-7252-15-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歐巴馬(Obama, Barack) 2.CST: 

史普林斯汀(Springsteen, Bruce) 

3.CST: 社會問題 4.CST: 美國政府 

5.CST: 談話性節目  542  

後全球化視野下的俄烏戰爭 / 思想

編委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0

面; 21 公分 .-- (思想 ; 46) .-- ISBN 978-

957-08-672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國際政治 4.CST: 俄國 5.CST: 烏克蘭  

542.2  

消失的國界 : 藍天,麥田,戰火下的烏

克蘭 / 三立電視, 相振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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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ew ; 123) .-- ISBN 978-626-353-321-

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報導文學 3.CST: 

烏克蘭  542.2  

國際驅戰 / 蔡輝振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12 .-

- 250 面; 23 公分 .-- (政論文學. 論戰

系列 ; 341) .-- ISBN 978-626-7161-56-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國際政治  542.2  

佇桃園 : 桃園市社會住宅 / 莊敬權總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

展處, 11201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64-0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住宅 2.CST: 住宅政策 3.CST: 

桃園市  542.635  

開創未來 社會創新的勞動力實踐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112 .-

- 1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

7125-8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勞動力 2.CST: 就業 3.CST: 社

會政策  542.71  

人力規劃及發展研究報告. 第 21 輯 /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

力發展處, 11112 .-- 35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62-61-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發展 2.CST: 勞動力 

3.CST: 文集  542.7107  

就業服務乙級 超神記憶攻略 / 林閔

政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

化出版社, 11201 .-- 5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6594-7-0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就業 2.CST: 勞動法規 3.CST: 

考試指南  5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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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不必是超人  / 葉傾城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禾禾文化工作室 ,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18-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母親 2.CST: 母職 3.CST: 女性

心理學  544.141  

把妹達人 : 從宅男到型男之路 / 尼爾.

史特勞斯(Neil Strauss)作 ; 貓學步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201 .-- 544 面; 21 公分 .-

- (sex ; 15B) .-- ISBN 978-626-96856-1-

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擇偶 2.CST: 兩性關係  

544.31  

把妹達人. 2 : 遊戲規則 / 尼爾.史特勞

斯(Neil Strauss)作 ; 李建興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201 .-- 344 面; 21 公分 .-- 

(sex ; 22B) .-- ISBN 978-626-96856-2-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成人心理學 

3.CST: 兩性關係  544.37  

男人的戀愛邏輯 / 羅馬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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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53-386-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3.CST: 

成人心理學 4.CST: 男性  544.37  

為什麼男人愛廢話,女人愛小劇場? : 

致那些總是活在平行宇宙裡、越努

力越崩潰、越努力愛越廢、走步下

去 也 無 力 離 開 , 的 我 們  / 薇 薇

Weiisly(張辰瑜)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趨勢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兩性諮商室 ; 1) .-- 

ISBN 978-986-95269-5-1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為什麼要戀愛 : 情愛、孤獨與人際

關係  / 史娣芬妮 .卡喬波 (Stephanie 

Cacioppo)著 ; 張嘉倫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224) .-- ISBN 978-626-355-

025-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孤獨感 3.CST: 人

際關係  544.37  

愛情七味湯 : 認識自己的愛情模式,

選擇快樂結局 / 瑪莎.彌爾門著 ; 陳逸

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

限公司, 11201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84-6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別人怎麼愛你,都因為你怎麼愛自己 

/ 黃啟團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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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8 面; 21 公

分 .-- (溝通句點 ; 58) .-- ISBN 978-626-

7181-4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3.CST: 成人心理學  544.37014  

我.身體.我的身體 / 艾蜜莉.瑞特考斯

基(Emily Ratajkowski)作 ; 賴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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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40-08-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瑞特考斯基@@Ratajkowski, 

Emily, 1991- )( 2.CST: 女性主義 

3.CST: 性別平等  544.52  

把妹達人完結篇 : 搞定人生下半場 / 

尼爾.史特勞斯(Neil Strauss) ; 李建興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512 面; 21 公

分  .-- (sex ; 35B) .-- ISBN 978-626-

96856-3-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兩性關係  544.7  

來談性說愛吧! / 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32 面; 19 公分 .-- (社會紀

實 ; 4) .-- ISBN 978-626-96865-2-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情慾 2.CST: 愛  544.7  

暗夜裡的北極星 : 多元性別 X 性別

暴力實務手冊 / 王玥好總編輯 .-- 新

北市 :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 1111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745-5-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性別平等 2.CST: 性別角色  

544.7  

調情學 : 互動的藝術 / 珍.史密斯(Jean 

Smi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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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想像生活 ; 1) .-- ISBN 978-

626-96977-4-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兩性關係 2.CST: 人際傳播 

3.CST: 社會互動  544.7  

两性社会性别角色发展 : 理论和实

证研究 / 陈羿君着 .-- 初版 .-- 高雄市 : 

陳羿君, 11112 .-- 256 面; 26 公分 .-- 正

體題名:兩性社會性別角色發展: 理

論和實證研究  .-- ISBN 978-626-01-

0848-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性別角色 2.CST: 性別研究 

3.CST: 文集  544.707  

*白色巨塔的性別視野 : 臺灣醫療書

寫與性別研究 / 許劍橋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曦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604-1-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性別研究 2.CST: 性別角色 

3.CST: 文集  544.707  

西斯的 101 號房間 / 呂巧齡, 黃家筠, 

陳韋聿, 許懿心, 姚惠耀編撰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96200-3-6 (全套:精裝) NT$1200 普遍

級  

1.CST: 性教育 2.CST: 性知識  

544.72  

高年級的理想姿態 : 資深精神科醫

師也嚮往的老後人生 / 和田秀樹著 ; 

莊雅琇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心時代 ; 1) .-- ISBN 

978-626-96730-7-0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老人學 2.CST: 生活指導  

544.8  

照顧概論 / 簡慧雯, 黃香香, 范俊松, 

陳俊佑, 陳翠芳, 張之妍, 柯雅婷, 陳

雪芬, 顧家恬, 張珠玲, 張惠甄, 陳淑

貞, 王文華, 張文欽, 林秀慧, 連靜慧, 

張倩華, 賴秋絨合著 .-- 五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932-0 (平裝) NT$575 普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544.85  

* 臺 灣 高 齡 健 康 與 長 照 服 務 年 報 . 

2021 = Annual report on aging and long 

term care in Taiwan / 祝健芳, 吳成文

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

利部 , 財 團 法 人國 家 衛生 研究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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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7-95-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2.CST: 健康照護 

3.CST: 長期照護 4.CST: 臺灣  

544.85  

台中樂居金獎. 2022 = Taichung Nice 

Living Place Award / 臺中市政府住宅

發展工程處 , 魔方數位有限公司主

編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

工程處, 11201 .-- 11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6-58-1 (精裝附光碟

片)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臺中市  

545.0933/115  

臺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專輯. 

111 年度 : 寓見溫暖 築夢在府城 / 蘇

金安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1120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01-74-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公寓 

3.CST: 臺南市  545.0933/127  

家在垃圾山 : 孟買拾荒者的愛與失

去 / 索米雅.羅伊(Saumya Roy)作 ; 黃

意然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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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345-

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貧民區 2.CST: 報導文學 

3.CST: 女性 4.CST: 印度孟買  

545.39371  

吹往未來的在地風 : 30 位農村領航

英雄動人篇章 / 許玲瑋主編 .-- 初

版 .-- 南投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10-51-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農村 2.CST: 社區發展 3.CST: 

人物志  545.5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古代篇 / 余英時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0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6703-9 (平裝) .-

- ISBN 978-957-08-6704-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知識分子 2.CST: 歷史 3.CST: 

中國  546.1135  

非 營 利 組 織 概 論  = Introduc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 林淑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3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928-7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非營利組織 2.CST: 組織管理  

546.7  

*社會團體法規彙編 / 內政部編著 .-- 

第 12 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 11112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8-

70-0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會社團體法規  546.71  

全 美 台 灣 同 鄉 會 50 週 年 專 輯  =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 全美台灣同鄉會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阜盛文教事業

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6473-1-6 ( 精 裝 ) 

NT$990 普遍級  

1.CST: 全美台灣同鄉會 2.CST: 同鄉

會  546.73  

祕密會社與邪惡教派 : 以神為名的

殘酷密令 / 強納森.J.摩爾(Jonathan J. 

Moore)著 ; 柯松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

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256 面; 

23 公分 .-- (Mirror ; 35) .-- ISBN 978-

626-7276-00-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祕密會社 2.CST: 歷史  

546.909  

燃世代青年 / 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有限

公司,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關

懷 ; 2) .-- ISBN 978-626-96406-6-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青年 2.CST: 志工 3.CST: 社會

服務  547.16  

屏安心 環保經 : 屏東慈濟環保教育

站的故事 / 屏東人文真善美志工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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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56-30-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CST: 公益事業 3.CST: 環境保護  

548.126  

決勝全面小康 / 李靜, 王月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201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81-0-

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貧窮 2.CST: 經濟建設 3.CST: 

中國大陸研究  548.16  

愛在滿納海 : 既然看見了,我再也沒

有辦法裝作看不見 / 嚴淑女文 ; 張家

荣圖 .-- 花蓮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1112 .-- 

5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

95759-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難民救濟 2.CST: 國際難民 

3.CST: 繪本 4.CST: 敘利亞  548.33  

圖解犯罪學 / 楊士隆, 曾淑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704-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犯罪學  548.5  

犯罪心理剖繪檔案  / 布萊恩 .隱內

(Brian Innes)著 ; 吳懿婷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人

與法律 ; 54) .-- ISBN 978-626-318-559-

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犯罪心理學  548.52  

今生難忘的 515 2022 = 515 2022 the 

unforgettable / IRVINE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編輯小組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1201 .-- 1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1-59-1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暴力犯罪 3.CST: 

信仰  548.547  

銀行總裁.毒梟.洗錢 / 克里斯.布萊克

赫斯特(Chris Blackhurst)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251-13-3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銀行 2.CST: 組織犯罪 3.CST: 

洗錢 4.CST: 墨西哥  548.548  

當代犯罪預防與警政策略 / 孫義雄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85-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犯罪防制 2.CST: 警政  

548.56  

一切都是陰謀惹的禍 : 史上最狂陰

謀論教你如何避免上當 / 湯姆.菲利

普斯(Tom Phillips), 約翰.艾立奇(John 

Elledge)著 ; 彭臨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3 .-- 336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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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074-33-6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欺騙 2.CST: 社會史  548.89  

人民 vs 個人 : 拉蒙特和孟肯的社會

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 / 羅伯特.拉蒙

特(Robert La Monte), 亨利.路易斯.孟

肯(H. L. Mencken)著 ; 王少凱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23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33-7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社會主義 2.CST: 自由主義 

3.CST: 書信  549.2  

經濟 

重新面對經濟學 : 經濟學沒有你想

的那麼難,也比你所知道的更加重要 

/ 霍華德.亞魯斯(Howard Yaruss)著 ; 

嚴麗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0 面; 21 公分 .-- (Big ; 405) .-- ISBN 

978-626-353-307-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景氣循環 

3.CST: 經濟政策  550  

*規模化效應 : 從 A 到 A+,讓好創意

擴大影響力  / 約翰 .李斯特(John A. 

LIST)著 ; 廖月娟譯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352 面 ;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89) .-- ISBN 978-626-355-036-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規模經濟 2.CST: 企業管理 

3.CST: 策略規劃  550  

<<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 : 版本、

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 = Das Kapital 

/ 萬毓澤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737-

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資本論 2.CST: 研究考訂  

550.1863  

擺脫市場的自由 : 自由市場的公義

思辨 / 麥可.康茲爾(Mike Konczal)著 ;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80 面; 21 公分 .-- (Next ; 316) .-- ISBN 

978-626-353-306-6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資本主義 2.CST: 市場經濟 

3.CST: 美國  550.187  

亞太區域年鑑. 2021-2022 = The 2021-

2022 CTPECC yearbook of Asia-Pacific 

region / 周子欽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

國委員會, 11112 .-- 7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0849-7-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2.CST: 亞太經濟 3.CST: 亞太區域合

作 4.CST: 國際政治 5.CST: 文集  

550.6907  

個體經濟學 = Microeconomics / 楊雲

明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768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

939-3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個體經濟學  551  

全球經濟展望. 2023 年 : 全球景氣震

盪之挑戰與契機 / 彭素玲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

社, 11201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795-58-0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國際經濟 2.CST: 文集  

552.107  

虎頭龍尾 : 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

起飛 / 任雪麗(Shelley Rigger)作 ; 馮奕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巔 ; 19) .-- ISBN 978-626-7236-

09-3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經濟發展 2.CST: 兩岸關係 

3.CST: 中國 4.CST: 臺灣  552.2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23 

= Annual survey on Taiwan industrial 

trends / 孫明德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 

11201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93-110-8 (精裝) NT$6000 普遍級  

1.CST: 臺灣經濟 2.CST: 經濟調查 

3.CST: 產業分析  552.33  

隱藏的說客 : 台灣經濟安全、公平、

成長的探索之旅  / 洪財隆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Belong ; 12) .-- ISBN 978-626-

7052-67-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臺灣經濟  

552.33  

*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 : 現代臺灣

經濟體系的建立(1910-1950) / 洪紹洋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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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09-11-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臺灣經濟 2.CST: 經濟史  

552.339  

進擊的非洲 / 椿進著 ; 林佩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53-0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經濟發展 2.CST: 經濟情勢 

3.CST: 非洲  552.6  

產業園區發展政策高峰論壇實錄 . 

2022 : 都市治理 ESG 與產業園區管

理 /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

基金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 都 市 發 展 與 環 境 教 育 基 金 會 , 

11112 .-- 1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6866-4-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產業政策 2.CST: 永續發展  

553  

論寡佔事業之共同支配地位 : 以獨

占規範為中心 / 周泰德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302-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企業壟斷 2.CST: 反托拉斯 

3.CST: 比較研究  553.72  

土地法規 / 許文昌主編 .-- 17 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13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11-

921-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554.133  

土地登記審查手冊 / 王成機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38-83-0 (全套: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土地登記  554.283  

(地政士)一次考上地政士專業證照

(專業科目+國文) / 陳椿鶯編著 .-- 第

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6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7-495-9 ( 平 裝 ) 

NT$730 普遍級  

1.CST: 地政士 2.CST: 考試指南  

554.3  

NG 土地開發即刻救援 : 土地買賣真

實案例分享 / 王啓圳, 陳尚宏著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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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

294-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土地開發 2.CST: 個案研究  

554.56  

推動再生水發展計畫 = The promotion 

project of reclaimed water development / 

社團 法人 台灣 水環 境再 生協 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332-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資源管理  554.61  

(不動產經紀人)12 堂不動產估價概

要必修課 : 重點歸納+試題演練一本

go / 張芳清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524-6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554.89  

一圖秒懂. 3 / 賣厝阿明著 .-- 1 版 .-- 

臺中市 : 彩酷行銷工作室出版 : 臺灣

厝買賣文化發展協會發行,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房產小百科) .-- 

ISBN 978-986-06546-1-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554.89  

*從突圍到衝刺 : 支持產業創新的關

鍵力量 / 羅德禎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工業局,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3-326-3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產業發展 2.CST: 產業政策 

3.CST: 臺灣  555.933  

總統創新獎得獎專輯. 2022 第五屆 = 

The 5th Presidential Innovation Award 

report / 陳玉鳳採訪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技術處, 11112 .-- 冊 .-- 

ISBN 978-986-533-336-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產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意 4.CST: 臺灣  555.933  

人資人員常用法典 / 李聰成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6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43-664-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556.84  

勞動權益與就業 / 高雄市政府勞工

局作 .-- 第五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

府勞工局, 11112 .-- 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67-00-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勞動法規  556.84  

社會變遷下勞動法、法院與實務之

調適 / 周兆昱, 劉素吟, 邱羽凡, 張義

德, 郭玲惠, 黃朝琮, 蔡菘萍, 陳建文, 

葛百鈴, 侯岳宏, 傅柏翔合著 ; 臺北大

學法律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200 面; 23 公分 .-- (臺北大學

法律學院比較法資料中心叢書. 勞動

法系列 ; 10) .-- ISBN 978-957-511-938-

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2.CST: 文集  

556.8407  

(鐵路特考)鐵路運輸學(含概要、大

意) / 白崑成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539-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交通運輸學  557  

交通科技發展前瞻研究與產業推動

計畫 / 陳彥豪, 陳雅雯, 尤晴韻, 徐幸

瑜, 彭義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

通部, 11112 .-- 4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459-0 (平裝) NT$488 普

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科學技術 

3.CST: 產業發展  557  

智慧運輸發展與車輛安全法規技術

諮詢管理計畫. (2/4) / 周永暉, 周維果, 

葉文健, 盧鎮杰, 蔡明志, 王冠堯, 洪

國益, 洪揚, 王軒至, 屈家興, 王瑋萱, 

黃聖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1112 .-- 7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56-9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運輸系統 2.CST: 運輸管理 

3.CST: 運輸安全  557  

*「跨領域之交通新創產業發展」委

託研究報告. 111 年度 / 陳志仁, 田崎

嘉邦, 陳韋伶, 陳奕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 11112 .-- 27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457-6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交通政策 2.CST: 產業發展 

3.CST: 運輸系統  557.11  

鐵道博物館 : 鐵道與文化的連結器 / 

蘇昭旭, 周永暉作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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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55-569-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鐵路 2.CST: 火車 3.CST: 交通

博物館  557.2068  

寂寞南方鐵道 = On the train / 蕭菊貞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76 面; 23 公

分 .-- (Mark ; 179) .-- ISBN 978-626-

7206-66-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火車 2.CST: 鐵路史 3.CST: 臺

灣  557.26339  

郵輪營運概論 / 方信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701-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航運管理 2.CST: 郵輪旅行  

557.43  

*郵學演講集. 二 0 二二年度 .-- 新北

市  : 美 國 中 華 集 郵 會 臺 灣 分 會 , 

11112 .-- 228 面; 27 公分 .-- 第 31 冊

(2022 年度) .-- ISBN 978-986-91298-8-

6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集郵 2.CST: 文集  557.64507  

中 國 郵 刊 . 99 = Chinese Taipei 

philatelic magazine vol.99 / 何輝慶主

編 .-- 臺北市 : 中國集郵協會, 11112 .-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4290-6-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集郵 2.CST: 期刊  557.64905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六期 : 2022 郵

博 譚 郵 演 講 集  = Chinese Taipei 

Philatelic Federation journal 26 / 何輝慶

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

會, 11112 .-- 264 面; 26 公分 .-- 年刊;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163-5-2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集郵 2.CST: 期刊  557.64905  

國際航空票務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 

李奇嶽, 程健行, 陳善珮, 吳婷婷, 林

佳蓉, 郭名龍, 劉彥均, 洪小芬, 楊靜

儀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83-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航空運輸管理 2.CST: 客運  

557.943  

漢代貿易與擴張 : 漢胡經濟關係的

研究 / 余英時著 ; 鄔文玲等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76 面; 21 公分 .-- 



57 

 

ISBN 978-957-08-6715-2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6716-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國際貿易史 2.CST: 漢史 

3.CST: 少數民族  558.09202  

暗黑經濟 : 不法交易如何威脅我們

的未來 / 路意絲.雪萊(Louise Shelley)

著 ; 潘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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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08-669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地下經濟 2.CST: 犯罪 3.CST: 

全球化  558.164  

照顧勞動合作社入門 / 倪榮春, 周維

玲, 林麗鳳, 阮志洋, 陳玉未, 劉明修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臺

灣合作社照顧聯盟, 11112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7019-0-2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合作社 2.CST: 勞動合作  

559.42  

財政；金融；投資 

致富心態 : 關於財富、貪婪與幸福

的 20 堂理財課 / 摩根.豪瑟(Morgan 

Housel)著 ; 周玉文譯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財

經企管 ; BCB790) .-- ISBN 978-626-

355-053-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金錢心理學 2.CST: 理財  

561.014  

通膨投資學  / 史蒂夫.富比世(Steve 

Forbes), 內森 .劉易斯(Nathan Lewis), 

伊麗莎白.艾姆斯(Elizabeth Ames)作 ; 

呂佩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

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3-47-

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通貨膨脹  561.17  

人生流當品 : 重新改造,你可以是超

值典藏品 / 秦嗣林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金尉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創富 ; 49) .-- ISBN 978-

626-96799-3-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通俗作品  

562.86  

小資理財 90 秒(圖卡小劇場) : 一看就

懂的新手理財課,學會「儲蓄+保險+

投資」,擺脫窮忙、存到第一桶金 / 

趙柏凱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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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野人家 ; 224) .-- ISBN 978-

986-384-837-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我在計程車上看到的財富風景 / 畢

德歐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4-447-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財富 2.CST: 個人理財  563  

*通膨時代,我選擇穩定致富 / 理財館

長, 狂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33-

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個人理財  563  

區塊鏈的技術與應用 / 林元興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現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現代地政雜誌社, 11112 .-- 500

面; 23 公分 .-- (現代地政叢書 ; 75) .-- 

ISBN 978-957-0301-47-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563.146  

*最貼近消費者的企業 NFT : 全面個

人化互動,資料保存更安全的革新服

務趨勢 / 馬克.貝克曼(Marc Beckman)

著 ; 龐元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

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認真職

場 ; 25) .-- ISBN 978-626-96591-9-7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產業發展  563.146  

超解析加密資產大趨勢 : Web3 的新

金融模式!認識加密貨幣的運作原理、

投資方式與隱藏風險 / 開米瑞浩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663-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趨勢研究  

563.146  

(金融證照)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

員資格測驗一次過關 / 可樂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4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538-3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衍生性商品  563.5  

巴菲特的決策邏輯 : 身價 1113 億美

元的投資之神,解讀世界的八大原則 

/ 桑原晃彌著 ; 林姿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出版 : 方言文

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

77-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巴菲特(Buffett, Warren) 2.CST: 

投資 3.CST: 投資技術 4.CST: 投資分

析  563.5  

Python : 股票 XETF 量化交易實戰 105

個活用技巧 / 劉承彥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353-6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金融投資工

具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563.5029  

光速交易 : 超高速演算法如何改變

金 融 市 場 ? / 唐 納 · 麥 肯 錫 (Donald 

MacKenzie)著 ; 蕭季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社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Catch on!知道的書 ; 

HC0106) .-- ISBN 978-957-9689-93-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電腦程式 

3.CST: 演算法  563.5029  

黃金投資 武功祕笈 / Dave C, 任以能, 

袁偉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201 .-

- 3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20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黃金 2.CST: 投資分析 3.CST: 

電腦程式  563.5029  

新價值投資 : 掌握全球金流趨勢,從

能源、電池到電動車,散戶穩健獲利

的投資機會 / 黃又植, 劉權日, 金成佑

著 ; 蔡佩君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3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7029-1-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綠色企業  

563.52  

經濟指標教你加減碼 : 景氣榮枯都

獲利的聰明投資術 / 喬治.達格尼諾

(George Dagnino)著  ; 陳儀 , 黃嘉斌

譯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

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 11201 .-- 344 面; 21 公分 .-- (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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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策略 ; 475) .-- ISBN 978-986-341-

497-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景氣循環  

563.52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

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 臺北企業經理

協進會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

陸委員會, 11112 .-- 2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62-59-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國外投資 2.CST: 企業經營 

3.CST: 資訊法規 4.CST: 問題集  

563.528  

Excel 選股法 : 我用一張表,每天早上

5 分鐘,3 步驟選出穩賺股 / 森口亮著 ; 

李友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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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75-1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3.CST: EXCEL(電腦程式)  563.53  

日本散戶傳奇的小型成長股獲利法

則 : 10 倍飆股這樣選!打造年化報酬

率 30%的選股戰略 / 今龜庵著 ; 黃昱

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256 面; 21 公分 .-- (致富方舟 ; 4) .-- 

ISBN 978-626-7095-98-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市場慣性定律 / 林頌為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大億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大億財

金 ; 41) .-- ISBN 978-986-94634-8-5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任何股票都能翻倍賺的多空雙作線

圖獲利法 / 相場師朗著 ; 江裕真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 (投資贏家系列 ; IN10070) .-- ISBN 

978-626-726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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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畜的股票攻略說明書 : 月收 2 萬 5,

也能讓可愛的錢一直流進來 / Pontiyo

作 ; 張瑜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

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71) .-- ISBN 978-626-726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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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小白也能看懂的「日本股神多

空雙作線圖攻略法」 / 相場師朗著 ; 

張瑜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家 ; 69) .-- ISBN 

978-626-726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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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是在漲什麼? : <<致富心態>>作

者摩根.豪瑟強力推薦,了解股市的第

一本書 / 布萊恩.費羅迪(Brian Feroldi)

著 ; 黃意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

起來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 (一起來思 ; 38) .-- ISBN 978-626-

7212-04-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靠存股 ,多空都能穩穩賺  / 張凱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羿勝國際出版

社, 1120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62-3-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563.53  

穩定獲利的普通常識 : 精準切中投

資人盲點的金錢複製術 / Taber 著 ; 

張鑫莉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7029-0-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政府採購之刑事及停權實務解析  / 

鄧湘全, 洪國華, 鄧志偉, 陳虹均, 鄭

安佑, 潘紀寧, 鄧亦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

937-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公共財務法

規 3.CST: 個案研究  564.72  

(國民營事業)政府採購法 10 日速成 / 

王俊英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494-2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公共財務法

規  564.72023  

國際稅法 / 張進德著 .-- 二版 .-- 高雄

市 : 冠恆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財團法

人企業大學文教基金會, 1120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1-3-

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國際稅法 2.CST: 租稅規避 

3.CST: 論述分析  567.023  

稅務小六法 / 柯格鐘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 1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

511-922-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加拿大稅務輕鬆學 / 廖建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理查移民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978-0-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稅務 2.CST: 移民 3.CST: 加拿

大  567.953  

政治 

國家的視角 : 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

為何失敗 /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 ; 梁晨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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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496 面; 21 公分 .-- (麥田叢

書 ; 115) .-- ISBN 978-626-310-384-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社會發展 2.CST: 國家建設計

畫  570.11  

*從「中國人」到「臺灣人」 : 台灣

人政治認同的轉變(1995-2008) / 李氣

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季風帶文化

有限公司出版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12 .-- 3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6722-1-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政治認同 

3.CST: 兩岸關係  570.11  

*東南亞的煉金術 : 現代國家的形成

與不被民族主義綁架的人 / 安東尼.

瑞德(Anthony Reid)著 ; 林瑞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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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234-16-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族主義 2.CST: 民族關係 

3.CST: 區域研究 4.CST: 東南亞  

571.11  

國界 / 玖石文 ; 海朗圖 ; 陳思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96900-1-5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國界 2.CST: 通俗作品  

571.14  

圖解地緣政治學 / 船橋洋一編修 ; 

Bound Inc.著 ; 張瑜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28 面; 21 公分 .-- (博雅文

庫 ; 272) .-- ISBN 978-626-343-62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地緣政治  571.15  

歐亞火藥庫的誕生 : 在俄羅斯、土

耳其、伊朗之間求生存的 20 世紀高

加索 / 埃堤安.佩哈(Etienne Peyrat)著 ; 

許惇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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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

611-5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地緣政治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區域研究 4.CST: 高加索  

571.15  

新立法論 : 後憲政法學之構成 / 廖義

銘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26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57-732-685-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立法  572.6  

立法程序與技術的國考筆記 By 阿鄭 

/ 阿鄭(鄭仲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提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49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7030-0-5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立法  572.64  

公 共 行 銷 管 理  = Market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 丘昌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424 面; 23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924-9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公共宣導 

3.CST: 行銷管理  572.9  

跨世代的政策解方 : 房價、薪資、

稅制、人口、氣候 / 黃耀輝, 彭建文, 

張家春, 楊文山, 陳端容, 顧洋, 蔣本

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65-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公共政策 2.CST: 公共行政  

572.9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得獎作

品集. 110 年度 / 國家文官學院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文官學院, 

11112 .-- 36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9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政管理 2.CST: 文集  

572.907  

台灣民本主義 / 廖文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11112 .-- 

23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532-4-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研究 2.CST: 臺灣政治 

3.CST: 言論集  573.07  

*財團法人台灣發展研究院三十週年

紀念專刊 / 黃智惠總編輯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臺灣發展研

究院, 11112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5667-4-7 (精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財團法人臺灣發展研究院 

2.CST: 臺灣研究 3.CST: 國家發展  

573.07  

*台海兩岸關係定位之爭論 : 1949-

2022 台海風波 / 吳安家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120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874-3-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臺灣政治  

573.09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個案探討 : 公務

人員年金制度改革多面向分析 / 林

文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36-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公務人員 2.CST: 年金  

573.438  

解讀立法院精選案例 : 了解立法院

立法、修法的運作模式 / 何弘光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75-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立法  573.664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 2022 / 洪銘

德, 王綉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

607-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政治經

濟 3.CST: 軍事戰略  574.1  

南亞頑疾 : 喀什米爾衝突之謎(1947-

1974) / 習罡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2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13-9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印巴關係 2.CST: 地緣政治 

3.CST: 區域研究 4.CST: 喀什米爾  

574.37  

圖解地方政府與自治 / 王保鍵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43-696-1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地方自治 2.CST: 地方政府 

3.CST: 地方政治  575  

看啊!這是我們的島。 : 12 種關於台

灣地方政治的讀法 / 羅國儲, 陳寧, 江

昺倫, 蔡中岳, 林鴻揚, 廖子齊, 黃守

達, 何欣潔, 呂伊庭, 趙維孝, 簡年佑, 

程天佑共同作 ; 嚴婉玲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左岸政治 ; 349) .-- ISBN 978-

626-7209-12-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地方政治 2.CST: 台灣政治  

575.33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暨憲法修正

案公民複決公民投票基隆市選舉實

錄 / 基隆市選舉委員會著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選舉委員會, 11112 .-

- 3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62-95-8 (平裝附光碟片) NT$720 普

遍級  

1.CST: 地方選舉 2.CST: 公民投票 

3.CST: 基隆市  575.33/105.3  

宜市宜居 平安順興 : 2015-2022 宜蘭

市政八年紀實 / 許文傑, 陳財發, 潘寶

珠編輯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宜

蘭市公所, 11112 .-- 118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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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247-03-7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宜蘭縣  

575.33/107  

*重返榮耀. 八部曲(2022.7-2022.11) / 

賴峰偉作 ; 陳其育, 陳順照, 洪棟霖, 

林正偉, 郭聰慧, 莊澧霖, 莊芊密, 劉

昀柔, 張瑋珊, 翁慧瑋, 王夢娟, 溫謹

綸, 鄭郁雯, 張雅茹, 莊坤霖, 蔡宛蓉

撰文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

縣政府, 111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1-13-7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施政報告 

3.CST: 澎湖縣  575.33/141  

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 : 我是警察 / 王

惀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36) .-- ISBN 978-

986-406-338-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警察 2.CST: 通俗作品  575.8  

*消防法規 / 詹鈞皓編著 .-- 第 1 版 .-

- 臺中市 : 詹鈞皓, 11112 .-- 434 面; 30

公分 .-- 消防設備人員學分班教材 .-- 

ISBN 978-626-01-0888-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消防法規  575.81  

水利防災知識深耕與增能培訓計畫. 

111 年 = The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of 

the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in 2022 /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44-7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防災教育 2.CST: 災害應變計

畫  575.87  

水利署災害應變服務計畫. 111 年 = 

2022 disaster response service of WRA / 

國立臺灣大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1112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362-1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防災教育 2.CST: 災害應變計

畫  575.87  

*火災學 / 詹鈞皓編著 .-- 第 1 版 .-- 臺

中市 : 詹鈞皓, 11112 .-- 170 面; 30 公

分 .-- 消防設備人員學分班教材 .-- 

ISBN 978-626-01-0906-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火災 2.CST: 消防  575.87  

防災應變系統更新及資訊網升級建

置. 111 年度 /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1112 .-- 3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356-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防災工程 2.CST: 災害應變計

畫 3.CST: 地理資訊系統  575.87  

*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詹鈞皓編

著 .-- 第 1 版 .-- 臺中市 : 詹鈞皓, 

11112 .-- 203 面; 30 公分 .-- 消防設備

人員學分班教材 .-- ISBN 978-626-01-

0903-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詹鈞皓編

著 .-- 第 1 版 .-- 臺中市 : 詹鈞皓, 

11112 .-- 293 面; 30 公分 .-- 消防設備

人員學分班教材 .-- ISBN 978-626-01-

0902-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詹鈞皓編

著 .-- 第 1 版 .-- 臺中市 : 詹鈞皓, 

11112 .-- 115 面; 30 公分 .-- 消防設備

人員學分班教材 .-- ISBN 978-626-01-

0905-9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詹鈞皓編

著 .-- 第 1 版 .-- 臺中市 : 詹鈞皓, 

11112 .-- 184 面; 30 公分 .-- 消防設備

人員學分班教材 .-- ISBN 978-626-01-

0904-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紅色年輪 : 1921~2021 / 董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出版 : 龍圖騰

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277-9-0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共產黨 2.CST: 歷史  

576.25  

移民的世界地圖 : 建構新團結 / 凱瑟

琳.威托爾.德文登(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撰寫 ; 瑪德蓮.本努瓦-奇尤

(Madeleine Benoit-Guyod)製圖 ; 王紹

中翻譯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96 面; 25

公分 .-- (無境文化方輿 ; 5) .-- ISBN 

978-626-96091-8-5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移民 2.CST: 人類遷徙  577  

(高普考)移民政策與法規 / 張瀚騰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30-7 (平

裝) NT$730 普遍級  

1.CST: 移民 2.CST: 公共政策 3.CST: 

移民法  577.61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 2022 / 

沈明室, 侍建宇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08-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區域安全 2.CST: 亞太地區  

578.193  

*冷戰格局下亞太安全體系的建立與

「中日和平條約」之締結 / 黃自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 11112 .-- 453 面; 21 公

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

刊 ; 107) .-- ISBN 978-626-7002-87-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亞太安全 2.CST: 亞洲問題  

578.193  

日本鐵三角模式下的對中國經濟外

交 : 以有償日圓借款為例 / 龔祥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711-295-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外交政策 2.CST: 中日關係 

3.CST: 政治經濟 4.CST: 日本  

578.31  

東亞視野下的人權議題 / 林果顯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 史 研 究所 , 國 家 人權 委員 會 , 

111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47-21-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權 2.CST: 臺灣研究 3.CST: 

文集  579.2707  

國際民事程序法論文集 / 國際私法

研究會叢書編輯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626-

343-673-2 ( 上 冊 : 平 裝 ) NT$550 .-- 

ISBN 978-626-343-674-9 (下冊: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國際私法 2.CST: 民事訴訟法 

3.CST: 文集  57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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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法學通識 : 關於法律的歷史觀和世

界觀 / 烏維.魏瑟(Uwe Wese)著 ; 李建

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534-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歷史  580  

圖解法學緒論 :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

書 / 錢世傑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6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930-0-

9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誰說只是約會,你就不用懂法律? : 24

則感情法律學分,教你避開陷阱,降低

傷害 ,遠離戀愛鬼故事  / 無糖律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3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兩性關係 2.CST: 法律教育  

580.3  

法學思索與社會實踐 : 華岡法律人

的志業: 林信和教授七秩榮慶暨榮退

論文集 / 林信和教授七秩榮慶暨榮

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26-305-

8 (上冊:精裝) NT$1000 .-- ISBN 978-

986-526-306-5 (上冊: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林信和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法學 4.CST: 文集  580.7  

中國法史導論 =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egal history of China / 黃源盛著 .-- 第

五版 .-- [臺北市] : 犁齋社有限公司, 

11112 .-- 532 面; 23 公分 .-- (犁齋法史

講義 ; 1) .-- ISBN 978-986-99631-1-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法制史  580.92  

中華民國憲法 / 陳志華著 .-- 增訂十

一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55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59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必備六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 3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16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9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基本小六法 /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2305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89-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六法全書 2.CST: 中華民國法

律  582.18  

(高普考)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

法總則 / 任穎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537-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民法總則  584.1  

律師教你寫合約 / 蔡蔡律師(蔡宗隆)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提斯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756-9-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契約  584.31  

繼承 : 案例式 / 郭欽銘著 .-- 十四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92-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繼承 2.CST: 判例解釋例  

584.5  

刑法精義 / 黃仲夫編著 .-- 三十四

版  .-- 臺北市  : 犁齋社有限公司 , 

11112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631-2-1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刑法  585  

刑法分則. 上, 財產法益篇 =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1 / 許澤天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307-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刑法分則  585.2  

商事法實例解析 / 林洲富著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69-5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商事法 2.CST: 判例解釋例  

587  

營商的法律與倫理環境 / Timothy L. 

Fort, Stephen B. Presser 著 ; 劉俊海, 袁

瑾, 許捷, 嚴忞, 楊光, 李立娟, 林斯韋, 

柴偉偉, 張宇翔, 郭靖禕, 張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933-1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商事法 2.CST: 商業倫理 

3.CST: 美國  587.952  

(高普考)主題式行政法(含概要)混合

式超強題庫 / 尹析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25-3 (平裝) NT$590 普

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程序法逐條釋義 / 翁岳生, 董保

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ISBN 978-

957-511-935-5 (上冊:平裝) NT$850 .-- 

ISBN 978-957-511-936-2 (下冊: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行政程序法  588.135  

行政程序法裁判要旨彙編. 十八 / 法

務部法律事務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務部, 11112 .-- 62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7220-11-5 ( 精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行政程序法 2.CST: 判例彙編  

588.135  

*著作權法暨相關法規 /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編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 11112 .-- 27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38-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著作權法  588.34  

軍事 

防區狀況三生效 : 驗證精實案 / 楊維

中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2 .-- 43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253-31-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軍事管理 2.CST: 軍事行政 

3.CST: 中華民國  591.8  

孫臏兵法註 :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

竹簡 / 陳福成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12 .-- 182 面; 21 公

分 .-- (古籍校注叢刊 ; 3) .-- ISBN 978-

986-314-624-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孫臏兵法 2.CST: 注釋  

59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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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軍概論 / 李亞明作 .-- 修訂

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

院, 11112 .-- 247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80-62-7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人民解放軍  592.9287  

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 2022 : 關鍵

軍事科技與台灣國防產業之整合  / 

翟文中, 蘇紫雲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0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防戰略 2.CST: 科學技術  

595  

*黃埔建軍百年史 / 周惠民, 林桶法, 

劉維開, 應俊豪, 陳鴻獻, 鄭旗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史記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447-4-6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黃埔軍校 2.CST: 歷史  

596.71  

海巡灰色地帶與海洋科學研究 / 吳

東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5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97-8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海防 2.CST: 海洋學 3.CST: 科

學技術  599.41  

全民國防與國家永續發展 : 政治、

經濟、軍事與社會 / 林進順, 李文桐, 

王紹經, 簡子文, 張書屏, 邱庭誼, 陳

軍均, 羅駿慈作 ; 林志龍, 龔書逵, 劉

郁寧主編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

作戰學院, 11112 .-- 114 面; 30 公分 .-

- (軍事社會科學叢書 ; 111-1) .-- ISBN 

978-626-7080-63-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國家安全 2.CST: 國家發展 

3.CST: 孫中山思想 4.CST: 文集  

599.707  

二戰諜報史 : 「特派記者」佐爾格、

雙重間諜波波夫、代號「Tate」、

格魯烏王牌特務、清朝格格川島芳

子,二戰歷史因他們而改變 / 李飆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1 .-- 24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0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情報戰 2.CST: 世界史 3.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599.72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可讀、可想、可互動的歷史啓蒙書 / 

伊恩 .道森(Ian Dawson)著  ; 單兆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72 面; 28 公分 .-

- (歷史 ; 80) .-- ISBN 978-986-137-397-

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史學  601  

十 字 路 口 的 中 國 史 學  = Chinese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 余英時著 ; 李

彤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711-4 (平

裝) .-- ISBN 978-957-08-6712-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史學史 2.CST: 中國  601.92  

何啟民教授史學論著選集 / 李田英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出版社, 

11201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793-6-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何啟民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史學 4.CST: 文集  607  

歷史與思想 / 余英時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5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6699-5 (平裝) .-- ISBN 978-957-

08-6700-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史學 2.CST: 文集  607  

中國史 

漢學家眼中的極簡中國史 / 琳達.潔

文(Linda Jaivin)著 ; 楊詠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51-09-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610  

<<资治通鉴>>的治国理政智慧研究 

/ 陈宾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法治家

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19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資治通鑒>>

的治國理政智慧研究 .-- ISBN 978-

986-91627-9-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資治通鑑 2.CST: 研究考訂  

610.23  

中國與台灣歷史大事年表 / 簡清堯

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2 .-- 1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3-19-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臺灣史 3.CST: 

年表  610.5  

王朝劇場直播中. 3 : 賽雷三分鐘漫畫

中國史(三國~魏晉南北朝) / 賽雷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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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N 系列 ; 93) .-- ISBN 978-626-

353-348-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3.CST: 漫畫  610.9  

王朝劇場直播中. 4 : 賽雷三分鐘漫畫

中國史(隋唐~五代十國) / 賽雷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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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N 系列 ; 94) .-- ISBN 978-626-

353-349-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3.CST: 漫畫  610.9  

那些成語典故中的戰爭大小事 : 史

記 X 左傳 X 三國志 X 戰國策,穿梭於

先秦到晚清的文化典籍,87 個引人深

思的歷史故事 / 歐陽翰, 周治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12-2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歷史故事  

610.9  

「三百六十行」詳考 : 從煙畫<<三

百六十行>>看晚清的市廛風情 / 李

德生, 王琪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

編 ; 第 18-19 冊) .-- ISBN 978-626-344-

162-0 (上冊:精裝) .-- ISBN 978-626-

344-163-7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清代 3.CST: 

中國  618  

中國帝王陵通考 / 謝敏聰著.攝影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代歷史文

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626-344-145-3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146-0 ( 中 冊 : 精

裝) .-- ISBN 978-626-344-147-7 (下冊:

精裝) 普遍級  

1.CST: 陵寢 2.CST: 中國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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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水文化傳統 / 喻學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4-5 冊) .-- ISBN 

978-626-344-148-4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149-1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堪輿 2.CST: 文化研究 3.CST: 

中國  618  

文峰塔研究 : 基於科舉、風水與宗

教文化的考察 / 郭俊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90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6 冊) .-- 

ISBN 978-626-344-150-7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建築 2.CST: 文化研究 3.CST: 

唐代 4.CST: 宋代  618  

宋代史論探 / 曾育榮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262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8 冊) .-- 

ISBN 978-626-344-152-1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宋史 2.CST: 文集  618  

東西交會之際 : 清末知識分子對香

港觀察之研究 / 范棋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64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626-344-161-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文化研究 2.CST: 香港特別行

政區  618  

咸同湘軍與湖湘理學研究 / 湯浩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代歷史文

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15-16 冊) .-- 

ISBN 978-626-344-159-0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160-6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理學 2.CST: 湘軍 3.CST: 中國  

618  

從點、線、面看中國山水畫基本構

成 / 羅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98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20 冊) .-- ISBN 978-626-

344-16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山水畫 2.CST: 畫論 3.CST: 中

國  618  

清代廣東團練研究(1804~1911) / 何圳

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代

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13-14

冊) .-- ISBN 978-626-344-157-6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158-3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軍事史 2.CST: 清代 3.CST: 中

國  618  

楊繼盛與「忠臣楊繼盛」之間 : 一

個明代忠臣之再詮釋 / 曹依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164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626-344-154-5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明)楊繼盛 2.CST: 傳記  618  

碰撞與匯通 : 西畫東漸背景下的明

清油畫材料技法與畫理畫論研究  / 

陳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74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

九編 ; 第 21 冊) .-- ISBN 978-626-344-

165-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西洋畫 3.CST: 畫

論 4.CST: 明清史  618  

跨越邊界的禮與俗 : 明代東亞使節

文化書寫研究(1450~1620) / 廖敏惠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代歷

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11-12

冊) .-- ISBN 978-626-344-155-2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156-9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外交史 2.CST: 明代  618  

儒士與明代政治研究 / 管宏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240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9 冊) .-- ISBN 978-626-344-153-8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政治制度 2.CST: 科舉 

3.CST: 明代  618  

歷代茶事文化探論 / 湯智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198 面; 26 公分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7

冊) .-- ISBN 978-626-344-151-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茶藝 2.CST: 文化研究 3.CST: 

中國  618  

惲壽平家族研究  / 朱萬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九編 ; 第 22-23 冊) .-- 

ISBN 978-626-344-166-8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167-5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清)惲格 2.CST: 繪畫史 

3.CST: 家族史 4.CST: 畫論  618  

中國斷代史 

從人質到千古一帝 : 秦始皇傳奇 / 歐

陽彥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53-85-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秦始皇 2.CST: 傳記  621.91  

從痞子到開國至尊 : 劉邦傳奇 / 歐陽

彥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53-86-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漢高祖 2.CST: 傳記  622.1  

假如她們是男人 : 唐代女皇難產與

性別政治 / 盧建榮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549-2-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唐史 2.CST: 性別政治  624.1  

十三世紀元宇宙 : 一口氣讀完像風

一樣的元朝興衰史 / 梅毅(赫連勃勃

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80 面; 23 公

分 .-- (歷史大系 ; 17) .-- ISBN 978-626-

7199-56-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元史  625.7  

概念民國 : 不一樣的中國史.尾聲 / 楊

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948-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民國史  628  

「青天白日照古城」 : 戰前中國國

民 黨 在 馬 六 甲 的 活 動 及 其 影 響

(1907~1941) / 康碧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248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

與文化研究. 十六編 ; 第 1 冊) .-- ISBN 

978-626-344-187-3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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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中國國民黨 2.CST: 歷史 

3.CST: 馬來西亞  628.08  

丑戲 : 丑與<<百丑圖>>之研究 / 李德

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20 面; 26 公

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六編 ; 

第 5 冊) .-- ISBN 978-626-344-191-0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角色 3.CST: 表演

藝術 4.CST: 中國戲劇  628.08  

海 軍 海 道 測 量 局 的 成 立 與 發 展

(1921~1949) / 陳禎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190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

與文化研究. 十六編 ; 第 2 冊) .-- ISBN 

978-626-344-188-0 (精裝) 普遍級  

1.CST: 海軍海道測量局 2.CST: 歷史 

3.CST: 中國  628.08  

富連成詳考 / 李德生, 包珈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民國歷史與文

化研究. 十六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626-344-190-3 ( 下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189-7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富連成 2.CST: 京劇 3.CST: 中

國戲曲  628.08  

東南亞戰場的情報與敵後工作 / 吳

淑鳳, 李道緝, 陳穎賢, 彭思齊, 廖文

碩, 鄭宏興, 鄺智文著 ; 吳淑鳳, 李道

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

大學政大出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

中 心 出 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發 行 , 

11112 .-- 182 面; 23 公分 .-- (中國遠征

軍系列叢書) .-- ISBN 978-626-97015-

1-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中日

戰爭 3.CST: 軍事史  628.58  

域外作戰的宣傳與外交 / 楊維真, 陳

英杰, 陳弘逸, 謝瑞齡, 左擎, 鄭紹鈺, 

王立本著 ; 劉維開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國

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出版 : 國立政

治大學發行, 11112 .-- 228 面; 23 公

分 .-- (中國遠征軍系列叢書) .-- ISBN 

978-626-97015-0-6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中日

戰爭 3.CST: 軍事援助  628.58  

中國文化史 

領一個吉祥的宋朝紅包(全新創作別

冊) / 李開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64 面; 21 公分 .-- (History 系

列 ; 107) .-- ISBN 978-626-353-319-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文化史 

3.CST: 宋代  635  

中國地方志 

北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 / 喜樂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8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北京市  

671.0969  

如水 : 流散時代的香港文化 / 張崑陽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

如水協會, 11112 .-- 1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96400-3-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文化史 4.CST: 文集 5.CST: 香

港特別行政區  673.84  

中國遊記 

*齊物逍遙. 2022 = Enlightened sojourn 

/ 黃效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依揚

想亮人文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348

面; 20X2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96174-2-5 (平裝) NT$1300 普

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中國  690  

騎乘鐵公雞 : 搭火車橫越中國 / 保羅.

索魯(Paul Theroux)作 ; 徐麗松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60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旅行文學  ; 

MM1132) .-- 保羅索魯旅遊經典改版

回歸 .-- ISBN 978-626-7156-57-5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索魯(Theroux, Paul) 2.CST: 遊

記 3.CST: 火車旅行 4.CST: 中國  

690  

世界史地 

身體上的世界史 : 馬丁路德的腸子、

秋瑾的小腳、華盛頓的假牙,他們的

身體如何改變歷史? / 凱瑟琳.皮特拉

斯 (Kathryn Petras), 羅 斯 . 皮 特 拉 斯

(Ross Petras)合著 ; 林楸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61-13-

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人體生理學  

711  

歷史上不可碰觸的詛咒 : 你相信祝

福嗎?有祝福就有詛咒。世界各國記

錄在案的神祕詛咒,你敢揭開禁忌的

真面目嗎? / 中川朝子著 ; 賴詩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Tell ; 52) .-

- ISBN 978-626-7251-28-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咒語  711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 / 瑞薩德.卡普

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著 ; 黃建

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34 面; 21

公分 .-- (精典文學 ; 29) .-- ISBN 978-

626-96872-3-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古代史 2.CST: 旅遊文學  

712.1  

二戰背後的陰謀 : 德蘇條約的幕後

故事、珍珠港事件始末、德軍迷途

飛機的命運、希特勒的未解之謎,12

個隱藏在戰爭中的歷史真相 / 劉幹

才, 李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1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57-009-2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戰史  

712.84  

用一天說歷史 : 從石器時代到數位

時代,你的一天是人類累積的百萬年 

/ 葛瑞格.詹納(Greg Jenner)作 ; 楊惠君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 384 面 ; 21 公分  .-- (歷史學堂  ; 

MU0053) .-- ISBN 978-626-7156-5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世界史 3.CST: 

生活史  713  

KINFOLK 啟程 : 悠然觀看世界的每

一分美好 / 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

著 ; 郭庭瑄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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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52 面; 28 公

分 .-- (Beauté ; 10) .-- ISBN 978-626-

358-002-2 (精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一直走就不怕孤獨了 = A journey with 

myself / 黃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3 公分 .-- (Catch ; 292) .-- ISBN 

978-626-7206-64-5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不和世界講道理 / 曹晟康口述 ; 宋瑤

撰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203 .-- 224 面; 21 公分 .-- (幸福人

生 ; 28) .-- ISBN 978-626-7026-27-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四國,深度休日提案 : 一張 JR PASS玩

到底!香川、愛媛、高知、德島,行程

X 交通 X 景點,最全面的自助攻略! / 

A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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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9-54-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日本四國  

731.7709  

臺灣史地 

日治時期「臺灣佛教改革運動」中

的齋教徒 : 以洪池為研究中心 / 徐逸

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84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三編 ; 第 8 冊) .-- ISBN 978-626-344-

200-9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改革 2.CST: 日據時期 

3.CST: 臺灣  733.08  

日治時期臺灣的藥業網絡 : 以藥業

從業人員與藥品使用者為主的討論 / 

歐怡涵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5-6 冊) .-- ISBN 978-626-344-198-9 

(下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197-

2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製藥業 2.CST: 藥師 3.CST: 藥

品 4.CST: 日據時期 5.CST: 臺灣  

733.08  

日據臺灣五十年 / 李理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

輯刊. 二三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

626-344-195-8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626-344-196-5 (下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史 2.CST: 日據時期  

733.08  

典範的轉移 : 嘉義新港溪北的庄頭

神信仰研究 / 徐裕盛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162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

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7 冊) .-- 

ISBN 978-626-344-199-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寺廟 3.CST: 

歷史 4.CST: 嘉義縣新港鄉  733.08  

東臺灣的噶瑪蘭人和撒奇萊雅人  : 

歷史變遷中的族群建構 / 鄭偉斌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278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626-344-202-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族群 

3.CST: 民族研究 4.CST: 臺灣史  

733.08  

知識、權力與台灣原住民教育 : 以

台東地區日據以來的教育實踐為例 / 

張雪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306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

刊. 二三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

626-344-203-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原住民

族教育 3.CST: 教育發展 4.CST: 臺東

縣  733.08  

近代東亞格局轉變中的臺灣 / 李理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臺灣歷

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344-193-4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194-1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臺灣問題 

3.CST: 臺灣史  733.08  

洪棄生的豔體香奩與描寫婦女詩研

究 / 陳光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98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

輯刊. 二三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

626-344-204-7 (精裝) 普遍級  

1.CST: 洪棄生 2.CST: 臺灣詩 3.CST: 

詩評  733.08  

美術史的邊界與觀念形成 : 清末以

來臺灣地理空間上的敘述和考察  / 

丁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310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9 冊) .-- ISBN 978-626-344-

201-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臺灣  733.08  

蝶蝶不休 : 試論吳明益和杜虹的蝴

蝶書寫 / 王雪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22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二三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626-344-205-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蝴蝶 2.CST: 生態文學 3.CST: 

臺灣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733.08  

老臺灣新人類 : 他們的故事我們的

生活 / 王派仁著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15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1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生活史 3.CST: 

通俗作品  733.21  

記錄聲音的歷史 : 臺灣口述歷史學

會會刊第十三期 / 孫伯任執行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0097-9-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口述歷史 

3.CST: 文集  733.2107  

*日治時期阿美族農業型態與部落環

境變遷 / 林駿騰著 .-- 初版 .-- 臺東市 : 

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

金會 , 國 立 臺 灣史 前 文化 博物 館 , 

11112 .-- 164 面; 21 公分 .-- (東台灣叢

刊 ; 18) .-- ISBN 978-986-90645-9-0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農業經營 

3.CST: 阿美族 4.CST: 部落  733.28  

彩繪李火增. I : 找回真實的歷史色彩 

/ 王佐榮編著 ; 王子碩彩繪 ; 李火增

攝影 .-- 二版 .-- 臺北市 : 蒼璧出版有

限公司, 11201 .-- 88 面; 21X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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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95811-9-1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照片集  

733.28  

逃離中國 : 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

與認同 / 楊孟軒(Dominic Meng-Hsuan 

Yang)著 ; 蔡耀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

立臺灣大學發行, 11202 .-- 408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究叢書 ; 31) .-- ISBN 

978-986-350-676-8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國民政府遷臺 2.CST: 認同 

3.CST: 中華民國史 4.CST: 臺灣史  

733.292  

博揚古籍選. 歷史篇 : 新臺灣畫報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1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600-77-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史料  733.292  

思鄉懷國 : 海外臺灣人運動文獻選

輯  = Diasporic archive : selected 

materials of overseas Taiwanese 

movements / 何義麟, 許維德, 藍適齊

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 11112 .-- 418 面; 21 公分 .-- (學

術研究系列專書 ; 7) .-- ISBN 978-986-

532-772-9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臺灣民主運動 2.CST: 臺灣史 

3.CST: 史料  733.2928  

保密局臺灣站白色恐怖史料彙編. 三 

/ 許雪姬, 林正慧主編 .-- 臺北市 : 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1112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2-88-

9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白色恐怖 2.CST: 史料  

733.2931  

*百年+1 : 延續臺灣新文化運動的當

代推手 = Keep going with Taiwan new 

cultural movement / 李明璁, 黃檥淇, 李

秀芬, 吳佳錚, 蕭湘耘內文撰寫 .-- 臺

北市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掛號 ; 5) .-- ISBN 

978-626-7250-23-5 (精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臺灣新文化運動 2.CST: 臺灣

史 3.CST: 人物志  733.409  

世界.啟蒙.在地 : 臺灣文化協會百年

紀念 / 白春燕, 石婉舜, 吳叡人, 呂紹

理, 李昭容, 李毓嵐, 林文凱, 林佩蓉, 

張政傑, 莊勝全, 許宏彬, 都留俊太郎, 

陳文松, 陳偉智, 陳淑容, 陳慧先, 陳

鴻圖, 趙文華, 蔡承豪, 蔡龍保, 駒込

武, 鍾淑敏, 顏杏如, 顧恒湛, 顧雅文

作 ; 許雪姬主編 .-- 臺北市 : 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002-91-9 (上冊:精裝) 

NT$700 .-- ISBN 978-626-7002-92-6 (下

冊: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化協會 2.CST: 臺灣文

化 3.CST: 社會運動 4.CST: 文集  

733.455  

一方印記 : 一方水土一方承載,藝文

大家的土地記憶書寫 / 小野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1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5-

2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臺灣遊記  

733.69  

走讀士林 : 福德洋圳參訪手冊 / 黃顯

宗, 零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

616-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河川 4.CST: 臺北市士林區  

733.9/101.9/101.4  

八斗新浪潮 : 森川里海在地生活誌 / 

單彥博採訪撰文 ; 陳麗淑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

館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 11112 .-- 1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45-099-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社會生活 

3.CST: 基隆市  733.9/105.4  

宜蘭學. 2022 / 陳志賢作 .-- [宜蘭縣礁

溪鄉] : 陳志賢出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

0922-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文集 3.CST: 

宜蘭縣  733.9/107.07  

揚起歷史的風帆 : 頭城生活記憶與

傳承 = 2022 Memories and inheritance 

of life in Toucheng / 吳康綺, 張峻浩, 

廖鎮邦, 梁鈜傑作 .-- 初版 .-- 宜蘭縣

頭城鎮 :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11112 .-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247-0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宜蘭縣頭城鎮  733.9/107.9/117.2  

百歲.漁港 : 南方澳紀念專書 / 陳財發, 

張智欽, 江協堂, 林正芳, 廖大瑋作 .-- 

宜蘭縣蘇澳鎮 : 蘇澳區漁會,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96961-0-9 (全套: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漁港 2.CST: 歷史 3.CST: 人文

地理 4.CST: 宜蘭縣蘇澳鎮  

733.9/107.9/123.2  

*漫遊大坑缺溪 : 流域環境導覽手冊 

/ 唐春榮, 吳家勳, 徐貴榮, 徐景彥, 羅

美玲, 祝立強, 陳皇圭, 黃美芬, 李燕

玲, 葉日貴, 陳克蘭, 黃金文, 黃敏雄, 

龔寶春, 楊家麒, 錢宜蓁, 邱龍英, 朱

春玉, 游俊堂, 陳錦清, 黃秀琴, 周月

梅, 鍾國豪, 余妙麗撰稿 ; 唐春榮總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

學出版 : 社團法人桃園市社會教育

協進會發行, 11112 .-- 94 面; 21 公分 .-

- ((地方創生 x 客庄知識學)文化叢書

系列)(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系列

叢書)(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系列

叢書) .-- ISBN 978-986-88356-4-1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桃園市平鎮區  733.9/109.9/111.6  

蜜密地圖 = The map of bee / 許玄淳

作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

局, 11112 .-- 42 面; 20X21 公分 .-- (苗

栗社 造叢 書  ; 2) .-- ISBN 978-626-

7070-5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餐飲業 3.CST: 苗

栗縣頭份鎮  733.9/113.9/133.6  

南投學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生活工

藝產業的創新與永續 / 翁徐得, 徐培

晃, 李建緯, 盧泰康, 陳介英, 陳慧真, 

陳鈺偉, 夏嘉梅, 吳東晟, 簡榮聰, 胡

志佳, 余風, 彭立勛, 余孟哲撰文 ; 林

榮森總編輯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 11112 .-- 177 面; 30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56) .-- ISBN 

978-986-5471-28-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工藝美術 

3.CST: 文集 4.CST: 南投縣  

733.9/119.07  

二水國際跑水節雙語導覽專書 / 王

瀞苡主筆 ; 張雀芬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12 .-- 64 面; 28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241-

05-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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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藝文活動 2.CST: 民俗活動 

3.CST: 彰化縣二水鄉  

733.9/121.9/103.4  

世代風華話仁里 / 謝永茂, 陳本騰, 洪

元振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中華嘉

應學會, 11112 .-- 20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951-0-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彰化縣田尾鄉  733.9/121.9/117.2  

花壇 / 周清玉原著 ; 張玉枝繪圖 .-- 初

版 .-- [彰化市] : 財團法人關懷文教基

金會出版 ; [臺南市] : 開朗雜誌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1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7781-5-2 (精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繪本 3.CST: 

彰化縣花壇鄉  733.9/121.9/131.4  

福興 / 周清玉原著 ; 紀芃如繪圖 .-- 初

版 .-- [彰化市] : 財團法人關懷文教基

金會出版 ; [臺南市] : 開朗雜誌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1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7781-6-9 (精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繪本 3.CST: 

彰化縣福興鄉  733.9/121.9/149.4  

「再。嘉義」鄉村藝術行動. 2022 : 

竹 崎 、 番 路 、 中 埔 、 大 埔  = Re-

Chiayi : art action in countryside / 向家

弘, 吳佩珊, 吳翊豪, 李佳芳, 李蘊芬, 

林竹方, 周季嬋, 姜玫如, 陳秋鈴, 陳

小雜, 陳明君, 曹沛雯, 黃怜穎, 廖于

瑋, 龔卓軍採訪撰稿 ; 許有仁總編

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文化觀

光局, 11201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09-4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鄉土藝術 

3.CST: 藝文活動 4.CST: 嘉義縣  

733.9/125.4  

赤崁如何變為府城? : 臺南的城市空

間與社會 / 陳冠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12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38-981-

8 (精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社會發展 3.CST: 

臺南市  733.9/127.2  

走讀府城古蹟 / 張明蘭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1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7-203-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名勝古蹟 2.CST: 歷史 3.CST: 

臺南市  733.9/127.6  

碳 索  慢 . 精 品 . 花 蓮  = Low-carbon 

exploration : Hualien at a slow yet 

exquisite pace / 饒忠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1112 .-

- 96 面; 19X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29-86-7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花蓮縣  

733.9/137.6  

走丘臺東 : 慢漫.溫度.故事 / 林政宏

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

政府, 1111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96-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登山 3.CST: 臺東

市  733.9/139.6  

歐洲史地 

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歐洲史 / 約翰.赫

斯特(John Hirst)著 ; 席玉蘋, 廖桓偉, 

吳宜蓁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

分 .-- 終極答案版 .-- ISBN 978-626-

7251-12-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西洋史 2.CST: 文化史 3.CST: 

歐洲  740.1  

帝國的悲劇 : 從君士坦丁到羅馬義

大 利 的 瓦 解  / 麥 可 . 庫 利 科 斯 基

(Michael Kulikowski) 作  ; 馮 奕 達 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 544 面; 23 公分 .-- (Historia 歷史學

堂 ; MU0052) .-- ISBN 978-626-7156-

60-5 (平裝) NT$820 普遍級  

1.CST: 羅馬帝國 2.CST: 歷史  

740.2238  

大英帝國變形記 : 由金雀花談英國

歷史 / 姚瀟語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1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408-5-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國史  741.1  

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 愛沙尼亞.拉

脫維亞.立陶宛 / 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224 面 ; 23 公分  .-- (New 

action ; 65) .-- ISBN 978-986-289-827-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波蘭 3.CST: 愛沙

尼亞 4.CST: 拉脫維亞 5.CST: 立陶宛  

744.49  

巴塞隆納,不只高第 : 跟著中文官方

導 遊 深 度 行  = Barcelona con Guía 

Oficial / 王儷瑾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21-10-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西班牙巴塞隆納  

746.19  

(圖解版)芬蘭生活提案 100 / 周末北

歐部 Chika 著 ; 王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Across ; 64) .-- ISBN 978-626-353-299-

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芬蘭  747.69  

走過涅瓦大街 : 托爾斯泰、高爾基、

普希金、蕭洛霍夫......俄羅斯文學藝

術的豐贍 / 吳玫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 22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50-4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俄國  748.9  

美洲史地 

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爐邊談話 : 30 場

經典廣播、6 大重要演講,看小羅斯

福如何以「話家常」的方式帶領人

民度過國家危機 / 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D.Roosevelt)著 ; 孔謐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34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68-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美國政府 2.CST: 經濟政策 

3.CST: 公共政策 4.CST: 言論集  

752.262  

果敢善斷 : 爐邊談話之新政與經濟

篇 / 富蘭克林.羅斯福著 ; 趙越, 馬飛, 

孔謐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202 .-- 232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284) .-- ISBN 978-

626-7134-7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美國政府 2.CST: 經濟政策 

3.CST: 言論集  752.2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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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遠矚 : 爐邊談話之戰爭與和平

篇 / 富蘭克林.羅斯福著 ; 趙越, 馬飛, 

孔謐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202 .-- 232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285) .-- ISBN 978-

626-7134-7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美國政府 2.CST: 戰爭 3.CST: 

和平 4.CST: 言論集  752.26207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太平洋諸島百科事典  / 布里 .拉爾

(Brij V Lal), 凱特.芙瓊(Kate Fortune)

原著主編 ; 林修澈華語版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文化

部, 11112 .-- 6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35-76-9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1.CST: 大洋洲 2.CST: 百科全書  

770.42  

澳洲 / 墨刻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336 面; 

23 公分 .-- (New action ; 64) .-- ISBN 

978-986-289-826-0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澳大利亞  771.9  

*挺進南北極 / 李瑞騰主編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1112 .-- 110 面; 23 公

分 .-- (人文中大書系 ; 7) .-- ISBN 978-

626-96492-4-2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通俗作品 2.CST: 南極 3.CST: 

北極  779  

傳記 

NBA 惡漢列傳 / 小古, 小鐵, Balvino

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201 .-- 168 面; 23 公分 .-- (釀生活) .-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61-8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職業籃球 2.CST: 運動員 

3.CST: 傳記  781  

改變世界 :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

人大事. 典範聖賢篇 / 胡川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76-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  

改變世界 :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

人大事. 科技先驅篇 / 胡川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75-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  

改變世界 :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

人大事. 國家領袖篇 / 胡川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73-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  

改變世界 :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

人大事. 藝文人物篇 / 胡川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74-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  

用生命寫作的人 : 名家歲月留痕 / 潘

耀明著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出版 :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發行, 11201 .-- 656 面; 23 公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20) .-- ISBN 978-

957-39-1158-6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作家 2.CST: 訪談 3.CST: 人物

志  781.054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巴赫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

限公司, 11112 .-- 108 面; 24 公分 .-- 

(小牛頓學習漫畫系列) .-- ISBN 978-

626-7190-35-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巴赫(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米開朗基羅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 11112 .-- 108 面; 24

公分 .-- (小牛頓學習漫畫系列) .-- 

ISBN 978-626-7190-36-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達文西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有限公司, 11112 .-- 108 面; 24 公

分 .-- (小牛頓學習漫畫系列) .-- ISBN 

978-626-7190-37-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鄧肯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

限公司, 11112 .-- 108 面; 24 公分 .-- 

(小牛頓學習漫畫系列) .-- ISBN 978-

626-7190-38-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鄧肯(Duncan, Isadora, 1877-

1927)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781.08  

民初風雲人物 / 惜秋著 .-- 四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593-6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中國  782.18  

帝鑑圖說 / (明)張居正, 呂調陽編撰 ; 

王守青注釋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6-0661-4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中國  

782.27  

朕,撼天下 : 酷刑發明家紂王、焚書

坑儒始皇帝、追星族光文帝、道教

狂粉宋徽宗、科學迷清聖祖......從先

秦至明清,一窺歷代帝王的真實面貌 

/ 孟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5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57-014-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中國  

782.27  

民國上海市長 / 朱國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出版社, 11112 .-- 4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93-5-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上海市  

782.6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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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布衣到曠代名相 : 諸葛亮傳奇 / 歐

陽彥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53-8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三國)諸葛亮 2.CST: 傳記  

782.823  

未盡的才情 : 從<<顧頡剛日記>>看

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 余英時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721-3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6722-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顧頡剛 2.CST: 傳記  782.886  

重尋胡適歷程 : 胡適生平與思想再

認識 / 余英時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6709-1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

6710-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胡適 2.CST: 傳記  782.886  

失敗者回憶錄 / 李怡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冊 .-- ISBN 978-

986-387-632-8 (全套:平裝) NT$900 普

遍級  

1.CST: 李怡 2.CST: 回憶錄 3.CST: 時

事評論 4.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782.887  

尋道者趙紫陽 / 林雪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201 .-- 冊 .-- (歷史與現場 ; 

334-335) .-- ISBN 978-626-353-334-9 

(上冊:平裝) NT$680 .-- ISBN 978-626-

353-335-6 (下冊: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趙紫陽 2.CST: 傳記 3.CST: 中

國  782.887  

亂世孤魂 : 我與羅海星,從惠吉西二

坊二號到唐寧街十號 / 周蜜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二０四六出版, 一八

四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7023-0-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周蜜蜜 2.CST: 自傳 3.CST: 香

港特別行政區  782.887  

來自北海道的科學家 : 14 位日籍開

拓者的臺灣紀行  / 張文亮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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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00-59-9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日本  783.12  

*山本悌二郎奠基的糖業新時代 / 莊

天賜作 ; 鳳氣至純平譯 .-- 初版 .-- 高

雄市 :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 111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71-30-1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山本悌二郎 2.CST: 糖業 

3.CST: 傳記 4.CST: 臺灣  783.18  

我的履歷書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

文教基金會, 11201 .-- 208 面; 19 公

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14) .-- ISBN 

978-626-96374-4-7 (平裝) NT$125 普

遍級  

1.CST: 池田大作 2.CST: 自傳  

783.18  

亂世麗人李香蘭. 貳, 光風帶雨 / 大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

業網, 11201 .-- 612 面; 21 公分 .-- (現

代文學 ; 77) .-- ISBN 978-986-0762-43-

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山口淑子 2.CST: 傳記 3.CST: 

日本  783.18  

*辛夷花五週年紀念特刊 / 林正國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永正出版工作

室, 11112 .-- 2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959-7-8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  783.31  

*一代女科技人的婦運路 : 植物化學

家吳嘉麗 / 曾憲政總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2984-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吳嘉麗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九十回憶 / 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程兆熊作品集 ; 10) .-- 

ISBN 978-626-7134-78-8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1.CST: 程兆熊 2.CST: 回憶錄  

783.3886  

台魂淚. 三, 我們的遭遇 / 謝雪紅, 楊

克煌遺稿 ; 楊翠華整編 ; 許雪姬校

訂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 11112 .-- 442 面; 21 公

分 .-- (臺灣史料叢刊 ; 30) .-- ISBN 

978-626-7002-89-6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謝雪紅 2.CST: 楊克煌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台灣百大青年創享家 / 插秧教育諮

詢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插

秧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11201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754-1-8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創業  

783.3886  

外野無雙 : 詹智堯 / 詹智堯, 卓子傑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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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 (入魂 ; 20) .-- ISBN 978-626-7240-13-

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詹智堯 2.CST: 運動員 3.CST: 

棒球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左舜生回憶錄 / 左舜生原著 ; 蔡登山

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出

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201 .-- 286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96838-2-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左舜生 2.CST: 回憶錄  

783.3886  

玉米田裡的小男孩 : 從玉米田到哈

佛 / 陳俊龍口述 ; 華華文字 ; 蔡宛伶

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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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256-36-7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陳俊龍 2.CST: 臺灣傳記 

3.CST: 繪本  783.3886  

我在中國大陸二十年 : 第一代台商

回憶錄 / 陳美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圓方文創有限公司, 11112 .-- 120 面; 

21 公分 .-- (沫雨系列 ; 1) .-- ISBN 978-

626-96993-0-8 (平裝) NT$230 普遍級  

1.CST: 陳美金 2.CST: 企業家 3.CST: 

回憶錄  783.3886  

非官非民 亦儒亦俠 : 黃天才人生紀

實 / 陳筱君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羲 之 堂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5165-0-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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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黃天才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科學之光 / 蔡錦玲作 .-- 初版 .-- 嘉義

市  : 財 團 法 人 和 線 教 育 基 金 會 , 

11203 .-- 13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5444-3-1 (精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蔡慶和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4.CST: 文集  783.3886  

穿越萬仞宮牆 走進春風化雨 / 李稀

齡, 張淑美, 黃楸萍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1201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6-

253-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張光甫 2.CST: 教師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真心追夢 : 黃政傑回憶錄 / 黃政傑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30-5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黃政傑 2.CST: 回憶錄  

783.3886  

救主引導我一生 : 呂榮輝博士傳記 / 

呂榮輝, 張百路編著 .-- 高雄市 : 佳興

印刷局企業有限公司, 11112 .-- 1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8589-4-3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呂榮輝 2.CST: 自傳 3.CST: 基

督徒 4.CST: 臺灣  783.3886  

這個時代.這個人 : 懷念鄭紹良 / 鄭黃

美玲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7-451-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鄭紹良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連戰回憶錄 : 我的永平之路 / 連戰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720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48) .-- 

ISBN 978-626-355-062-9 ( 精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連戰 2.CST: 回憶錄 3.CST: 臺

灣政治  783.3886  

連戰回憶錄 : 從破冰到永平 / 連戰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720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49) .-- 

ISBN 978-626-355-063-6 ( 精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連戰 2.CST: 回憶錄 3.CST: 臺

灣政治  783.3886  

*黃旺成先生日記 / 黃旺成著 ; 許雪

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 11112 .-- 4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002-90-2 (第 23

冊: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黃旺成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臺灣史 4.CST: 史料  

783.3886  

椰城一簾煙雨 : 台灣武打影星劉皓

怡小傳 / 聞喜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3-51-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劉皓怡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葉宏燈與山西炎帝陵 / 李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300 面; 26 公分 .-- (人文

系列 ; 106) .-- ISBN 978-986-5600-79-2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葉宏燈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化交流  783.3886  

閱讀余英時 / 王汎森, 王德威, 丘慧芬, 

朱雲漢, 呂妙芬, 李孝悌, 李貞德, 胡

曉真, 范麗梅, 唐小兵, 陳來, 黃克武, 

黃冠閔, 黃進興, 葛兆光, 廖肇亨, 蔡

長林, 鍾彩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180 面; 21 公分 .-- (允晨叢刊 ; 183) .-

- ISBN 978-626-96872-2-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余英時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集  783.3886  

操鍊 : 完成使命 / 韓明榮著 .-- 初版 .-

- 高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112 .-- 2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524-94-

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韓明榮 2.CST: 醫師 3.CST: 自

傳 4.CST: 臺灣  783.3886  

戲如妳 : 陳淑芳的孤味人生 / 王昀燕

採訪執筆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32-9943-1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陳淑芳 2.CST: 演員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羅曼.羅蘭筆下的三大藝術家 : 樂聖

貝多芬 X 雕塑巨匠米開朗基羅 X 世

紀文豪托爾斯泰,傳記文學創始人筆

下的藝術巨人  / 羅曼 .羅蘭(Romain 

Rolland)著 ; 胡元周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30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57-032-0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2.CST: 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3.CST: 托爾斯泰(Tolstoy, Leo, graf, 

1828-1910) 4.CST: 傳記  784  

瘟疫文學鼻祖笛福 : 從商卻破產、

寫反動文被關、一部<<大疫年紀事

>>引發社會動盪,<<魯賓遜漂流記>>

作者跌宕起伏的一生  / 威廉 .明托

(William Minto)著 ; 孔寧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3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笛福(Defoe, Daniel, 1663-

1731.) 2.CST: 傳記  784.18  

普魯士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 : 閒

人、鬥士、勛臣、主政、逐臣,還原

德意志帝國首相最真實的面貌 / 埃

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著 ; 莊天

賜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30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55-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俾斯麥(Bismarck, Otto, Furst 

von, 1815-1898) 2.CST: 傳記 3.CST: 

德國  784.38  

窗的彼端 : 從男孩亨利克到孩子的

守護者,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

傳記故事 / 安娜.切爾雯絲卡-李德爾

著 ; 林蔚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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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0-

43-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柯札克 Korczak, anusz, 1878-

1942) 2.CST: 傳記 3.CST: 波蘭  

78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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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201 .-- 194 面; 23 公分 .-- (原

創精品 ; 32) .-- ISBN 978-626-7199-54-

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諾貝爾(Nobel, Alfred Bernhard, 

1833-1896) 2.CST: 傳記 3.CST: 瑞典  

78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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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處 : 美國十年 / 余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448 面; 21 公分 .-- (Touch 系

列 ; 22) .-- ISBN 978-626-96350-6-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余杰 2.CST: 傳記 3.CST: 言論

集  785.28  

完美落幕 : 十年一見的傳奇,羅力的

棒球之路 / 麥克.羅力, 江奕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入魂 ; 

21) .-- ISBN 978-626-7240-14-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羅力(Loree, Mike) 2.CST: 職業

棒球 3.CST: 運動員 4.CST: 傳記 

5.CST: 美國  785.28  

彼得.提爾 : 從矽谷到白宮,創投天王

野心勃勃的權力擴張之路 / 麥克斯.

查夫金(Max Chafkin)著 ; 吳煒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440 面; 21 公分 .-

- (視野 ; 93) .-- ISBN 978-626-7238-25-

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提爾(Thiel, Peter A.) 2.CST: 傳

記 3.CST: 美國  785.28  

被中斷的人生 : 遊走在健康與疾病

之間,一場劇烈又溫柔的重生之旅 / 

蘇萊卡.曹華(Suleika Jaouad)著 ; 李斯

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92 面; 21

公分 .-- (聯經文庫) .-- ISBN 978-957-

08-669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曹華(Jaouad, Suleika.) 2.CST: 

自傳 3.CST: 美國  785.28  

欺竊成群 : 美國第一代詐騙大師,初

代華爾街之狼親筆自傳 / 喬治.葛拉

罕.萊斯(George Graham Rice)著 ; 郭騰

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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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 ISBN 978-626-

7240-09-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萊斯(Rice, George Graham) 

2.CST: 金融犯罪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785.28  

預期無法預期的 : 安東尼.佛奇關於

人生道路與選擇的十堂課 / 安東尼.

佛奇(Anthony Fauci)著 ; 羅雅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201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49-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佛奇(Fauci, Anthony) 2.CST: 

醫師 3.CST: 自傳 4.CST: 美國  

785.28  

歌詠生命的妮娜 : 人權歌手妮娜.西

蒙的故事 / 崔西 N.塔德(Traci N. Todd)

文  ; 克 里 斯 汀 . 羅 賓 遜 (Christian 

Robinson)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維 京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6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440-474-2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西蒙(Simone, Nina, 1933-2003) 

2.CST: 歌星 3.CST: 傳記 4.CST: 通俗

作品 5.CST: 美國  785.28  

*鋒芒 : 摩根士丹利傳奇執行長麥晉

桁回憶錄 / 麥晉桁(John Mack)著 ; 陳

正芬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48 面 ; 21 公 分  .-- ( 財 經 企 管  ; 

BCB788) .-- ISBN 978-626-355-031-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麥晉桁(Mack, John, 1944- ) 

2.CST: 企業領導 3.CST: 回憶錄  

7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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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120

面; 23 公分 .-- (原創精品 ; 33) .-- ISBN 

978-626-7199-55-8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愛迪生(Edison, Thomas A., 

1847-1931) 2.CST: 傳記  785.28  

以馬內利的夢想 : 以馬內利.奧福蘇.

葉波的真實故事  / 羅莉.安.湯普森

(Laurie Ann Thompson)文 ; 尚恩.奎爾

斯(Sean Qualls)圖 ; 劉淑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237-37-3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身心障礙者 2.CST: 傳記 

3.CST: 通俗作品  786.628  

許合順族譜 / 許澤雄編撰 .-- 高雄市 : 

合順堂管理委員會, 11112 .-- 1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992-0-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許氏 2.CST: 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一 日 考 古 學 家  / 帕 斯 卡 . 普 雷 沃

(Pascal Prévot) 文  ; 阿 爾 諾 . 布 托

(Arnaud Boutin)繪 ; 許雅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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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228-21-0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考古學 2.CST: 通俗作品  

790  

道咸時期山左金文學研究 / 郭妍伶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

有限公司, 11112 .-- 305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5-1905-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金文 2.CST: 古文字學 3.CST: 

清代  793.2  

汝瓷大觀 / 嚴衛編著 .-- [臺中市] : 嚴

衛,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827-4 (精裝) NT$2000 普

遍級  

1.CST: 古陶瓷 2.CST: 瓷器 3.CST: 宋

代  796.6  

銀雀山漢簡數術類文獻整理與研究 / 

龎壯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68 面; 

26 公分 .-- (文獻研究叢書. 出土文獻

譯注研析叢刊 ; 902024) .-- ISBN 978-

986-478-800-2 (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478-801-9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簡牘學 2.CST: 術數 3.CST: 研

究考訂  796.8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第八輯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系, 11112 .-- 301 面; 24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7147-22-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簡牘學 2.CST: 研究方法 

3.CST: 文集  796.807  

花蓮縣支亞干列冊考古遺址文化資

產評估計畫成果報告 / 鍾國風, 蔡靜

婷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文化

局, 11112 .-- 4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89-8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1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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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考古遺址 2.CST: 考古報告 

3.CST: 花蓮縣  798.8033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坑遺址 / 劉克竑

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 11201 .-- 31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45-110-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考古遺址 2.CST: 考古報告 

3.CST: 臺中市沙鹿區  798.8033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近代漢文語言教材兼民眾教材資料

彙編 / 楊蓮福, 陳謙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600-78-

5 (全套:平裝) NT$3000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語文教學 

3.CST: 教材  802.03  

<<漢語大字典>>水部字研究 / 金瑞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中國語

言文字研究輯刊 . 二四編  ; 第 5-6

冊) .-- ISBN 978-626-344-241-2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242-9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字典 2.CST: 研究考訂  

802.08  

孔壁遺文二集 / 季旭昇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

刊. 二四編 ; 第 8-9 冊) .-- ISBN 978-

626-344-244-3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626-344-245-0 (下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古文字學 2.CST: 文集  

802.08  

近代漢語詞語新探 / 魏啟君, 王閏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190 面; 30 公

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四

編 ; 第 4 冊) .-- ISBN 978-626-344-240-

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詞彙學  802.08  

音韻學辭典編撰研究 / 李秋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236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7 冊) .-- ISBN 978-626-344-243-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聲韻學 2.CST: 詞典  802.08  

清華簡<治政之道>疑難字詞考釋 / 

李亦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92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3 冊) .-- ISBN 978-626-344-

239-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簡牘文字 2.CST: 研究考訂  

802.08  

說文亦聲字研究  / 許育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230 面; 30 公分 .-- (中

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

冊) .-- ISBN 978-626-344-237-5 (精裝) 

普遍級  

1.CST: 說文解字 2.CST: 研究考訂  

802.08  

戰國楚簡「同用」現象研究 / 陳夢

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74 面; 30 公

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四

編 ; 第 2 冊) .-- ISBN 978-626-344-238-

2 (精裝) 普遍級  

1.CST: 簡牘學 2.CST: 研究考訂 

3.CST: 戰國時代  802.08  

標準國語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

群編著 .-- 十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16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3-110-1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會考形音義完勝計畫 / 李雅萍編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201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52-443-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聲韻 3.CST: 中國

文字 4.CST: 字體 5.CST: 問題集  

802.49022  

臺中偏泉腔閩南話調查研究 : 以梧

棲閩南話為例 / 張屏生著 .-- 初版 .-- 

屏東縣長治鄉 : 張屏生, 111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862-

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比較方言學 

3.CST: 臺中市梧棲區  802.5232  

河洛閩南語縱橫談 / 吳在野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3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4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文集  

802.523207  

(一般警察/警察特考)警察國文(作文

與測驗)焦點複習 / 駱英, 歐恩編著 .-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523-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作文  802.7  

(記帳士)國文 :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 / 

廖筱雯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

511-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作文  802.7  

打 Game 闖關玩古文 / 祁立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698-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古文 2.CST: 通俗作品  

802.82  

全球商務華語. II / 服部明子, 周靜琬, 

姚蘭, 張致苾, 陳瑛琦, 陳燕秋, 趙鳳

玫, 歐秀慧, 蔡喬育, 劉瑩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6 公分 .-- (語文館系

列 ; 4) .-- ISBN 978-626-7274-02-6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當代中文課程 : 課本. 4-1 / 丁國雲, 胡

睦苓, 陳淑美編寫 ;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教學中心, 11203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74-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當代中文課程 : 課本. 4-2 / 丁國雲, 胡

睦苓, 陳淑美編寫 ;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教學中心, 11203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75-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當代中文課程 : 課本. 4-3 / 丁國雲, 胡

睦苓, 陳淑美編寫 ;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教學中心, 11203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48-76-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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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原檔<<滿文原檔>>選讀譯注 : 

太祖朝. 十一 / 莊吉發譯注 .-- 初版 .-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12 .-- 

514 面; 21 公分 .-- (滿語叢刊 ; 50) .-- 

ISBN 978-986-314-625-4 ( 平 裝 ) 

NT$740 普遍級  

1.CST: 滿語 2.CST: 讀本  802.918  

一張圖秒懂,生活、職場日文法 : 這

樣用才像日本人 / 吉松由美, 田中陽

子, 西村惠子, 林勝田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即學即

用 ; 20) .-- ISBN 978-986-246-740-4 (平

裝附光碟片) NT$33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sugoi 日本語. II(手機學日語版) / 王曉

芸, 王靖絜, 馮湘鈞, 郭德信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78-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本人的哈拉妙招 日文熟語典 / 張

秀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

圖書有限公司,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84-5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 日本經典童

話故事 : 日本安徒生--新美南吉作品

集 / 新美南吉著 ; 謝若文譯 .-- 三版 .-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八

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83-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初級電資實務日語. II / 賴優和, 橫山

忠之, 王敏東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4-79-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給設計系學生的初級日語. II / 王敏

東, 王文宣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4-80-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新聞日本語 / 吉岡桃太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201 .-- 168 面; 26 公分 .-- (日語學習

系列 ; 67) .-- ISBN 978-626-7274-01-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本我來了,自由行必學日語會話,一

本通通搞定! / 費長琳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16-23-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3.188  

世界最簡單 : 自助旅行日語 / 渡邊由

里, 林小瑜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有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 (日語系列 ; 25) .-- ISBN 978-626-

96765-7-6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3.188  

簡單學會餐旅日語 / 江育真, 水野聖

紹, 葛西洋三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934-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餐飲業 3.CST: 讀

本  803.188  

JLPT 新日檢 N1 一本合格 / Hackers 

Academia 著 ; 關亭薇, 吳采蒨, 劉建池, 

黃毓倫, 陳佩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 9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36-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JLPT 新日檢 N5~N3 必考單字 2500 / 

Hackers Academia 著 ; 黃毓倫, 關亭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00 面; 21 公

分 .-- (EZ Japan) .-- ISBN 978-626-7238-

26-4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用填空背單字&情境網 : 絕對合格日

檢必考單字 N5 / 小池直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224 面; 21 公分 .-- (日

檢智庫 QR 碼 ; 31) .-- ISBN 978-986-

246-745-9 (平裝附光碟片) NT$329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我的貼身日檢老師 : 絕對合格全攻

略新制日檢 N4 必背必出文法 / 吉松

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林勝田,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240 面; 21 公分 .-- (自學合

格 ; 7) .-- ISBN 978-986-246-744-2 (平

裝附光碟片) NT$33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日檢 10000 單 N5-N1 高命中 1 本

通 / 第二外語發展語研中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8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71-957-2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精修版新制

日檢!絕對合格 N1,N2,N3,N4,N5 必背

單字大全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

惠子, 林勝田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672 面; 21 公分 .-- (QR 日檢大全 ; 1) .-

- ISBN 978-986-246-743-5 (平裝附光

碟片) NT$60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精修版新制

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聽力 N5 / 吉

松由美, 西村惠子, 林勝田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日

檢智庫 QR 碼 ; 11) .-- ISBN 978-986-

246-739-8 (平裝附光碟片) NT$33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針對臺灣韓語教育的韓語語言學概

論與語言學用語解說 / 朴炳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0-96-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語言學 3.CST: 語

言學習  803.2  

初學韓語,看這本就會了 / 金文賢編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韓語系列 ; 1) .-- 

ISBN 978-626-7203-22-4 ( 平 裝 ) 

NT$34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跟韓國人學 : 24 小時生活韓語 / 朴永

美, 林大君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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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 (韓語系列 ; 21) .-- ISBN 978-626-

96765-0-7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世界最簡單 : 自助旅行韓語 / 朴永美, 

林大君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

限公司,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 韓 語 系 列  ; 22) .-- ISBN 978-626-

96765-1-4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旅遊 3.CST: 會話  

803.288  

台語之美 : 台灣話語真正媠 / 藍春榮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藍 春 榮 , 

11112 .-- 59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73-1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803.38  

12 堂泰語實用會話 / 張君松作 .-- 第

三版 .-- 新北市 : 統一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202 .-- 448 面; 26 公分 .-- (泰語

學習系列 ; TM17) .-- ISBN 978-986-

99369-9-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會話  803.7588  

商用泰語 / 劉康定作 .-- 第二版 .-- 新

北市 : 統一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2 .-

- 176 面; 26 公分 .-- (泰語學習系列 ; 

TM18) .-- ISBN 978-626-96979-0-8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泰語 2.CST: 商業 3.CST: 會話  

803.7588  

to ʉ sv ʉ sv ʉ t ʉ 談 論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

金會,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8-3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民

族文化  803.99  

*太魯閣語指示詞的語法化研究  = 

Grammaticalization of demonstratives in 

Truka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

著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國立東

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11112 .-- 500

面; 21 公分 .-- (東華原住民族叢書 ; 

58) .-- ISBN 978-626-96574-4-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太魯閣語 2.CST: 語法  

803.99136  

每天 10 分鐘,聽聽義大利人怎麼說 / 

Giancarlo Zecchino(江書宏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201 .-- 160 面; 23 公分 .-- (繽紛外語

系列 ; 118) .-- ISBN 978-626-7274-00-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義大利語 2.CST: 讀本  

804.68  

小熊媽 親子學英語私房工具 101+ / 

小熊媽(張美蘭)作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240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84) .-- ISBN 978-626-305-402-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學習方法 3.CST: 

親子  805.1  

圖解用跟讀法學英文  / Shirley Wu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進出版有限

公司字覺文化, 11201 .-- 1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328-9-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學習方法  805.1  

扭轉人生 2000 英文單字 / 凱信外語

教學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

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7-53-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攻克五千單字圖像記憶法. 2 / 高嫚

Ivana Kao 作 .-- 初版 .-- 彰化市 : 竹凰

跳動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2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6690-3-

5 (平裝) NT$358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彙  805.12  

英文字神玩轉單字光速學習法 / 莊

詠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

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 

112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97-52-6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Step by Step 圖解狄克生片語 : 一本學

會 470 個關鍵日常英文片語(背誦

版 )(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 Matt 

Coler 著 ; 李盈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73-2 (25K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慣用語  805.123  

遠東英漢漢英雙向辭典  = Far east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編輯 .-- 四版 .-- 臺北市 : 遠東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145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598-04-4 (精裝) 

NT$73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典  805.131  

遠東迷你英漢字典  = Far East mini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遠東圖書

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 六版 .-- 臺北

市 : 遠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768 面; 12 公分 .-- ISBN 978-986-

5598-05-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字典  805.132  

*會考英文 B++計畫. 2023 / 馮海明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經國英文有限

公司, 11112 .-- 1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910-2-9 (平裝) NT$500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3.CST: 讀本  

805.16  

賴世雄圖解英文法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數位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528 面; 23 公分 .-

- (常春藤生活必讀系列 ; BA21) .-- 

ISBN 978-626-7225-12-7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FUN 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 各學科

實用課文(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

著 ; 鄭玉瑋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0-

174-9 (第 3 冊:菊 8K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有種英文模仿術,一旦學過英文馬上

用出來 / 凱茜女孩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

624-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快速聽懂 新聞英語 / 張小怡, Steve 

Lindberg 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202 .-- 336 面; 21 公分 .-- (英語通 ; 

16) .-- ISBN 978-626-7203-24-8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新聞英文 2.CST: 讀本  

805.18  

決勝領思 Linguaskill 聽力+閱讀攻略

+試題+解析. 實用篇 / 睿言商英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薛詠文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我 識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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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6203-6-4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文閱讀 GO,GO,GO! / 應惠蕙編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759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高薛琳姬 Lin Chi 琳姬式專業催眠療

癒課程 : 兒童美語催眠課程講義. 1 / 

高薛琳姬作 .-- 初版 .-- [彰化縣田尾

鄉] : 高薛琳姬, 11112 .-- 16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57-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3.CST: 催眠

術  805.18  

國貿船務英文 / 許坤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43-667-1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航務 3.CST: 讀本  

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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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910-1-2 (平裝) NT$50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語輕鬆學 : 學好中級口語就靠這

本!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

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32 面; 23 公分 .-- (常春藤英語輕鬆

學系列 ; E68) .-- ISBN 978-626-7225-

11-0 (平裝) NT$55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口語 3.CST: 會話  

805.188  

飯店英語,出國就講這幾句,對話不用

靠翻譯 : 入住登記 X 客房服務 X 餐

廳點餐,八百條實用短句,海外旅遊你

怎麼能不懂 / 翁哲維, 趙志敏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2 .-- 1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46-7 (平

裝) NT$288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旅館業 3.CST: 會

話  805.188  

雅思單字聖經 : 模擬試題 / Amanda 

Chou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考用英語系列 ; 42) .-- ISBN 

978-626-96563-3-2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詞彙  805.189  

英檢中高級聽力 滿分速成攻略 / 何

依菲利普, 張清芳合著 .-- 新北市 : 布

可屋文化,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 (英檢系列 ; 16) .-- ISBN 978-626-

7203-23-1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 官方說寫

測 驗 指 南  = BEST tes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 official guide to the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 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主編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 

11201 .-- 5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258-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新制 GEPT 全民英檢中級必背單字

清 單  = New GEPT top essential 

vocabulary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709-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892  

新 制全民 英檢 中高級 口說 測驗  =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 high-

intermediate speaking / 陳淳麗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93-16-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92  

ITP 高分托福測驗 677 / 江璞, 楊玉琦, 

Rick Crooks 作 .-- 增訂一版 .-- 臺北

市 : 知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694-45-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托福考試 2.CST: 考試指南  

805.1894  

NEW TOEIC 突破 900 分必考單字 聽

力 閱讀 / 張小怡, Johnson Mo 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202 .-- 384 面; 

23 公分 .-- (多益系列 ; 6) .-- ISBN 978-

626-7203-25-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New TOEIC 新多益口說&寫作大破

解 / Stephen Browning 著 .-- 一版 .-- 臺

北 市  : 知 英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694-44-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NEW TOEIC 新制多益 700+高頻必考

字彙 / NEXUS 多益研究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196 面; 21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626-7238-24-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心智圖聯想記憶 TOEIC 必考單字 = 

Learning TOEIC words with mind map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3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

70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必備新多益單字 : 口袋就是你的腦

袋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

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448 面; 17 公分 .-- (常春藤多益

TOEIC 系列 ; TC11N) .-- ISBN 978-

626-7225-13-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勇奪新制多益 950 : 完整 3 回實戰演

練+試題完全解密攻略(寂天雲隨身

聽 APP 版) / su-youn Yoo 著 ; 關亭薇, 

沈家淩, 蔡裴驊, 蘇裕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6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75-6 (16K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文學 

"诗家语"美学英译研究 / 钱屏匀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202 面; 26 公分 .--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

編 ; 第 21 冊) .-- 正體題名:"詩家語"

美學英譯研究 .-- ISBN 978-626-344-

332-7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翻譯 3.CST: 研

究考訂  810.8  

钱钟书<<管锥编>>入门(之一). <<诗

经>>篇 / 周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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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18-19 冊) .-- 正體題名:錢鍾

書<<管錐編>>入門(之一). 詩經 .-- 

ISBN 978-626-344-329-7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330-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錢鍾書 2.CST: 管錐編 3.CST: 

詩經 4.CST: 學術思想  810.8  

叙事与形式 : 普罗普学术思想及其

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 杨浡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250 面; 26 公分 .-- (比

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编 ; 

第 17 冊) .-- 正體題名:敘事與形式: 普

羅普學術思想及其在中國的接受研

究 .-- ISBN 978-626-344-328-0 (精裝) 

普遍級  

1.CST: 普羅普 2.CST: 文學 3.CST: 學

術思想  810.8  

亚裔美国文学中的负情感和情感共

同体想象 / 程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82 面; 26 公分 .-- (比較文學與世界

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20 冊) .-- 正

體題名:亞裔美國文學中的負情感和

情感共同體想像  .-- ISBN 978-626-

344-331-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移民文化  810.8  

中国罗曼 .罗兰接受诗学论  / 涂慧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252 面; 26 公

分 .--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8 冊) .-- 正體題名:中國羅曼.

羅蘭接受詩學論  .-- ISBN 978-626-

344-319-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羅蘭(Rolland, Romain, 1866-

1944) 2.CST: 學術思想 3.CST: 詩學 

4.CST: 比較研究  810.8  

中国文学与世界论集 / 周锡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比較文學與

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编 ; 第 9-11

冊) .-- 正體題名:中國文學與世界論

集 .-- ISBN 978-626-344-320-4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321-1 (中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322-8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西洋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比较研究  

810.8  

文心雕龍 : 體系與應用 / 黃維樑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比較文學與

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12-13

冊) .-- 正體題名:文心雕龍:體系與應

用 .-- ISBN 978-626-344-323-5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324-2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文心雕龍 2.CST: 文學理論 

3.CST: 研究考訂  810.8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 / 古远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比較文學與

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 二编  ; 第 2-3

冊) .-- 正體題名:世界華文文學學科

史 .-- ISBN 978-626-344-313-6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314-3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810.8  

再现中国 : 十九世纪英国的中国旅

行写作研究 / 徐笑笑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290 面; 26 公分 .-- (比較文學

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编 ; 第 14

冊) .-- 正體題名:再現中國: 十九世紀

英國的中國旅行寫作研究 .-- ISBN 

978-626-344-325-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比較研究  810.8  

作为方法的比较文学 / 宋德发, 张瑞

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306 面; 26 公

分 .--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编 ; 第 1 冊) .-- 正體題名:作為方法

的比較文學 .-- ISBN 978-626-344-312-

9 (精裝) 普遍級  

1.CST: 比較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10.8  

英语世界的拜伦学术史研究 / 韩周

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比較

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6-7 冊) .-- 正體題名:英語世界的拜倫

學術史研究 .-- ISBN 978-626-344-317-

4 (上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

318-1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拜倫(Byron, George Gordon, 

1788-1824)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研究考訂  810.8  

英语世界的晚清民国报纸研究 / 何

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比較

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24-25 冊) .-- 正體題名:英語世界的晚

清民國報紙研究  .-- ISBN 978-626-

344-335-8 (上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336-5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新聞業 2.CST: 報紙 3.CST: 比

較研究  810.8  

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 / 张智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比較文學與

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27-28

冊) .-- 正體題名:英文閱讀與古詩英

譯 .-- ISBN 978-626-344-338-9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339-6 (下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翻譯  810.8  

英美经典作家九论  / 张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比較文學與世

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22-23 冊) .-

- 正體題名 :英美經典作家九論  .-- 

ISBN 978-626-344-333-4 (上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334-1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英國文學 2.CST: 美國文學 

3.CST: 作家 4.CST: 文學評論  810.8  

韋沃<<文學理論>>與劉勰<<文心雕

龍>>之比較 / 陳忠源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282 面; 26 公分 .-- (比較文學

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编 ; 第 15

冊) .-- ISBN 978-626-344-326-6 (精裝) 

普遍級  

1.CST: 韋勒克(Wellek, Rene, 1903-

1995) 2.CST: 沃倫(Warren, Austin, 

1899-) 3.CST: (南北朝)劉勰 4.CST: 文

學理論 5.CST: 文心雕龍 6.CST: 學術

思想 7.CST: 研究考訂  810.8  

茶的力量 / 刘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52 面; 26 公分 .-- (比較文學與世界

文學研究叢書. 二編 ; 第 26 冊) .-- 正

體題名:茶的力量 .-- ISBN 978-626-

344-337-2 (精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810.8  

普实克中国新文学的三幅素描 / 雅

罗斯拉夫.普实克著 ; 杨玉英译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192 面; 26 公分 .-- (比

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二编 ; 

第 16 冊) .-- 正體題名:普實克中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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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三幅素描  .-- ISBN 978-626-

344-327-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普實克(Průšek, Jaroslav, 1906-

1980) 2.CST: 中國文學 3.CST: 學術

思想 4.CST: 研究考訂  810.8  

跨文明视野中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文

学研究 / 胡志红, 何新, 胡湉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冊 .-- (比較文學與

世界文學研究叢書 . 二編  ; 第 4-5

冊) .-- 正體題名:跨文明視野中的生

態批評與生態文學研究 .-- ISBN 978-

626-344-315-0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626-344-316-7 (下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生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10.8  

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 : 「精準表

達,以理服人」的技藝 / 彭明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2 公分 .-

- (彭明輝作品集) .-- ISBN 978-957-08-

669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論文寫作法  811.4  

讀書札記 / 王柏鐺撰 .-- 初版 .-- 雲林

縣虎尾鎮 : 神農廣播雜誌社, 11201 .-

- 176 面; 22 公分 .-- (神農廣播文學叢

書 ; 63) .-- ISBN 978-626-95475-2-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文學 2.CST: 閱讀 3.CST: 

文學評論  812  

劇本的多重宇宙 : 馮勃棣導航,39 部

電影的故事力與生命啟示 / 馮勃棣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206) .-- ISBN 978-986-

136-652-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電影劇本 2.CST: 寫作法 

3.CST: 影評  812.3  

聖誕降臨曆 / 萊絲莉.席姆斯等人重

述 ; 耶蘇.羅培茲等人圖 ; 劉清彥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1204 .-- 冊 .-- ISBN 978-986-

440-476-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15.93  

天鵝湖 : 柴可夫斯基作品 / 歐洲民間

故事原著 ; 卡洛斯寧繪圖 ; 張儷蓉譯

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

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67-9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15.96  

中國文學 

文學.歷史.社會 : 楊承祖教授紀念論

文集 / [楊承祖教授紀念論文集]編委

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

局有限公司, 11112 .-- 57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15-1904-3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集  820.7  

于美人說書 / 于美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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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

54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20.77  

<<金瓶梅>>在中日的傳播及閱讀 / 

傅想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3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

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626-344-

257-3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金瓶梅 2.CST: 文學評論 

3.CST: 研究考訂  820.8  

<<紅樓夢>>補天的雙重涵義之探析 

/ 姚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5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

編 ; 第 6 冊) .-- ISBN 978-626-344-252-

8 (精裝) 普遍級  

1.CST: 紅樓夢 2.CST: 研究考訂  

820.8  

中華民族神話宗法化述論 / 袁詠心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

學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626-344-254-2 (下冊:精裝) .-

- ISBN 978-626-344-253-5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神話 2.CST: 宗法制度  

820.8  

方法的試煉 : 古代文學與文化的多

維觀照 / 蘇悟森, 黃金燦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626-

344-248-1 (下冊:精裝) .-- ISBN 978-

626-344-247-4 (上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20.8  

白玉蟾詩中月意象研究 / 洪鈺琁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203 .-- 14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9

冊) .-- ISBN 978-626-344-255-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白玉蟾 2.CST: 宋詩 

3.CST: 詩評  820.8  

宋代志怪小說研究 / 袁文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222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5 冊) .-- 

ISBN 978-626-344-251-1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志怪小說 2.CST: 文學評論 

3.CST: 宋代  820.8  

唐代意象論中的時空觀研究 / 初嬌

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90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3 冊) .-- ISBN 978-626-344-249-8 (精

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美學 3.CST: 

唐代  820.8  

趙杏根學術文選  / 趙杏根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212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10 冊) .-

- ISBN 978-626-344-256-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文集  820.8  

應劭<<風俗通義>>言說方式研究 / 

張建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8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

編 ; 第 4 冊) .-- ISBN 978-626-344-250-

4 (精裝) 普遍級  

1.CST: 風俗通義 2.CST: 研究考訂  

820.8  

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 / 

曾令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78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文學史研

究叢刊  ; 802Z02) .-- ISBN 978-986-

478-798-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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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中國當代文學 2.CST: 中國文

學史  820.908  

李商隱詩歌研究  / 宋寧娜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

彙刊. 第三三輯 ; 第 2-3 冊) .-- ISBN 

978-626-344-208-5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626-344-209-2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李商隱 2.CST: 唐詩 

3.CST: 詩評  820.91  

明清六種唐詩選本之劉長卿研究  / 

何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188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三

輯 ; 第 8 冊) .-- ISBN 978-626-344-214-

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劉長卿 2.CST: 唐詩 3.CST: 學

術研究  820.91  

從科舉到文學 : 唐末孤寒詩人研究 / 

李奇鴻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06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

三輯 ; 第 1 冊) .-- ISBN 978-626-344-

207-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唐詩 2.CST: 詩評 3.CST: 科舉  

820.91  

黃庭堅談書詩研究 / 郭睿恩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203 .-- 186 面; 24 公分 .-- (古

典詩歌研究彙刊 . 第三三輯 ; 第 7

冊) .-- ISBN 978-626-344-213-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黃庭堅 2.CST: 宋詩 

3.CST: 詩評  820.91  

蘇軾神仙吟詠詩的文學意涵與價值 / 

鄧瑞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3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三輯 ; 第 4-

6 冊) .-- ISBN 978-626-344-210-8 (上冊:

精裝) .-- ISBN 978-626-344-211-5 (中

冊:精裝) .-- ISBN 978-626-344-212-2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宋詩 3.CST: 

詩評  820.91  

每一天追一齣大唐詩人穿越劇 : 看

大唐詩人彎彎繞繞的人生劇場,細讀

人人都是男主角的才華較勁 / 周公

子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63-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唐詩 2.CST: 詩評  820.9104  

可畏的想像力 : 當代小說 26 家 / 王

德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400 面; 

21 公分 .-- (人文 ; 29) .-- ISBN 978-

626-310-379-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現代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20.9708  

中國文學總集 

賞讀書信. 三, 古典詩詞風景 : 唐至清

代四季山水一 0 二首 / 夏玉露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朵雲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202 .-- 272 面; 20 公分 .-- (iP ; 

03b) .-- ISBN 978-986-98809-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31  

最耐用的人生使用說明書,詩經 / 李

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

限公司, 11202 .-- 304 面; 21 公分 .-- 

(drill ; 18) .-- ISBN 978-626-7182-16-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詩經 2.CST: 注釋  831.12  

有故事的唐詩 : 經典名句是這樣來

的 / 夏昆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

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61-03-3 (平裝) NT$430 普

遍級  

 831.4  

民國文學珍稀文獻集成. 第四輯, 新

詩舊集影印叢編  / 劉福春, 李怡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ISBN 978-

626-344-144-6 (全套:精裝) NT$100000

普遍級  

 831.8  

*池上有夢詩集. 二 / 何如珊, 陳濤, 李

苡甄, 潘惠珠, 鍾麗琴, 張哲銘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徐境憶, 111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3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31.8  

四海俳句選 / 懷鷹, 蔡猷英, 德清, 孫

嵐等合著 ; 懷鷹主編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1201 .-- 2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08-9-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31.86  

這些文字會發光 / 雪迪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428 面; 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865)(文學視界 ; 146)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49-4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詩評  831.86  

有故事的宋詞 : 經典名句是這樣來

的 / 夏昆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

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61-04-0 (平裝) NT$430 普

遍級  

 833.5  

中國文學別集 

張元奇集 / 張元奇著 .-- 初版 .-- 新竹

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11112 .-- 

54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25-8-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張元奇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學評論  848.2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吃西瓜的方法 / 羅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34 面; 21 公分 .-- (聯合

文叢 ; 718) .-- ISBN 978-986-323-51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1.486  

一斤苦惱 : 和權詩集 / 和權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秀威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61) .-- BOD 版 .-

- ISBN 978-986-445-760-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51.487  

一樂詩選 / 李怡樂著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1112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08-6-7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51.487  

*十方一念 / 林夕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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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11112 .-- 288 面; 21 公分 .-- 

(詩集) .-- ISBN 978-626-96934-0-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851.487  

歧路行 / 北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144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ISBN 978-957-08-6696-4 (精裝) 普遍

級  

 851.487  

陽光中的向日葵 : 芒克油印詩集三

種 / 芒克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

出版有限公司, 11112 .-- 192 面; 26 公

分 .-- (稀有民刊系列 ; 1) .-- ISBN 978-

626-7134-74-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51.487  

立體的鄉愁 : 董橋文摘 / 董橋著 .-- 增

訂二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

公司, 11202 .-- 336 面; 21 公分 .-- (新

世紀散文家  ; 22) .-- ISBN 978-986-

450-527-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5  

江山百谈 / 江山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2 .-- 3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858-7-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855  

我願意這樣生活 : 曹明霞隨筆集 / 曹

明霞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201 .-- 302 面; 21 公分 .-- (貓空-中

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 13)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62-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55  

精校詳註<<浮生六記>> / 蔡根祥校

註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8-79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浮生六記 2.CST: 注釋  855  

澳洲小生活 / 李雙著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1201 .-- 4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08-8-1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855  

石點頭 / 天然癡叟著 ; 李忠明校注 .-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599-8 (平裝) 普遍級  

 857.3  

蕩寇志 / 俞萬春著 ; 侯忠義校注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冊 .-- ISBN 978-957-14-

7592-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44  

東西漢演義 / 甄偉, 謝詔編著 ; 朱恒

夫校注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8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7600-1 (平裝) 

普遍級  

 857.452  

大明英烈傳 / 楊宗瑩校訂 ; 繆天華校

閱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1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596-7 (平裝) 普遍

級  

 857.456  

會校本<<臺灣外誌前傳>> / 柯榮三

主編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智能地域設計服務研

究中心, 11112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902-5-7 (平裝) 普遍

級  

 857.457  

萌漫大話西遊記. 3, 大戰紅孩兒.真假

美猴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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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4-83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西遊記 2.CST: 漫畫  857.47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 余英時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701-5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6702-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紅學 2.CST: 研究考訂  

857.49  

一夫一妻 : 曹明霞中篇小說集 / 曹明

霞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201 .-- 290 面; 21 公分 .-- (貓空-中

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 12)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759-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7.63  

茶館與短篇作品集  / 老舍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20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6-16-

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57.63  

勺勺福妻 / 斯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30501-E130505) .-- 

ISBN 978-986-527-736-9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737-6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738-3 (卷 3: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527-739-0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740-6 (卷 5: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不羈的晚霞 : 忘情墨爾本 / 簡西著 .-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408-7-4 (平裝) 

NT$440 普遍級  

 857.7  

他總想以下犯上 / 鳴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201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31101-

E131103) .-- ISBN 978-986-527-750-5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

527-751-2 ( 中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527-752-9 (下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永徽迷局 / 滿碧喬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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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06-616-1 ( 上 冊 :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86-506-617-8 (下

冊: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7  

光與暗之詩. 第二卷 / YY 的劣跡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49-2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626-7152-54-6 (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390 普遍級  

 857.7  

至尊童養夫 / 初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201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30701) .-

- ISBN 978-986-527-742-0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857.7  

我把寒門變財窟  / 不遮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藍海系列 ; E130801-

E130804) .-- ISBN 978-986-527-743-7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744-4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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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27-745-1 (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746-8 (卷

4: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我來自平行世界  / 西西特作 .-- 初

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 

11201 .-- 冊 .-- (詭事錄系列) .-- ISBN 

978-626-7176-73-3 ( 卷 1: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626-7176-74-0 (卷

2: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626-

7176-75-7 (卷 3: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7176-76-4 ( 卷 4: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626-7176-77-1 (全

套:平裝) NT$1520 限制級  

 857.7  

坤寧 / 時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275-6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金匠小農女 / 藍斕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文創風 ; 1131-1133) .-- ISBN 

978-986-509-390-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09-391-4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92-1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857.7  

長公主的高冷夫 / 初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30301-

E130302) .-- ISBN 978-986-527-732-1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

527-733-8 (下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鬼吹燈. II 之一, 黃皮子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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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冊 .-- ISBN 978-986-506-634-

5 (全套:平裝) NT$560 普遍級  

 857.7  

鬼吹燈. II 之五, 巫峽棺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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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冊 .-- ISBN 978-986-506-636-

9 (全套:平裝) NT$560 普遍級  

 857.7  

鬼吹燈. II 之四, 不死地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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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冊 .-- ISBN 978-986-506-635-

2 (全套:平裝) NT$560 普遍級  

 857.7  

鬼吹燈. 一, 精絕古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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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冊 .-- ISBN 978-986-506-633-8 (全套:

平裝) NT$560 普遍級  

 857.7  

庶難低調 / 冰豆咖啡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藍海系列 ; E131001-E131002) .-

- ISBN 978-986-527-748-2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749-9 (下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接木法 / 盧彥妤作 .-- 初版 .-- 宜蘭市 : 

松鼠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19 公分 .-- (松果 ; 5) .-- ISBN 978-986-

99868-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7  

推理什麼的不重要啦你要吃章魚燒

嗎 / 夜透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320-3 (平

裝) 普遍級  

 857.7  

深宅侍妻 / 清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36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30401) .-- 

ISBN 978-986-527-735-2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57.7  

尋找紫薇聖人 : 燒餅歌續集 / 劉修炳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 

11202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63-2-3 (上集:平裝) NT$395 普

遍級  

 857.7  

貴女的藥膳大業 / 凌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201 .-

- 352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30901) .-- ISBN 978-986-527-747-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7  

當個便宜娘 / 宋可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 冊 .-- (文創風 ; 1129-1130) .-- ISBN 

978-986-509-388-4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09-389-1 (下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碎玉投珠 / 北南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201 .-- 冊 .-- (蘭

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78-8 

(上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626-

7176-79-5 ( 下 冊 : 平 裝 ) NT$420 .-- 

ISBN 978-626-7176-80-1 (全套:平裝) 

NT$840 限制級  

 857.7  

隔壁住個小財神 / 晴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201 .-

- 304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30601) .-- ISBN 978-986-527-741-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滿級綠茶穿成小可憐 / 春刀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201 .-

- 冊 .-- ISBN 978-986-506-629-1 (上冊:

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

630-7 (中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506-631-4 ( 下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506-632-1 (全

套:平裝) NT$990 普遍級  

 857.7  

蓋層紀 / 逆彌作 .-- 初版 .-- 宜蘭市 : 

松鼠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19 公分 .-- (松果 ; 4) .-- ISBN 978-986-

99868-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7  

嬌女降武夫 / 江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40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30001) .-

- ISBN 978-986-527-728-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57.7  

駙馬升職前...... / 暮林歡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藍 海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冊 .-- (藍海系列 ; E130101-

E130103) .-- ISBN 978-986-527-729-1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

527-730-7 ( 中 冊 : 平 裝 ) NT$290 .-- 

ISBN 978-986-527-731-4 (下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糖二代 / 莫里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12 .-- 冊 .-- (蘭

陵集系列) .-- ISBN 978-626-7176-70-2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

7176-71-9 ( 下 冊 : 平 裝 ) NT$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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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176-72-6 (全套:平裝) 

NT$760 限制級  

 857.7  

鋼鐵號角 / 灰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發行, 11201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45-9 (第 2 冊: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7.7  

縹緲. 鬼面卷 / 白姬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06-618-5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06-619-2 (下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506-620-8 (全套:平裝) NT$660 普遍級  

 857.7  

醫躍龍門 / 丁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冊 .-- 

(文創風 ; 1134-1136) .-- ISBN 978-986-

509-393-8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94-5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95-2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騙我和離 / 淺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30201) .-- 

ISBN 978-986-527-734-5 ( 平 裝 ) 

NT$290 普遍級  

 857.7  

血沉銀 / 松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96

面; 21 公分 .-- (長篇社會推理小說系

列) .-- ISBN 978-986-447-202-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8  

金壁虎 / 松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98

面; 21 公分 .-- (長篇社會推理小說系

列) .-- ISBN 978-986-447-201-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7.8  

三體 / 劉慈欣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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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62-614-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7.83  

三體. II, 黑暗森林 / 劉慈欣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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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62-615-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57.83  

兒童文學 

神探包青天. 9, 青龍會的逆鱗 / 何肇

康文 ; 余遠鍠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21-608-

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59.6  

搜神故事集. 2 : 乘龍飛天的鑄劍師 / 

李明足改寫 ; 林鴻堯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64 面; 21 公分 .-- (孩子的經

典 花 園 ) .-- ISBN 978-957-08-6686-5 

(平裝) 普遍級  

 859.6  

東方文學 

原爆詩集 / 峠三吉著 ; 劉怡臻, 馮啓

斌譯 .-- 初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

社, 11201 .-- 256 面; 15 公分 .-- (言寺 ; 

84) .-- ISBN 978-626-95486-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3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 長月達

平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0-814-2 (第 29

冊 :平裝 ) NT$220 .-- ISBN 978-626-

340-815-9 ( 第 29 冊 : 平 裝 限 定 版 ) 

NT$270 普遍級  

 861.57  

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

件 ,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 / 

櫻木櫻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2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2-

269-5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 岬鷺宮作 ;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2-268-8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 三嶋与夢作 ; 王啟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0-816-

6 (第 10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

626-340-817-3 (第 10 冊:平裝限定版) 

NT$270 普遍級  

 861.57  

小鳥 / 小川洋子作 ; 高詹燦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2 .-- 288 面; 21 公

分 .-- (木曜文庫 ; 112) .-- ISBN 978-

626-314-36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小說 地球萬花筒 / 大川隆法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有

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750-5-0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1.57  

少年 / 川端康成著 ; 黃詩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大賞 ; 

143)(皇冠叢書 ; 第 5067 種) .-- ISBN 

978-957-33-3973-1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少年(川端康成｡耽美初戀) / 川端康

成作 ; 劉姿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 160 面; 17 公分 .-- (文豪書齋 ; 111) .-

- ISBN 978-986-384-826-4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7  

手套與憐憫 / 吉本芭娜娜著 ; 劉子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32 面; 

19 公分 .-- (藍小說 ; 845) .-- ISBN 978-

626-353-365-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播種後宮生活 / 

月夜淚作 ; 某 Y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 文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3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0-818-0 (第 5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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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停車場 / 南杏子著 ; 林宛彤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雨出版社, 

11112 .-- 416 面; 21 公分 .-- (文學步

道 ; LT39) .-- ISBN 978-986-227-315-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61.57  

全景模型 / 桐野夏生著 ; 王華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14-1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61.57  

因為女朋友被學長 NTR 了,我也要

NTR 學長的女朋友 / 震電みひろ作 ;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2-270-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成為悲劇元凶的最強異端,最後頭目

女王為了人民犧牲奉獻 / 天壱作 ; 黃

品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0-819-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626-340-820-3 (第

3 冊:平裝限定版) NT$260 普遍級  

 861.57  

告 白 預 演 系 列 . 15, 少 女 們 啊 。  / 

HoneyWorks 原案 ; 香坂茉里作 ; 咖比

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292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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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352-262-6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快跟超可愛的我交往吧! / 三上庫太

著 ; 橋子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6-191-5 (第

3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1.57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 夕

蜜柑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6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265-7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後宮之烏 / 白川紺子作 ; 李彥樺譯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320 面; 21 公分 .-- (iREAD ; 

161) .-- ISBN 978-626-358-007-7 (第 6

冊: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原本陰沉的我要向青春復仇 : 和那

個天使般的女孩一起 Re life / 慶野由

志作 ;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274-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時生 / 東野圭吾著 ; 阿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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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412 面; 21 公分 .-- (東

野圭吾作品集 ; 29) .-- ISBN 978-626-

7226-26-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1.57  

神明值日生執勤中 / 青山美智子作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18) .-- ISBN 

978-957-741-629-2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61.57  

將背後交給你 / 小綱實波作 ; 佐加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12 .-- 283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22-7 (第 1 冊:

平裝) NT$260 限制級  

 861.57  

異世界漫步. 1, 艾雷吉亞王國篇 / あ

るくひと作 ; K.K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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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52-273-2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

界的聖戰 / 細音啟作 ;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202 .-- 292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266-4 (第 12 冊:平裝) 普

遍級  

 861.57  

野狗的身價 / 百田尚樹作 ; 王蘊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12 .-- 448 面; 21 公

分 .-- (春日文庫 ; 119) .-- ISBN 978-

957-741-628-5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1.57  

單戀 /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202 .-- 512 面; 21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5070 種)(東野圭吾作品集 ; 

43) .-- ISBN 978-957-33-3978-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61.57  

菜鳥鍊金術師開店營業中. 3, 錢財短

缺了? / いつきみずほ作 ;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202 .-- 34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272-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虛位王權. 2, 龍與碧藍深海之間 / 三

雲岳斗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3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52-

271-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 支倉

凍砂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4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263-3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鈴芽之旅 / 新海誠著 ; 黃涓芳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277-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潮騷 / 三島由紀夫著 ; 尤海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

分 .-- (愛經典 ; 66) .-- ISBN 978-626-

353-392-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1.57  

賜給名偵探甜美的死亡 / 方丈貴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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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 400 面; 21 公分 .-- (E-fiction ;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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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226-27-8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861.57  

戰鬥員派遣中! / 暁なつめ作 ; 林孟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296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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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352-264-0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貓咪的最後時光  / 有川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大賞 ; 

144) .-- ISBN 978-957-33-3980-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 

鴉びえろ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203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40-821-0 (第 4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1.57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 愛七

ひろ作 ;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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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52-261-9 (第

2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藥師少女的獨語 / 日向夏作 ; 可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368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52-267-1 (第 11 冊:平裝) 普

遍級  

 861.57  

星期天的自然教室 / 村上詩子文 ; 田

中六大圖 ; 張桂娥譯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96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55-043-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96  

星期天的保健室 / 村上詩子文 ; 田中

六大圖 ; 張桂娥譯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96 面; 15X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55-045-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96  

星期天的音樂教室 / 村上詩子文 ; 田

中六大圖 ; 張桂娥譯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96 面; 15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55-042-1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61.596  

星期天的體育館 / 村上詩子文 ; 田中

六大圖 ; 張桂娥譯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96 面; 15X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55-044-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96  

小白熊做鬆餅 / 若山憲, 森比左志, 和

田義臣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

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 面;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12-8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熊去動物園 / 若山憲, 森比左志, 和

田義臣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

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 面;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18-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熊好痛好痛 / 若山憲, 森比左志, 和

田義臣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

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 面;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16-6 (精裝) NT$32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熊早安 / 若山憲, 森比左志, 和田義

臣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24 面 ;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15-9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熊玩水 / 若山憲, 森比左志, 和田義

臣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24 面 ;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14-2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熊玩皮球 / 若山憲, 森比左志, 和田

義臣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 面;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13-5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熊當司機 / 若山憲, 森比左志, 和田

義臣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24 面;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2-217-3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山貓與海豹調查團 / 五十嵐美和子

文圖 ; 游珮芸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202 .-- 40 面; 26

公分 .-- (繪本夏令營 ; 36)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96480-2-3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61.599  

今天是什麼日子? / 瀨田貞二作 ; 林

明子繪 ; 林真美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44 面; 25 公分 .-- (繪本 ; 317)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05-400-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1.599  

太陽去哪了? / 培根君 Shin Hau 文.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

公司巴巴文化, 11201 .-- 48 面; 26 公

分 .-- (腦星球系列 ; B110) .-- ISBN 

978-626-96505-5-2 (精裝) 普遍級  

 861.599  

第一次出門買東西 / 筒井賴子文 ; 林

明子圖 ; 林真美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44 面; 26 公分 .-- (繪本 ; 316)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05-403-5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都市傳說小妖怪. 1 : 吐舌飲料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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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3 .-- 80 面; 21 公分 .-- (小妖怪系

列) .-- ISBN 978-626-358-011-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都市傳說小妖怪. 2 : 監視骷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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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3 .-- 80 面; 21 公分 .-- (小妖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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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ISBN 978-626-358-012-1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9  

鈴鈴鈴!坐電車去動物園 / 大原悅子

作 ; 村田枝美子繪 ; 陳瀅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40 面; 27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274-625-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歡迎光臨小兔子點心屋 / 松尾里佳

子文.圖 ; 蘇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1 .-- 40 面; 19X21 公

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

7224-33-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東京百景 / 又吉直樹作 ; 陳令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 11203 .-- 280 面; 21 公分 .-- 

(iREAD ; 164) .-- ISBN 978-626-358-

009-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1.6  

生命之詩 / 李滄東著 ; 胡椒筒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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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320 面; 

21 公分 .-- (Act ; MA0056) .-- ISBN 

978-626-7156-63-6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862.55  

不婚的城市 : 世間所有愛情都沒有

剪影 / 辛京鎮著 ; 林季妤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3 .-- 272 面; 21 公分 .-- (文學

館) .-- ISBN 978-957-32-9937-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2.57  

全知讀者視角 / sing N song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冊 .-- ISBN 978-626-96889-6-

8 (第 6 冊:平裝) NT$850 .-- ISBN 978-

626-96889-8-2 (第 6 冊:平裝特裝版) 

NT$950 普遍級  

 862.57  

死亡花 / 李同建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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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89-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2.57  

鹿川有許多糞 / 李滄東作 ; 李俠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1201 .-- 308 面; 

21 公分 .-- (小說) .-- ISBN 978-626-

96934-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2.57  

*漫漫長夜 / 露莉文.圖 ; 賴毓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74-

34-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  

願望年糕屋. 6, 學習付出的感謝年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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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44 面; 25 公分 .-

- (故事館 ; 3) .-- ISBN 978-626-349-

146-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6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14, 多倫多 / 

宋道樹作 ; 徐正銀繪 ; 牟仁慧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229-653-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2.599  

魔法圖書館. 8, 怪奇糖果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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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58-00-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2.599  

閉上眼睛就能看見的事物 / 申順圭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2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84-64-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2.6  

土 耳 其 詩 選  / 法 迪 . 奧 克 台 (Fadıl 

Oktay)編選 ; 李魁賢漢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90 面; 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893)(名流詩叢 ; 47)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51-7 (平

裝) NT$290 普遍級  

 864.151  

情話 / 梅舒.暹諾(Mesut Şenol)著 ; 李

魁賢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0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96)(名

流詩叢 ; 50) .-- BOD 版 .-- ISBN 978-

626-7187-52-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4.151  

浪鳥集 : 泰戈爾<<漂鳥集>> / 羅賓德

拉納特.泰戈爾著 ; 温若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2 .-- 352 面; 17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98) .-- 台文版 .-- ISBN 978-986-

450-528-9 (平裝) NT$450 .-- ISBN 978-

986-450-529-6 (精裝) NT$480 普遍級  

 867.51  

I Will Knock You 痞子壞壞愛 / Korean 

Rabbit 作 ; 舒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冊 .-- ISBN 978-626-7201-43-5 (全套:

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You're My Sky 你 是 我 的 晴 空  / 

Karnsaii 作 ; 極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

276-3 (平裝) 普遍級  

 868.257  

碼頭上的陌生人 / 歐大旭著 ; 宋瑛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40 面; 

21 公分 .-- (View ; 125) .-- ISBN 978-

626-353-402-5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8.755  

臺灣文學 

現代詩人主題 / 陳謙作 .-- 初版 .-- 新

北 市  : 小 雅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40 面; 23 公分 .-- (小雅文

庫 ; 5) .-- ISBN 978-626-95578-4-4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臺灣詩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863.21  

立秋 : 第十三屆靜宜大學文學獎得

獎作品集 / 陳明柔主編 .-- 初版 .-- 臺

中市 :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暨素養課

程研發中心, 11112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031-5-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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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之童心寫力.筆出好故事 : 

優秀作品集 /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 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合編 .-- 桃園市 : 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 

11112 .-- 128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264-01-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3  

文學談論(抒情) / 張紫蘭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從容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393-8-5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4  

柳園文賦 / 楊君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392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76) .-- ISBN 

978-986-478-795-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863.4  

聽,說 / 趙文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201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854-1-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4  

蘧廬集 : 坐擁書城好藏身 / 笠翁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794-232-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4  

2022 年「儒釋共揚風.詩書合璧」全

國詩人聯吟會紀念專刊 / 釋宗宣總

編輯 .-- 初版 .-- 彰化縣伸港鄉 : 寶華

山寶山禪寺, 11112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593-0-8 (精裝) 

普遍級  

 863.51  

*子青詩作選 : 離人心上 = A poetry 

collection : since thy departure from me / 

魯子青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禾田人

文出版社, 11201 .-- 3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922-8-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1  

日子伸出利爪我用隕石磨牙 / 顏嘉

琪作 .-- 初版 .-- 宜蘭市 : 松鼠文化有

限公司, 11202 .-- 224 面; 19 公分 .-- 

(松香 ; 8) .-- ISBN 978-986-99868-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且聽 / 曹介直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16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秀

詩人 ; 110) .-- BOD 版 .-- ISBN 978-

626-7187-46-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1  

*李步雲漢詩選集 / 李步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2 .-- 312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12 輯 ; 

74) .-- ISBN 978-626-95663-0-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1  

雨先知 : 外傘頂洲 / 愚溪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88 面; 24 公分 .-- (新原

人文學 ; 65) .-- ISBN 978-626-96158-7-

2 (線裝) NT$600 普遍級  

 863.51  

風的眼神 / 湯智秀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96 面; 21 公分 .-- (新人

間 ; 376) .-- ISBN 978-626-353-35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集合的掩體 / 鄒佑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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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24 面; 19 公分 .-- (雙囍

文學 ; 12) .-- ISBN 978-626-96502-9-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解剖一隻埃及斑蚊 / 王羅蜜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 臺南

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12 輯 ; 76) .-- ISBN 978-626-95663-2-7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1  

詩偕 : 真理大學在地文創特色課程

詩歌創作集 / 錢鴻鈞總策畫 ; 劉沛慈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50 面; 21 公

分  .-- (文化生活叢書 . 詩文叢書  ; 

1301077) .-- ISBN 978-986-478-80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跳石仔的哭泣與呼聲 / 李再鈐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李再鈐, 11112 .-- 14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908-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1  

摯愛男型 / 褱安文字 .-- 初版 .-- 臺中

市 : 褱安, 11112 .-- 2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895-3 ( 平 裝 ) 

NT$420 限制級  

 863.51  

雪姬來的那一夜  / 劉天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

公司,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60-8-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4  

噩夢凶間 / 朱俊仰作 .-- 臺北市 : 朱

俊仰, 11201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885-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4  

一位勇者奮鬥的故事 : 懷念虞和元

博士 / 盧繼媛, 虞和健, 虞和芳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

公司, 11112 .-- 3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1-55-5 (平裝) NT$540 普

遍級  

 863.55  

一個樸素的道理  / 吳雅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264 面; 21 公分 .-

- (文叢 ; 719) .-- ISBN 978-986-323-

508-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口罩與接吻 / 陳漱意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0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870)(秀文學 ; 51) .-- BOD 版 .-

- ISBN 978-626-7187-53-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5  

*木麻黃公路 / 方秋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 臺南市 : 臺南

市政府文化局, 11112 .-- 242 面; 21 公

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11 輯 ; 

77) .-- ISBN 978-626-95663-3-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北海道遊學隨筆 / 陳美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圓方文創有限公司, 

11112 .-- 96 面; 30 公分 .-- (沫雨系列 ; 

2) .-- ISBN 978-626-96993-1-5 (平裝) 

NT$3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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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5  

去你媽的世界 / 郝妮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分 .-- (再現 ; 

HR049) .-- ISBN 978-626-96757-3-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只說給你聽 / 陳曉唯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69 種)(陳曉唯作品集 ; 1) .-- 

ISBN 978-957-33-3979-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5  

再孤單的島,也有我的熱鬧 / 杜昭瑩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 315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700) .-

- ISBN 978-986-387-633-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5  

安好誌 / 白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3 .-- 208 面; 

21 公分 .-- (天際系列 ; 8) .-- ISBN 978-

986-133-863-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早安,窗邊上的玫瑰 / 廖玉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廖玉蕙作

品集 ; 22) .-- ISBN 978-986-450-523-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自成一派 : 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 張曼

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80

面; 21 公分 .-- (華文創作 ; BLC112) .-

- ISBN 978-626-355-046-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5  

找一個解釋 / 凌性傑, 吳岱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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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20 面; 21 公

分 .-- (中文好行 ; 15) .-- ISBN 978-626-

310-378-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府城小姐老千金  / 鄭瀞儀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 

11201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6594-6-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要這樣的生離死別,才能讓我們真正

相識相遇 / 王雅倫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新人

間 ; 377) .-- ISBN 978-626-353-34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徐家人.徐家事 / 徐培培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53-26-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海邊小屋 / 人二雄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寫樂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152 面; 25 公分 .-- (我的檔案夾 ; 66) .-

- ISBN 978-626-96881-2-8 (精裝) 普遍

級  

 863.55  

烈風心畫 : 民雄印象徵文選集 / 楊玉

君總編輯 .-- 嘉義縣民雄鄉 : 重構大

學路-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計畫 , 

11112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263-7-3 (平裝) 普遍級  

 863.55  

*停雲 : 粟耘散文選 / 粟耘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2 .-- 328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12 輯 ; 

75) .-- ISBN 978-626-95663-1-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最簡單的幸福 / 劉洪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8-413-0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5  

喫心地 / 劉書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219) .-

- ISBN 978-626-7262-00-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5  

殘骸書 / 陳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陳列作品集 ; 5) .-- ISBN 978-986-387-

634-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游牧聚落 : 一段人生的切片 / 董淨

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化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12 .-- 152 面; 23 公

分 .-- (地味手帖 ; 15) .-- ISBN 978-626-

96475-1-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濃霧特報 / 楊莉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2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99) .-

- ISBN 978-986-450-530-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隱身術 / 黃庭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3 .-- 288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222) .-

- ISBN 978-626-7262-01-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5  

3.5 : 多重升級 / 立原透耶, 卡巴, 雲山, 

aaaaa, 米爾揚, 葉子, 戲雪, 馬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96636-3-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403 小組,警隊出動! / 顏瑜著 .-- 修訂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12 .-- 202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107) .-- ISBN 

978-626-7058-72-5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7  

女二 / 鄧九雲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16 面; 21

公分 .-- (Write on ; 6) .-- ISBN 978-986-

342-804-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世界之外,有妳存在 / 貓邏, 凝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280-0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北投機車快遞 / 汪恩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 272 面; 21 公分 .-- (島語文學 ; 5) .-- 

ISBN 978-986-319-733-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失火了!霧夜山 : 再見了!黑色海峽 / 

神田健司著 .-- 臺北市 : 活石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12 .-- 3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341-5-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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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身. 二 : 神選中的少年,鬼養大的孩

子 / 星子(teens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72 面; 

20 公分 .-- (星子故事書房 ; TS032) .-- 

ISBN 978-986-319-738-6 (第 1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再綻梅 / 蝴蝶 Seba 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雅 書 堂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48) .-- ISBN 978-986-302-659-4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3.57  

她的孩子氣 / 敘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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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7-09-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老公的肉償誘惑 / 菲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

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

工作室發行, 11202 .-- 256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530) .-- ISBN 978-986-

335-854-1 (平裝) NT$270 限制級  

 863.57  

我被校內頂流 ALPHA 纏上了 / 怪盜

紅斗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662-6 (平裝) 

NT$320 限制級  

 863.57  

我搭檔今天也如此迷人 / 阿滅的小

怪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

行,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01-

48-0 (上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

626-7201-49-7 (下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626-7201-50-3 (全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3.57  

疫情蔓漫徬徨時  / 劉玉梅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18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秀文學 ; 52)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47-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夏日蟬不鳴 / 兔子說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52-279-4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時而輕啄,時而深吻 / 柳孝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1-39-8 (平裝) NT$300 限

制級  

 863.57  

浮光下的絢陽 / 花鈴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要有光, 11201 .-- 248 面; 21 公

分 .-- (要青春 ; 104)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71-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特殊傳說. III = The unique legend / 護

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

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737-9 (第 6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3.57  

留住夏日最後的蟬鳴 / M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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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7-1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祕史之書 = The secret history in books 

/ 何逸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5-01-

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荒厄 / 蝴蝶 Seba 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雅 書 堂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冊 .-- (蝴蝶館 ; 26, 28-30) .-- 

ISBN 978-986-302-654-9 (卷 1: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302-655-6 (卷

2: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302-

656-3 (卷 3:平裝) NT$240 .-- ISBN 978-

986-302-657-0 (卷 4: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302-658-7 (全套:平裝) 

NT$960 普遍級  

 863.57  

唯有我看見 / 療心粿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865-3-7 (平裝) NT$370 普遍級  

 863.57  

殺戮靈魂 / 草子信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發行,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152-51-5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7152-52-2 (第

3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450 普遍

級  

 863.57  

異遊鬼簿. II : 驅魔師 / 笭菁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634-6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863.57  

第 9 節課原著小說 = Lesson in Love / 

IQIYI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PTE. LTD.作 ; 李旭敏, 林紹謙故事原

創 ; Di Fer 小說改寫 .-- 臺北市 : 水靈

文創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1 公

分 .-- (Fansapps ; 147) .-- ISBN 978-626-

96406-8-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脫衣舞男的等價交換法 / 非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

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20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01-46-6 (平裝) NT$280 限制級  

 863.57  

雪卡毒 / 林楷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256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23) .-- 

ISBN 978-986-406-335-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7  

喜歡你的 12 個祕密 / 米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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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7-11-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陽光灑落冰河上 / 梅洛琳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2 .-- 20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044-3 (平裝) 

NT$299 普遍級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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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的教育 / 九把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0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732-

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演員們 : 請解開故事謎底外傳 / 花於

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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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202) .-- ISBN 978-626-96918-1-4 (平

裝) NT$270 普遍級  

 863.57  

瘋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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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28) .-- ISBN 978-986-335-852-7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噓,我和教授的祕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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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29) .-- ISBN 978-

986-335-853-4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樓下的房客 = Apartments for rent / 九

把刀(Giddens)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736-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賢妻是朵黑蓮花 / 簡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201 .-

- 288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31401) .-- ISBN 978-986-527-753-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錄音間秘事 = Inside studio / 本生燈

著 .-- [新北市] : 凱薩 GLORY, 11202 .-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940-3-1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醫生床上的男神 / 一顆蛀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1 公分 .-- 

(月光之城系列 ; B005) .-- ISBN 978-

957-8696-48-8 (平裝) NT$340 限制級  

 863.57  

*竊笑的憤怒鳥 / 郭桂玲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 臺南市 : 臺

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12 .-- 208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12 輯 ; 

7) .-- ISBN 978-626-95663-4-1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7  

異能少年. 卷三, 靈山採藥 / 曾詠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202 .-- 冊 .-- ISBN 978-626-

7271-11-7 ( 上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626-7271-12-4 (下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626-7271-13-1 (全

套:平裝) NT$720 普遍級  

 863.59  

臨界戰士 LEGEND / 卡巴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海 穹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256 面; 21 公分 .-- (Unique ; 

23) .-- ISBN 978-626-96636-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  

豐美之城 : 宜居新竹日日靚 / 劉慧真

著 ; 陳羽渘繪 .-- 初版 .-- 新竹市 : 新

竹市文化局, 11112 .-- 170 面; 21 公

分 .-- (竹塹文化資產叢書 ; 607) .-- 

ISBN 978-626-7091-53-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9  

桃園市兒童文學獎優勝作品專輯 . 

2022 第 43 輯 / 謝繼仁主編 .-- 桃園

市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112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9-97-

2 (平裝附光碟片) NT$250 普遍級  

 863.593  

一年級鮮事多 / 王淑芬文 ; 賴馬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192 面; 19X20 公分 .-

- (君偉上小學 ; 1)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407-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二年級問題多 / 王淑芬文 ; 賴馬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184 面; 19X20 公分 .-

- (君偉上小學 ; 2)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408-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三年級花樣多 / 王淑芬文 ; 賴馬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208 面; 19X20 公分 .-

- (君偉上小學 ; 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409-7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小四愛作怪. 7 : 無敵 36 計. 第一彈 /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81-89-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小四愛作怪. 8 : 無敵 36 計. 第二彈 /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81-90-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小四愛作怪. 9 : 無敵 36 計. 第三彈 /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12 .-- 

17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81-91-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五年級意見多 / 王淑芬文 ; 賴馬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192 面; 19X20 公分 .-

- (君偉上小學 ; 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411-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六年級怪事多 / 王淑芬文 ; 賴馬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208 面; 19X20 公分 .-

- (君偉上小學 ; 6)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412-7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王小斌,怎麼又是你? / 方秋雅文 ; 王

秋香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冊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26-782-4 (第 1

冊 :平裝 ) NT$290 .-- ISBN 978-626-

326-783-1 (第 2 冊:平裝) NT$290 普遍

級  

 863.596  

四年級煩惱多 / 王淑芬文 ; 賴馬圖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168 面; 19X20 公分 .-

- (君偉上小學 ; 4) .-- 注音版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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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05-410-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6  

安妮繞著地球跑. 1, 第一站京都 / 賴

曉珍文 ; 林師宇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44 面; 22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55-028-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6  

君偉的機智生活 / 王淑芬文 ; 賴馬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202 .-- 176 面; 19X20

公分 .-- (君偉上小學. 特別篇 ; 10)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404-2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狐狸私塾春遊記 / 鄭若珣文 ; 李憶婷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

社, 11201 .-- 88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161-711-4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96  

阿鳳姨 ê 五度 ê 空間 = A-hōng-î ê 

Gō ͘ Tō͘ ê Khong-kan / A-hōng(張裕

宏)文 ; Sherry Thompson 插圖 .-- 二

版 .-- [臺南市] : 亞細亞國際傳播社, 

11201 .-- 527 面; 21 公分 .-- QR code

有聲冊 .-- ISBN 978-626-95728-4-7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863.596  

烏龍路隊長 / 王文華文 ; 徐建國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王文

華經典校園故事 ; 4) .-- ISBN 978-986-

5581-9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神仙也瘋狂. 1, 神仙凡人大亂鬥 / 陳

景聰作 ; Sad FU 插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81-

95-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96  

神仙也瘋狂. 2, 小廟公的生活週記 / 

陳景聰作 ; Sad FU 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81-96-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96  

神機妙算半仙嬤. 1, 機器人孫子來敲

門 / 姜子安作 ; 陳志鴻插畫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2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81-9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神機妙算半仙嬤. 2, 雞阿婆變成網紅

大姐大 / 姜子安作 ; 陳志鴻插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2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81-93-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馬戲團的約定 / 謝鴻文作 ; 法蘭克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202 .-- 96 面; 21 公分 .-- (閱

讀展翅飛 ; 11) .-- ISBN 978-626-7271-

10-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96  

教室裡有鬼 : 天天開心的開心鬼 / 李

光福作 ; 王秋香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543-1 ( 平 裝 ) 

NT$230 普遍級  

 863.596  

晚安長頸鹿 / 顏志豪文 ; 南君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201 .-- 48 面; 22X31 公分 .-- 

ISBN 978-626-96841-1-3 ( 精 裝 ) 

NT$420 普遍級  

 863.596  

廁所幫少年偵探. 10, 古屋夏日謎團 / 

林佑儒著 ; 姬淑賢圖 .-- 三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3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37-35-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廁所幫少年偵探. 2, 珍珠奶茶事件 / 

林佑儒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37-25-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變色蜥蜴和貓臉花 / 孫晴峰文 ; 張筱

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5-061-

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三隻小鼴鼠 : 真菌森林 / 張哲銘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74-40-1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63.599  

三隻小鼴鼠 : 螢光山林 / 張哲銘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2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74-35-7 (精裝) NT$33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三隻小鼴鼠 : 蟬鳴聲林 / 張哲銘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11202 .-- 36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74-43-2 ( 精 裝 ) 

NT$330 普遍級  

 863.599  

不是我的錯! /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

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 林宇哲, 林彥

凱, 林歆晴, 吳品蓁, 周奕佐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

民小學, 11203 .-- 48 面; 21X29 公分 .-

- (臺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系

列 ; 77) .-- ISBN 978-986-0701-77-7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9  

心肝仔囝育啊搖 / 臺南市南區日新

國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 王淳聖, 林

子譞, 林姿伶, 周昀霈, 張巧樺, 張靖

平, 陳冠諺, 蔡以璇, 樊沛潔, 蘇加瑀

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南區

日新國民小學, 11201 .-- 40 面; 21X29

公分 .-- (臺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

作系列 ; 69) .-- ISBN 978-986-0701-71-

5 (精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9  

布朗克 : 元宵湯圓秘四逃脫 / 妙蒜小

農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

蒜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36 面 ;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49-9-

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布朗克 : 賀!吉祥好話大挑戰 / 妙蒜

小農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36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6959-0-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考古聯盟 : 鳳鼻頭人 / 林哲璋文 ; 

BO2 圖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有

限公司, 11201 .-- 48 面; 31 公分 .-- 



90 

 

ISBN 978-626-7171-32-5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863.599  

我的水果寶寶 / 陳麗雅文.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42 面; 20X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37-34-2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狗與我 / 孫心瑜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294-342-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阿卷莊莊影視小偵探 : 我要當電影

明星! / 洪添賢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4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94-341-0 (精裝) NT$33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雨傘馬戲團 / 嚴淑女文 ; 阿宛 Awan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

公司巴巴文化, 11203 .-- 40 面; 25 公

分 .-- ( ; 呼嚕呼嚕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505-6-9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崎頂隧道神祕事件 / 林慧玲文 ; 林明

華圖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11112 .-- 24 面; 21X30 公分 .-- 

(苗栗社造叢書 ; 1) .-- ISBN 978-626-

7070-54-3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99  

想要不一樣 / 童嘉圖.文 .-- 二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 面; 24X26 公分 .-- (童嘉

的繪本) .-- 創作 20 週年紀念版 .-- 

ISBN 978-957-32-9949-3 ( 精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99  

旗尾走跳學功夫 / 吳宗仁文 ; 葉順發

圖 .-- 高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

修科技大學, 11201 .-- 11 面; 30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6442-5-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七巧如意 意順心 : 客話文集 / 劉明猷

著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出版 : 正

港 資 訊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232 面; 21 公分 .-- (劉明猷.

客語創作文集) .-- ISBN 978-986-307-

229-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74  

阿肇牯 / 吳餘鎬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退愚廬工作室, 11202 .-- 29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774-3-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863.757  

*Tralun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

品集. 111 年第 13 屆 / 林二郎總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11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5-75-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863.83  

西洋文學 

暴風雨 / 梁實秋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遠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84

面; 21 公分 .-- (莎士比亞叢書 ; 1)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598-06-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73.43345  

奧賽羅 / 梁實秋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遠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268

面; 21 公分 .-- (莎士比亞叢書 ; 34)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598-03-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73.43362  

*英國四大浪漫詩人 : 華茲華斯、拜

倫、雪萊、濟慈詩選 / 游元弘譯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214 面; 21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626-7113-65-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73.51  

永恆之王 : 亞瑟王傳奇 / 提倫斯.韓伯

瑞.懷特(Terence Hanbury White)作 ; 譚

光磊, 簡怡君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冊 .-- (木馬文學) .-- ISBN 

978-626-314-357-9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873.57  

咆 哮 山 莊  / 艾 蜜 莉 . 勃 朗 特 (Emily 

Brontë)著 ; 梁實秋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52 面; 21 公分 .-- (經典小

說) .-- ISBN 978-957-05-3470-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3.57  

看不見的圖書館. 7 : 暗黑檔案庫 / 珍

娜薇.考格曼(Genevieve Cogman)著 ; 

聞若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有限公司, 11201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9-727-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3.57  

斷線的殺意 / 貝琳達.鮑兒作 ; 尤傳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50) .-- ISBN 978-

957-741-638-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73.57  

小兔彼得過四季 : 鄉村冒險故事集 / 

吉姆.海默爾作 ; 奈爾.佛克納繪 ; 劉

清彥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4-626-4 (精

裝) NT$580 普遍級  

 873.596  

王子復仇記 /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 趙長森改寫 ; 樂本

漾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344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546-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73.596  

漁夫和他的靈魂  / 奧斯卡 .王爾德

(Oscar Wilde)原著 ; 卓霈欣改寫.繪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08-6691-

9 (精裝) 普遍級  

 873.596  

說 謊 男 孩  / 麗 莎 . 湯 普 森 (Lisa 

Thompson) 著  ; 麥 克 . 羅 利 (Mike 

Lowery)繪 ; 陳柔含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756-6-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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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 奇 女 巫 日 記  / 奧 娜 爾 . 卡 吉 爾

(Honor Cargill), 佩 爾 蒂 塔 . 卡 吉 爾

(Perdita Cargill)作 ; 凱蒂.桑德斯(Katie 

Saunders)繪 ; 蔡心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2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208-15-1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6  

二手書店店員日記 / Shaun Bythell 著 ; 

彭臨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620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選) .-- ISBN 978-

957-08-6689-6 (平裝) 普遍級  

 873.6  

二手書店店員告白 / Shaun Bythell 著 ; 

彭臨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644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選) .-- ISBN 978-

957-08-6690-2 (平裝) 普遍級  

 873.6  

永夜微光,黑夜爐火 : 劍橋大學本森

教授的生命告白 / 亞瑟.本森(Arthur 

Benson)著 ; 邢錫範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1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57-048-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73.6  

來自阿普頓的四十八封問候 : 亞瑟.

本森的文學思想與教育理念再現  / 

亞瑟.本森(Arthur Benson)著 ; 遲文成, 

陶哲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30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57-

071-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3.6  

有時你會寂寞但那並非沒有道理  / 

查爾斯 .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

作 ; 陳榮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

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560 面 ; 13 公 分  .-- ISBN 978-626-

96869-1-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1  

那些與熱戀有關的祕密 / 班傑明.艾

里雷.薩恩斯(Benjamin Alire Sáenz)著 ; 

曾倚華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177-9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青春讀選!!愛倫坡短篇小說選 / 愛倫

坡著 ; 陳婉容譯 .-- 初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1202 .-- 256 面; 15 公

分 .-- (言寺 ; 85) .-- ISBN 978-626-

96990-0-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7  

恐懼境界  / 希拉蕊 .柯林頓 (Hillary 

Rodham Clinton), 露意絲.佩妮(Louise 

Penny)著 ; 宋瑛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672 面; 21 公分 .-- (文學館) .-

- ISBN 978-957-32-9935-6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874.57  

最後的獨角獸  / 彼得.畢格(Peter S. 

Beagle)著 ; 劉曉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74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7  

* 完 美 替 身  / 安 德 魯 . 克 萊 門 斯

(Andrew Clements)文 ; 周怡伶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安德魯.克萊門斯 ; 8) .-- ISBN 978-

957-32-9926-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  

飲水噴泉神祕事件簿 / 凱特.克利斯

(Kate Klise)文 ; 侯秋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144 面; 21 公分 .-- (探究

閱讀 ; 1) .-- ISBN 978-957-490-622-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9  

*魯 蛇 俱 樂 部  / 安德魯 . 克萊 門 斯

(Andrew Clements)文 ; 謝雅文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安德魯.克萊門斯 ; 23) .-- ISBN 978-

957-32-9927-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  

露佩.王不跳舞 / 唐娜.芭芭.希格拉作 ; 

張琰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88 面; 

21 公分 .-- (小魯大獎小說 ; BSP877) .-

- ISBN 978-626-7237-28-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74.59  

野性的呼喚 / 傑克.倫敦(Jack London)

原著 ; 林捷逸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192 面; 

21 公分 .-- (好好讀 ; 3) .-- 注音版 .-- 

ISBN 978-986-178-649-0 ( 平 裝 ) 

NT$230 普遍級  

 874.596  

蝴蝶夫人 : 普契尼作品 / 貝拉斯可原

著 ; 芳柯瓦繪圖 ; 董霈譯寫 .-- 二版 .-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

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80-60-0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74.596  

可愛動物溫馨床邊故事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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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72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繪

本 系 列 ) .-- ISBN 978-626-7228-20-3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生氣的老虎 : 一則關於情緒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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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2 面; 

25X26 公分 .-- (迷繪本 ; 139) .-- ISBN 

978-957-521-606-1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向樹懶先生學習 / 凱蒂.哈德森(Katy 

Hudson)文/圖 ; 李貞慧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2 .-- 32 面; 25 公分 .-- (迷繪本 ; 

138)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

609-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 / 蘿拉.喬菲.努

墨歐夫(Laura Joffe Numeroff)文 ; 費莉

西亞.龐德(Felicia Bond)圖 ; 林良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202 .-- 40 面 ; 

21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355-047-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我好像不是獨角鯨 / 潔西.希瑪(Jessie 

Sima)著/繪 ; 周婉湘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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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730-5 (精裝) 普遍級  

 874.599  

靜悄悄的蛋  / 黛安娜 .哈茨.阿斯頓

(Di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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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面; 28 公分 .-- 

(繪本滴 ; 32) .-- ISBN 978-626-7038-

68-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小樹苗 : 森林家族的神奇故事 / 簡.休

斯(Jan Hughes)文 ; 茹絲.翰格薇爾德

(Ruth Hengeveld)圖 ; 黃聿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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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200-42-1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74.5996  

萊茵河的黃金 / 德國民間敘事詩原

著 ; 塔塔尼可夫繪圖 ; 黃筱茵譯寫 .-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64-8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875.596  

魔笛 : 莫札特作品 / 席卡內德原著 ; 

白蒂莉亞繪圖 ; 拉瑪克改寫 ; 程文宗

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0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54-9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75.596  

魔彈射手 : 偉伯作品 / 德國民間故事

原著 ; 卡思特提斯繪圖 ; 林世仁譯

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

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63-1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75.596  

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 卡特琳娜.高

斯 曼 - 漢 瑟 爾 (Katharina Grassmann-

Hensel)著.繪 ; 林敏雅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08-6685-8 (精裝) 普遍級  

 875.599  

壞心情! / 莫里茲.培茲文 ; 艾美莉.賈

可斯基圖 ; 沙永玲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203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237-36-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5.599  

策蘭詩選 / 保羅.策蘭(Paul Celan)作 ; 

孟明譯 .-- 修訂一版 .-- 新北市 : 傾向

出版社, 11201 .-- 752 面; 21 公分 .-- 

(流亡年代叢書 ; 15) .-- 中德對照 .-- 

ISBN 978-986-98276-3-8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876.51  

白教堂疑案  / 喬安娜 .古斯塔夫森

(Johana Gustawsson)作 ; 林琬淳譯 .-- 

一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352 面; 

21 公分 .-- (Mystery world ; MY0023) .-

- ISBN 978-626-7156-53-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76.57  

*追憶逝水年華. 第一卷, 斯萬家那邊 

/ 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 ; 

陳太乙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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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0 面; 21 公分 .-- (普魯斯特) .-- ISBN 

978-626-314-342-5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876.57  

怪盜亞森.羅蘋. 7, 巴爾內特私家偵探

事務所 / 莫理斯.盧布朗作 .-- [新北

市] : 啟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202 .-

- 176 面; 23 公分 .-- (經典名著 ; 19) .-

- ISBN 978-626-95934-8-4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876.59  

三劍客 / 大仲馬原著 ; 施翠峰改寫 ; 

黃雅玲內文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2 .-- 320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

文學必讀經典 60) .-- ISBN 978-986-

338-545-5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76.596  

卡門 / 梅里美原著 ; 厄迪亞斯繪圖 ; 

張儷蓉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180-65-5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76.596  

弄臣 / 雨果原著 ; 亞莉珊卓繪圖 ; 彭

子宸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80-58-7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76.596  

波西米亞人 : 普契尼作品 / 亨利米爾

傑原著 ; 貝諾許繪圖 ; 殷麗君譯寫 .-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59-4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876.596  

動物狂歡節 : 聖桑作品 / 聖桑原著 ; 

瓦倫提尼繪圖 ; 殷麗君譯寫 .-- 二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40 面; 30 公分 .-- (繪

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80-75-4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76.596  

悲慘世界 : 荀伯格作品 / 雨果原著 ; 

歐爾洪繪圖 ; 楊令怡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

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80-73-0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76.596  

菲岱里奧 / 布依原著 ; 伊凡基斯塔繪

圖 ; 董霈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55-6 (精

裝) NT$400 普遍級  

 876.596  

塞維亞理髮師 : 羅西尼作品 / 波馬謝

原著 ; 安潔蕾蒂繪圖 ; 郭雪貞譯寫 .-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57-0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876.596  

歌劇魅影 : 安得魯韋伯作品 / 勒胡原

著 ; 瑪妮昂迪博繪圖 ; 周蘭譯寫 .-- 二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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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

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80-71-6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76.596  

吉賽爾 : 阿道夫亞當作品 / 歌提耶原

著 ; 佛米娜繪圖 ; 陳怡芬譯寫 .-- 二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

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80-72-3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6.599  

番紅花颯颯響  / 達麗拉 .希雅奧薇

(Dalila Hiaoui)著 ; 李魁賢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100 面; 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895)(名流詩叢 ; 49)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48-7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877.51  

三橘愛 : 普羅高菲夫作品 / 卡洛戈齊

原著 ; 高達辛絲嘉繪圖 ; 柯倩華譯

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0 面; 30 公

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70-9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77.596  

杜蘭朵公主 : 普契尼作品 / 卡洛戈齊

原著 ; 克莉絲汀娜繪圖 ; 郭恩惠譯

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

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62-4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77.596  

費加洛婚禮 : 莫札特作品 / 達朋特原

著 ; 莎特拉繪圖 ; 郭雪貞譯寫 .-- 二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48 面; 30 公分 .-- (繪

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80-56-3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77.596  

森林是我家 / 大衛卡里(Davide Cali)

文 ; 吉恩富利(Gianluca Foli)圖 ; 陳柏

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2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

61-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77.599  

如此蒼白的心  / 哈維爾 .馬利亞斯

(Javier Marías)著 ; 張淑英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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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師名作坊 ; 194) .-- ISBN 978-626-

353-301-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8.57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白夜 : 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

譯  / 費 奧 多 爾 .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Fyodor Dostoyevsky)作 ; 丘光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櫻桃園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經

典文學 ; 10R) .-- ISBN 978-986-97143-

7-2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80.57  

第六病房 / 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 

汝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一本書系列 ; FB0004Y) .-

- ISBN 978-626-315-249-6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80.57  

彼得與狼 : 普羅高菲夫作品 / 普羅高

菲夫原著 ; 羅森菲特繪圖 ; 郭恩惠譯

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0 面; 30 公

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69-3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80.596  

火鳥 : 史特拉汶斯基作品 / 俄羅斯民

間故事原著 ; 伊莎貝爾繪圖 ; 劉思源

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3 .-- 40 面; 30

公分 .-- (繪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74-7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880.599  

明天別再來敲門  / 菲特烈 .貝克曼

(Fredrik Backman)著 ; 顏志翔譯 .-- 增

訂一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有限公

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352 面; 21 公分 .-- (貝克曼作

品集 ; 3) .-- ISBN 978-626-7276-0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81.357  

童話夢工場 : 淘氣冰雪小公主 / 安徒

生原著 ; 耿啟文作 ; 貓十字繪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201 .-- 176 面; 20 公分 .-- (童話

夢工場 ; 17) .-- ISBN 978-957-521-605-

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81.5596  

被 消 失 的 貼 文  / 哈 娜 . 貝 爾 芙 茨

(Hanna Bervoets)著 ; 郭騰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208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32) .-- ISBN 978-626-

349-149-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81.657  

草蜢的幸福雜貨店 / 敦.德勒根(Toon 

Tellegen)著 ; 林敏雅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5-048-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81.659  

歷史圈套裡的獨白 : 波蘭當代詩選

一 百 首  = A monologue ensnared in 

history : 100 selected contemporary 

Polish poems / 陳瑞山譯注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201 .-- 320 面; 

21 公分 .-- (世界詩選 ; 17) .-- ISBN 

978-626-7193-17-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82.151  

犁過亡者的骨骸  / 奧爾嘉 .朵卡萩

(Olga Tokarczuk)著 ; 鄭凱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440 面; 20 公分 .-- 

(to ; 133) .-- ISBN 978-626-7206-5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82.157  

人類群星閃耀時  / 史蒂芬 .茨威格

(Stefan Zweig)著 ; 姚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2 .-- 320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1130) .-- ISBN 978-626-

353-354-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882.26  

狡猾母狐狸 : 楊納傑克作品 / 楊納傑

克原著 ; 何雷洛繪圖 ; 周蘭譯寫 .-- 二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3 .-- 40 面; 30 公分 .-- (繪

本音樂童話) .-- 注音版 .-- ISBN 978-

626-7180-66-2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82.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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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玩水 ! / 瓦克爾桂 (Nancy Walker-

Guye)文 ; 安嘉拉茉(Roberta Angaramo)

圖 ; 王欣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80-

68-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82.5599  

想當熊的熊 / 約克史坦那文 ; 約克米

勒圖 ; 袁瑜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40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47-1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82.5599  

搖籃曲 / 金翠著 ; 周桂音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168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336) .-- ISBN 978-626-353-

277-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85.357  

鳥有ㄋㄟㄋㄟ嗎? / 南希.弗(Nancy Vo)

著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53-403-2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85.3599  

甜美的安妮奇洛娜 / 溫斯敦.莫拉雷

斯.查華洛(Winston Morales Chavarro)

編選 ; 李魁賢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106 面 ;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894)(名流詩叢 ; 48) .-- BOD 版 .-- 

ISBN 978-626-7187-50-0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885.7351  

新聞學 

校園新聞行銷實務 / 張明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120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99-

983-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新聞編輯 2.CST: 行銷傳播  

893  

藝術類 

總論 

大師解剖學  / 羅伯特 .貝佛利 .黑爾

(Robert Beverly Hale), 特倫斯.科伊爾

(Terence Coyle)著 ; 陳依萍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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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69-2 ( 平 裝 ) 

NT$1100 普遍級  

1.CST: 藝術解剖學  901.3  

模糊的邊界,流動的身分 : 何怡璉創

作報告集 / 何怡璉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17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490-209-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戲劇 2.CST: 藝術社會學 

3.CST: 跨文化研究  901.5  

24 Young :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第二屆

美術班畢業畫冊 / 林宗曆, 施萌萍編

輯 .-- 彰化縣福興鄉 : 彰化縣立鹿港

國民中學, 11112 .-- 128 面; 23X23 公

分 .-- ISBN 978-626-7241-06-6 (平裝) 

NT$266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冬雨 遠山 近海 : 宜蘭當代女性藝術

家  = Winter mountain rain and sea : 

contemporary female artists of Yilan / 呂

信芳總編輯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

文化局, 11112 .-- 102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626-7247-02-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狀態 : 迷迷 = State : unstable .-- 臺南

市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藝

術史學系, 11112 .-- 7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7003-0-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現代藝術 2.CST: 藝術展覽 

3.CST: 作品集  902.33  

南島國際美術獎. 2022 = Austronesian 

International Arts Award 2022 / 顏志光

總編輯 .-- 初版 .-- 臺東縣臺東市 : 臺

東縣政府, 1120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9-97-4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基隆美展. 2022 = Keelung Fine Arts 

Exhibition / 陳靜萍主編 .-- 初版 .-- 基

隆市 : 基隆市文化局, 11112 .-- 64 面; 

25X26 公分 .-- (基隆文心叢刊 ; 319) .-

- ISBN 978-986-5417-45-1 ( 平 裝 ) 

NT$357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雲林文化藝術獎專輯. 18th : 美術獎.

表演藝術獎.貢獻獎 = Yunlin Culture 

and Art Award / 陳璧君總編輯 .-- 雲林

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20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0-98-

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複眼叢林  : 張徐展個展  = Junlge 

jungle : Zhang Xu Zhan solo exhibtion / 

臺北市立美術館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112 .-- 80 面; 

24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250-26-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轉接器 = Transistors / 駱麗真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

化基金會臺北當代藝術館出版 : 財

團 法 人 臺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發 行 , 

11112 .-- 1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763-9-6 (平裝) NT$73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心 US 用 :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第二十四屆美術班畢業畫冊 / 朱信

皓, 呂定宸, 李柏頤, 洪詩濠, 張越鈞, 

黃品又, 廖少新, 蔡少宏, 蔡明諺, 蘇

子維, 王馨萱, 何昕芸, 吳睿芯, 李宇

絜, 李玟融, 林佳臻, 林愉悅, 張子萱, 

張愛光, 陳沛歆, 陳怡妡, 陳許嫕旭, 

陳新晴, 陳韻蘋, 黃彥婷, 蘇雅棋編

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

學, 11112 .-- 1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250-22-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起豐華 : 臺中市豐原美術協會 111

年度會員聯展專輯 / 廖琬莎總編輯 .-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豐原美術協

會, 11112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1327-2-5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術游擊 : 七位藝術創作者在馬祖

的創藝 / 吳尚謙, 金玟儀, 盛微庭, 許

庭瑋, 蔡明璇, 鄭晴育, 賴冠傑撰文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

館, 11112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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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32-784-2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典 藏 目 錄 . 34 = The catalogue of 

NTMoFA 2021 collection / 林明賢策劃

編輯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12 .-- 3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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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是一所學校 : 轉型中的藝術教

育 = The event is a school : arts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 劉錫權, 吳繼濤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12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232-10-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藝術展覽  

903  

美力新生活. 2022 : 當代美感教育的

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曹筱玥, 陳

怡倩, 張祐榕, 衛思璇, 許郁翎, 黃千

珮, 柯佳欣, 廖艷紅, 符茵, 游珊珊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12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41-30-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文集  

903.07  

大溪大禧 : 當代設計與民俗信仰一

起 策 展  = Curating Daxi : the 

development of Daxidaxi Festival / 大溪

木藝生態博物館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 

臺北市 : 一頁文化制作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64-00-3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藝術展覽 

3.CST: 設計 4.CST: 民俗  906.6  

生存/抵抗 : 臺灣-加拿大原住民藝術

展  = Persistence/Resistance : Taiwan-

Canada Indigenous Art Exhibition / 林育

淳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

美術館, 11112 .-- 1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701-73-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原住民族 

3.CST: 民族文化 4.CST: 臺灣 5.CST: 

加拿大  906.6  

傳承開今 = The 30 years of Taiwan Art 

Gallery Association / 張逸羣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 

11112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282-313-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2.CST: 歷

史  906.8  

中國美術五千年 / 楊琪著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203 .-- 384 面; 

26 公分 .-- (issue ; 48) .-- ISBN 978-626-

7182-17-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中國  909.2  

不懂神話,就只能看裸體了啊 / 顧爺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2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64-9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畫家 2.CST: 繪畫 3.CST: 畫論  

909.9  

漫畫.圖解「被消失」的藝術史 : 花

朵、毛毛蟲和疼痛也能成為創作主

題!23 位女藝術家挑戰時代與風格限

制,讓藝術的面貌更豐富完整 / 李君

棠著 ; 垂垂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

743-8 (平裝) NT$590 普遍級  

1.CST: 藝術家 2.CST: 女性傳記 

3.CST: 世界傳記 4.CST: 藝術評論  

909.9  

謎一樣的藝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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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60-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畫家 2.CST: 繪畫 3.CST: 畫論  

909.9  

音樂 

作曲家「劣」傳 : 好聽擱未跳針 / 毛

昭綱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毛昭綱, 

11201 .-- 7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49-6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作曲家 2.CST: 傳記  910.99  

上帝與家園的浪漫 : 陳泗治逝世三

十周年紀念專刊 = Love for God and 

homeland : in memory of Chen Su-ti / 徐

玫玲作 .--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 11112 .-- 121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532-770-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陳泗治 2.CST: 臺灣傳記 

3.CST: 音樂家  910.993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奧芬巴哈 / 彼得.加

蒙著 ; 余慕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201 .-- 2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86-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奧芬巴哈(Offenbach, Jacques, 

1819-1880) 2.CST: 音樂家 3.CST: 傳

記 4.CST: 法國  910.9942  

人生的十二音符 : 樂壇大師昆西.瓊

斯談創作與生活 / 昆西.瓊斯(Quincy 

Jones)著 ; 盧相如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菓

子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201 .-- 240 面; 19 公

分 .-- (Leben) .-- ISBN 978-626-96396-

5-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瓊斯(Jones, Quincy, 1933- ) 

2.CST: 音樂家 3.CST: 音樂創作 

4.CST: 傳記 5.CST: 美國  910.9952  

*現代管樂交響詩 : 作品分析與指揮

詮釋 / 林鴻君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泰成印刷廠, 11112 .-- 2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2886-7-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管樂 2.CST: 交響詩 3.CST: 樂

曲分析 4.CST: 指揮  912.52  

島聲聚 : 台灣獨立樂團訪談合輯 = 

Rock the island / 鄭志鵬主編 .-- 一版 .-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 11112 .-- 9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284-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搖滾樂 2.CST: 樂團 3.CST: 臺

灣  912.75  

搖滾神話學 : 性、神祇、搖滾樂 / 露

芙.帕黛(Ruth Padel)著 ; 何穎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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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416 面; 23 公

分 .-- (另翼文學 ; 18) .-- ISBN 978-626-

318-538-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搖滾樂  912.75  

日語演歌漢文譯本 = ヨシシゲの艶

歌 / 楊吉成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楊

吉成 , 11112 .-- 冊  .-- 中日對照  .-- 

ISBN 978-626-01-0874-8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01-0875-5 (第

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

01-0876-2 (第 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01-0877-9 (第 6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01-0878-6 (第

7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

01-0879-3 (第 8 冊:平裝) NT$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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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01-0880-9 (第 9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01-0881-6 (第

10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歌曲  913.0831  

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 2022 

= 2022 Hsinchu hakka melody award / 李

安妤總策劃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

縣政府文化局, 11112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91-51-7 (精裝附

光碟片) NT$150 普遍級  

1.CST: 客家民謠 2.CST: 臺灣  

913.533  

圖解歌劇世界 : 帶你暢遊西洋歌劇

史 / 碧雅特麗克絲.蓋爾霍夫(Beatrix 

Gehlhoff)著 ; 黃意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 11202 .-- 256 面; 23 公分 .-- 

(Origin ; 30) .-- ISBN 978-626-353-308-

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歌劇 2.CST: 西洋史  915.209  

吉他大師技法 / Hidenori 著 ; 黃大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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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63-0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吉他  916.65  

圖解合成器入門 / 松前公高著 ; 陳弘

偉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

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

265-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電子音樂 2.CST: 音效 3.CST: 

編曲  917.72  

經典奏鳴曲 : 陳怡婷 2017 長笛獨奏

會詮釋報告 / 陳怡婷撰 .-- 初版 .-- 桃

園市 : 原笙國際有限公司, 11112 .-- 

21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5227-4-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長笛 2.CST: 奏鳴曲 3.CST: 樂

曲分析  918.1  

建築 

看見好時光 : 穿梭校園的奇藝遊廊.

公 共 藝 術 成 果 紀 實  = Moments in 

Guangrong : a playground throughout the 

campus / 黃瑞茂 , 福室繪工作室策

展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

光榮國民小學, 11112 .-- 1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35-90-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藝術 2.CST: 裝置藝術  

920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畢

業 設 計 作 品 集 . 貳 零 貳 參 年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aster 

of Architecture, part II 2023 portfolio / 

國立 成功 大學 建築 學系 暨研 究所

M.Arch II 出版組總編輯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暨研究所 , 

11201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227-0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公共藝術年鑑. 110 年 = Public art in 

Taiwan annual 2021 / 陳怡君主編 .-- 新

北市 : 文化部, 11112 .-- 32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66-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公共藝術 2.CST: 年鑑  

920.58  

遇見多重場域 : 建築與都市景觀主

義 教 學 作 品 集 2020-2021 = 

Encountering multi-fields :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urbanism module portfolio 

/ 黃少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11112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299-7-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都市建

築 3.CST: 教學法  921.03  

建築彩繪專有名詞圖典. 木質彩繪篇 

= Glossary for polychrome painting on 

wooden structure in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 / 邵 慶 旺 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1112 .-- 320 面; 21 公分 .-- (保

存修護圖典叢書 ; 3) .-- ISBN 978-986-

532-773-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文物保存維護 2.CST: 建築藝

術 3.CST: 詞典  921.7041  

qinaljan 故居.他者與墾拓 : 牡丹鄉石

板屋聚落建築形態與歷史發展 / 許

勝發作 .-- 初版 .-- 屏東縣牡丹鄉 : 屏

東縣牡丹鄉公所, 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11201 .-- 16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259-24-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史 2.CST: 房屋建築 

3.CST: 屏東縣牡丹鄉  923.33  

臺灣戰後經典建築手繪施工圖選  / 

徐明松, 邵文政, 黃瑋庭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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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216 面; 28X30

公分 .-- ISBN 978-626-314-348-7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史 2.CST: 建築藝術 

3.CST: 建築圖樣 4.CST: 臺灣  

923.33  

杜神父與他的 12 座教堂 : 魯凱與排

灣特色的天主教堂 / 江敬業作 .-- 再

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59-

26-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堂 2.CST: 宗教建築 3.CST: 

臺灣  927.4  

黃家古厝木藝獨妙 / 周志明作 .-- 臺

南市 : 財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

基金會, 11201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33-0-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木雕 4.CST: 臺南市後壁區  

928.33/129  

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 / 侯迺慧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202 .-- 27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4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園 2.CST: 文化 3.CST: 唐代 

4.CST: 宋代 5.CST: 中國  929.21  

雕塑 

朱義成雕塑作品集 : 回鄉的我 / 朱義

成作 .-- 桃園市 : 粗坑窯,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17-0-

4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33  

形符穿梭 世紀豐碑 : 2022 郭清治雕

塑特展 = From organic to monumental : 

the sculpture exhibition of Chin-chih Kuo 

/ 郭清治[作]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

念館, 111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778-1 (精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233  

小巧木雕入門 : 一支口袋小刀,登山

露營或居家中,隨手完成療癒小物。 

/ << 木 雕 畫 報 >> 編 輯 部 (Editors of 

Woodcarving Illustrated)作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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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201 .-- 104 面; 24 公分 .-- (Hand ; 

66) .-- ISBN 978-626-7064-4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工藝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2 : 時至今

日 石振雄父女木雕創作聯展 / 林彥

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

化觀光局, 111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70-52-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2 : 邊界.三

義讀書會會員聯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70-53-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中華民國版印年畫. 第 38 屆 : 兔野仙

蹤–兔年年畫特展 = The 38th New 

Year Prints Exhibition of R.O.C. : the 

wonderful year of the rabbit / 賴岳貞主

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20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77-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版畫 2.CST: 年畫 3.CST: 畫冊  

937  

21 世紀華夏古文明的陶瓷演化 : 鈞

炻器台灣純青窯 = Ceramic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Jun glaze stoneware Taiwan 

pure green kiln / 林建宏著作 .-- 臺中

市  : 皇鼎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 

11201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7014-0-7 (平裝) NT$3600 普遍級  

1.CST: 陶瓷  938  

*國立聯合大學 50 週年校慶 : 築夢 : 

傑 出校友 李仁 燿捐贈 陶藝 專輯  =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50th 

anniversary : forging dreams : 

distinguished alumnus Li Ren Yao 

pottery album (donation) / 李 宜 穆 主

編 .-- 初版 .-- 苗栗市 : 國立聯合大學, 

11112 .-- 6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5423-6-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書法 3.CST: 

作品集  938  

圖解日本陶瓷器入門 / 松井信義監

修 ; 黃薇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9-479-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日本  938  

臺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2022 : 世界的

形 狀  = Taiwan Ceramics Biennale : 

tangible world / 龔雅雯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

物館, 11112 .-- 210 面; 27X28 公分 .-- 

ISBN 978-626-7135-89-1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藝脈相傳 : 林瑞華陶藝創作展 / 林

瑞華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

學館, 11201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774-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徐瑞芬瓷繪創作 / 許有仁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11201 .-- 72 面; 33 公分 .-- ISBN 978-

626-7109-42-7 (精裝) 普遍級  

1.CST: 陶瓷畫 2.CST: 作品集  938.3  

書畫 

世界太無聊,我們需要文藝復興 / 顧

爺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2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65-6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論  940.7  

畫畫這條路,再坎坷也能笑著畫下去! 

/ 夏目家著 ; 沈俊傑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01-609-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夏目家 2.CST: 漫畫家 3.CST: 

傳記 4.CST: 日本  940.9931  

真實色彩 : 優席夫的藝術光旅 / 優席

夫口述 ; 蔡佳妤採訪撰稿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內容變現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2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626-96962-0-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優席夫 2.CST: 畫家 3.CST: 自

傳 4.CST: 臺灣  940.9933  

直播三年 / 向金港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12 .-- 101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858-6-8 (平

裝) NT$298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藝術市場 3.CST: 

書畫鑑定  941.4  

戀念法蘭西 : 莊賜祿書藝創作專輯 / 

莊賜祿創作  .-- 臺中市  : 莊賜祿 , 

1120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61-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中國澹寧書法學會四十週年大慶書

畫展書畫聯展專集 / 林慧怜, 張瑤明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中國澹寧書

法學會, 1120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801-2-2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江錦昌 熊文宗書畫聯展作品集 / 江

錦昌, 熊文宗主編 .-- 初版 .-- 嘉義縣

民雄鄉 : 熊文宗, 江錦昌, 111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910-

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體線 文字對話的異質空間 : 南應美

術 x 台藝書畫兩校交流展 / 吳弘鈞主

編 .-- 臺南市 : 活石藝術空間, 11112 .-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

95770-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一子相傳 / 郝廣才文 ; 克拉迪奧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203 .-- 40 面; 3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80-53-2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文房四寶 2.CST: 書法 3.CST: 

繪本  942.4  

*路遙書漢簡春聯 / 蕭世瓊作 .-- 臺中

市 : 林瑪琍, 11112 .-- 19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96-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法帖 2.CST: 春聯  943.5  

窮微測妙 : 黃昭祥小品書法作品集 / 

黃昭祥創作  .-- 南投市  : 傅美淋 , 

1111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84-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觀.擬.什麼事? : 關於「書藝」的對話

紀 錄  : 黃 俊 嘉 創 作 個 展 專 輯  = 

Observe and portray / 王麗娟主編 .-- 桃

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64-06-

5 (精裝)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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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會員作品集. 11 : 

臺灣俗語展 /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11201 .-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998-3-9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全國書法比賽專輯. 42 屆 / 黃臺芝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書

法教育學會, 11112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7611-8-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傳燈. 3 : 一德書會四十周年特展輯 / 

一德書會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一

德書會, 1120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8869-7-7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趙孟頫行書集唐詩 / 吳鴻鵬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

司出版部, 11112 .-- 96 面; 26 公分 .-- 

(集詩選 ; 31-) .-- ISBN 978-626-95310-

6-6 (第 1 冊: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7  

博奉楷書春聯選集 / 鄭憲繁總編輯 .-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博奉書齋, 

11112 .-- 132 面; 30 公分 .-- (博奉書齋

書 法 教 材  ; 19) .-- ISBN 978-626-

96948-0-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楷書  943.9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 基礎級 / 療

癒人心悅讀社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12 .-

- 76 面; 26 公分 .-- (LifeStyle ; 72-) .-- 

中日文版 .-- ISBN 978-626-7064-35-1 

(第 1 冊:平裝) NT$119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 基礎級 / 療

癒人心悅讀社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1 .-

- 冊 .-- (LifeStyle ; 73-) .-- 中日文版 .-- 

ISBN 978-626-7064-36-8 (第 2 冊:平裝) 

NT$139 .-- ISBN 978-626-7064-37-5 (第

3 冊:平裝) NT$149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 進階級 / 療

癒人心悅讀社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 冊 .-- (LifeStyle ; 75-) .-- 中日文版 .-- 

ISBN 978-626-7064-38-2 (第 4 冊:平裝) 

NT$169 .-- ISBN 978-626-7064-39-9 (第

5 冊:平裝) NT$189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 精熟級 / 療

癒人心悅讀社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02 .-

- 冊 .-- (Lifestyle ; 77-) .-- 中日文版 .-- 

ISBN 978-626-7064-40-5 (第 6 冊:平裝) 

NT$219 .-- ISBN 978-626-7064-41-2 (第

7 冊:平裝) NT$219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水墨,結束了嗎? : 再現筆墨精神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 / 石守謙, 王淑津, 何炎

泉, 易凱(Eric Lefebvre), 許郭璜, 張洪

(Arnold Chang), 張頌仁, 林銓居, 陳韻

如, 袁蕙莉, 吳孟晉作 ; 李柏黎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雄獅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74-170-0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論 3.CST: 文

集  944.07  

清明上河圖 : 宋朝的一天 / 田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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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531-9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畫論 3.CST: 社

會生活 4.CST: 宋代  945.2  

黃金時代 : 周雪 / 周雪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新 一 代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203 .-- 2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544-2-4 (平裝) NT$189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工筆畫 3.CST: 

畫冊  945.6  

緣在此山中 : 93 老頑童寧可藝文特

展 / 寧可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 11201 .-- 76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66-56-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Soppy 愛賴在一起  / 菲莉帕 .賴斯

(Philippa Rice)著 ; 賴許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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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12 面; 18 公分 .-- 

(眾生系列 ; JP0109X) .-- ISBN 978-

626-7219-17-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947.41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2 / 杉作著 ; 涂愫

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

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1 公分 .-

- (愛視界 ; 23) .-- ISBN 978-626-96354-

8-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3 / 杉作著 ; 涂愫

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

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1 公分 .-

- (愛視界 ; 24) .-- ISBN 978-626-96354-

9-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4 / 杉作著 ; 涂愫

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

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1 公分 .-

- (愛視界 ; 25) .-- ISBN 978-626-97016-

0-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 杉作著 ; 涂愫芸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

限公司, 11202 .-- 160 面; 21 公分 .-- 

(愛視界 ; 22) .-- ISBN 978-626-96354-

7-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最終 / 杉作, 杉

崎守著 ; 涂愫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202 .-- 144 面; 

21 公分 .-- (愛視界 ; 26) .-- ISBN 978-

626-97016-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楓之谷大冒險 / 宋道樹作 ; 徐正銀繪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200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 ISBN 978-626-358-005-3 (第 34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薑餅人王國語文英雄榜. 4, 朝聖者之

路 / 金強賢原作 ; 金璂守原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1202 .-- 168 面 ; 25 公 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626-358-013-8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最好玩的美術畫畫課 / 瑪莉安.杜莎

(Marion Deuchars)著 ; 吳莉君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4-66-

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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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漫畫基礎素描. 輕重表現篇 / 林晃作 ; 

邱顯惠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4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漫畫 3.CST: 繪畫

技法  947.45  

變形機器人的繪畫教程 : 帥氣可愛

的 3 種基本款 Q 版人物! / 倉持キョ

ーリュー著 ; 林芷柔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062-52-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漫畫 3.CST: 繪畫

技法  947.45  

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 30 週年紀

念特刊 / 陳佳君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 

11112 .-- 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66-54-3 (平裝) NT$20 普遍級  

1.CST: 兒童畫 2.CST: 畫冊  947.47  

朱莉婭的太空載具和總部  = Julia's 

space vehicle and headquarter / 杜 岳

作 .-- [臺北市] : 杜岳, 11201 .-- 8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01-0928-8 (平裝) NT$14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杜夢幻故事集 : 蘇珊的太空載具和

總部 = Du phantasy story sets : Susan's 

space vehicle and headquarter / 杜 岳

作 .-- [臺北市] : 杜岳, 11201 .-- 8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01-0927-1 (平裝) NT$14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渲染自然 / 劉昭吟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12 .-- 80 面; 29 公分 .-- (藝術叢書 ; 

16) .-- ISBN 978-957-622-570-3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湧動墨潮 : 2023 類水墨的國際旅程 = 

Surging wave : 2023 international 

journey of ink-like exhibition / 陳瑋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迪傑魔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956-6-1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跟著阿貴去探險 : 許自貴 2023 立體

繪畫個展 = Adventure with uncle Kuey 

/ 許自貴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 11201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57-4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與主相遇 : 黃尤眉紀念畫集 Yvonne 

Huang 2022 / 黃尤眉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望春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72 面; 25X26 公分 .-- (望

春風圖庫 ; 1) .-- ISBN 978-986-6183-

11-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攝影；電腦藝術 

聯成電腦設計年鑑. 2022 = The best of 

the year. 2022 / 聯成電腦及優秀學員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成電腦有

限公司, 11201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55-2-3 ( 精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設計 3.CST: 

作品集  956  

你眼中的海 = Feel the wave / 許進隆, 

李世英, 陳盈穎, 蔡雅如編輯 .-- 高雄

市 :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11112 .-

- 120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626-

7162-65-1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海洋資源保育  

957.2  

浪淘盡 : 七星潭。太平洋的浪花攝

影集 / 趙樹人攝影 .-- 初版 .-- 臺中市 : 

國 立 臺 中 科 技 大 學 商 業 設 計 系 ,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7002-0-2 (精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自然景觀  

957.2  

臺灣的海洋 : 離島的海岸 / 蘇嘉宏主

編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 

11112 .-- 26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2-58-3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海岸 2.CST: 自然景觀 3.CST: 

攝影集 4.CST: 臺灣  957.2  

攝不異空 : 朱泓熹行攝 30 精選集 = 

A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y by Hung-

hsi,Chu 30 years of travel images / 朱泓

熹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168 面; 

28X30 公分 .-- (Origin ; 31) .-- ISBN 

978-626-353-401-8 (精裝) NT$2600 普

遍級  

1.CST: 風景攝影 2.CST: 攝影集  

957.2  

臺北古蹟日. 2022 : 凝視時光 : 老房

子徵件攝影集 / 李德榮等作 .-- 臺北

市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12 .-- 8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

24-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臺北市  957.6  

一日一日 : 佩蒂.史密斯的影像紀年 / 

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作 ; 陳德政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

播有限公司, 11112 .-- 396 面; 20 公

分 .-- (文學森林 ; LF0168) .-- ISBN 

978-626-7061-54-1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史密斯(Smith, Patti) 2.CST: 攝

影集  957.9  

*全國眷村攝影比賽暨二空文物影像

展 / 劉國珠編著 .-- 臺南市 : 福特佳

企業社, 11112 .-- 92 面; 17X18 公分 .-

- ISBN 978-626-96932-0-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眷村  957.9  

行板 / 梁國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203 .-- 2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84-70-0 ( 精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覓城 = The city, the flâneur / 歐晉德

總策劃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看見.齊

柏林基金會, 11112 .-- 80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745-3-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都市 3.CST: 人

文景觀  957.9  

桃園攝友聯誼會 15 週年紀念影集. 

2022 / 邱榮錦, 陳威壇, 林維任, 李福

來編輯委員 .-- 桃園市 : 桃園攝友聯

誼會, 11112 .-- 15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6972-0-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花蓮的驕傲 = The pride of Hualien / 

陳缺編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

花蓮市公所 .-- 12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9-83-6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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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百工風華 諸羅獻藝 : 2022 工藝特展

專輯 / 許有仁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

縣 太 保 市  : 嘉 義 縣 文 化 觀 光 局 , 

111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09-45-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工藝美術 2.CST: 作品集  

960  

空 3 祭 / 陳雋中, 辛綺, 陳修程, 龔卓

軍, 林吉洋, 歐陽辰柔作 .-- 臺南市 : 

艸非火有限公司, 11112 .-- 2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6947-0-9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光藝術 2.CST: 裝置藝術 

3.CST: 作品集  960  

素直設計 : 楊啟巽作品集 1996-2022 

= Book design / 楊啟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202 .-- 504 面; 23 公分 .-- (plus ; 

17) .-- ISBN 978-626-96856-7-7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設計哲學思考 / 李智翔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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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256 面 ; 23 公 分  .-- 

(Designer ; 46) .-- ISBN 978-986-408-

889-8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藝術哲學  960.1  

色彩大事典 : 設計人的配色實戰寶

典 / 井上のきあ作 ; 謝薾鎂譯 .-- 臺

北 市  : 旗 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12-740-6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2.CST: 平面設計  

963  

全領域設計全集 / 尾沢早飛作 ; 陳聖

怡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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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0-85-

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964  

產業設計創新趨勢與指引 : 以設計

驅動微移動產業創新 = Design driven 

innovation : micromobility sector / 劉世

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111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8-8-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科學技術 

3.CST: 產業發展  964  

食品包裝 / 徐詮亮, 黃秋香, 鄭建益, 

陳陸宏, 邱致穎, 劉伯康, 林聖敦, 詹

彩鑾, 蔡維鐘, 徐惠民, 陳健賢, 曾漢

壽, 陳政雄, 楊炳輝, 劉佳玲, 紀亘倫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201 .-- 38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2-929-0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包裝設計 2.CST: 商品設計 

3.CST: 食品衛生管理  964.1  

夾纈工藝之解密 : 夾染開開門 / 王淑

宜, 黃世輝, 魏婉如作 .-- 雲林縣斗六

市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智能地域設

計服務研究中心, 11112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902-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印染 2.CST: 手工藝  966.6  

臺灣民間收藏客家看花研究 / 鄭惠

美著 .-- 桃園市 : 普椿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圖書出版部, 11112 .-- 3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7794-8-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刺繡 2.CST: 傳統技藝 3.CST: 

民間工藝 4.CST: 客家  966.8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2022 第 15 屆 = 

2022 Taiwan Interior Design Award / 王

耀邦, 甘泰來, 何以立, 沈中怡, 林平, 

胡德如, 張耿華, 梁豫漳, 莊豐賓, 郭

旭原, 黃惠美, 謝禎舜編輯委員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

會, 11202 .-- 84 面; 27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8794-9-1 (精裝) 

NT$108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作品集  

967  

圖解建築室內裝修設計入門 : 一次

精通室內裝修的基本知識、設計、

施工和應用 / 原口秀昭著 ; 陳曄亭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2 .-- 304 面; 

21 公分 .-- (藝術叢書 ; F11028X) .-- 

ISBN 978-626-315-248-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967  

複層住宅設計學 / 漂亮家居編輯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12 .-- 224 面; 23 公

分 .-- (Solution ; 144) .-- ISBN 978-986-

408-888-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空間設計  

967  

專注含蓄 : 重要土水修造(瓦作)技術

保存者: 廖文蜜及其土水作、瓦作技

術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65-1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廖文蜜 2.CST: 建築 3.CST: 傳

統技藝 4.CST: 臺灣傳記  969  

技藝 

花藝設計基礎理論學. 3 : 知識的升

級 : 利用構圖與分析.學習花藝基礎

的最終章節 / 磯部健司著 ; 唐靜羿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

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 

11201 .-- 144 面; 26 公分 .-- (花之道 ; 

77) .-- ISBN 978-626-96285-3-7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紙力別冊 = The paper strength issue / 

葉禮洋, 盧盈文, 葉禮華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半 隻 羊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6908-1-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紙工藝術  972  

專為孩子設計的狗狗摺紙大全集  : 

結合「創意著色」X「邏輯摺紙」!

和孩子一起快樂認識犬種特徵、玩

出空間感與創造力 / 金姢秀, Nmedia

著 ; 葛瑞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美

藝學苑出版社, 11202 .-- 20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6220-5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摺紙  972.1  

寶貝最愛的可愛造型趣味摺紙書  / 

いしばしなおこ著 ; 楊淑慧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

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

行, 11201 .-- 72 面; 26 公分 .-- (趣.手

藝 ; 83) .-- ISBN 978-957-9623-96-4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摺紙  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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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別 / 蔡榮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202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65-93-8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茶藝 2.CST: 茶葉  974  

將臨的身體 : 何曉玫作品研究 / 楊凱

麟, 黃建宏, 宋灝, 陳雅萍, 蔡善妮, 許

鈞宜, 張小虹, 潘怡帆, 凃倚佩, 王柏

偉, 林宏璋作 ; 王盈勛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3-663-3 (平裝) NT$350 限

制級  

1.CST: 舞蹈 2.CST: 文集  976.07  

篇篇起舞 / 張中煖, 曾瑞媛, 趙玉玲, 

趙郁玲, 莊國鑫, 盧玉珍, 張思菁, 林

惟華, 吳怡瑩, 李怡伶, 劉孝宏, 吳孟

軒, 張懿文, 謝杰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39-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舞蹈 2.CST: 文集 3.CST: 臺灣  

976.07  

打開雲門 : 解密雲門的技藝美學與

堅持 = The making of Cloud Gate / 果

力文化, 古碧玲, 李維菁, 紀慧玲, 林

生祥, 林芳宜, 林亞婷, 林懷民, 吳清

友, 吳明益, 吳佩芬, 周伶芝, 徐開塵, 

夏楠, 陳品秀, 陳雅萍, 陳盈帆, 許雁

婷, 黃哲斌, 曹誠淵, 焦元溥, 張小虹, 

鄒欣寧, 蔣勳, 蔣慧仙, 黎煥雄, 劉思

敏, 樊香君, 駱以軍, 歐佩佩, 魏瑛娟, 

盧健英, 謝培, 蘇瑜棻, 永子, 艾力斯

德.史柏汀, 艾索拉, 瓦烈里.沙德林, 

伯恩德.考夫曼, 喬瑟夫.梅里諾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漫遊者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336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626-

96380-8-6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雲門舞集 2.CST: 舞蹈  

976.92  

聽不見音樂的舞者 : 林靖嵐跳脫界

線、不尋常規的逐夢人生 / 林靖嵐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202 .-- 196 面; 21 公分 .-- (勁

草生活 ; 461) .-- ISBN 978-626-320-

35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林靖嵐 2.CST: 聽障 3.CST: 舞

蹈家 4.CST: 自傳 5.CST: 臺灣  

976.9333  

戲劇 

牽風箏的人. 2 / 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青少年表演藝

術聯盟, 1120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88-6-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戲劇 2.CST: 表演藝術 3.CST: 

青少年教育  980  

劇場/舞台設計的未來往事 : 創作展

演紀實 / 李怡賡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 2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0-

211-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舞臺設計 2.CST: 劇場藝術 

3.CST: 個案研究  981.33  

能動閾所的實踐研究 : 以劇場服裝

設 計 為 例  = Practice & research in 

agency liminality / 吳怡瑱著 .-- 新北

市 :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學術出

版部出版 :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201 .-- 2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202-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舞臺服裝 2.CST: 服裝設計  

981.61  

京劇孫悟空表演藝術 / 張宇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608-5-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京劇 2.CST: 表演藝術 3.CST: 

戲曲藝術 4.CST: 角色  982.2  

「以史觀戲」、「以戲觀史」 : 論

竹馬陣、車鼓戲的歷史沿革與當代

戲曲劇作家的歷史書寫 / 楊馥菱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388 面; 23 公分 .-- 

(戲曲研究叢刊 ; 808004) .-- ISBN 978-

986-478-799-9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劇評 2.CST: 戲劇史 3.CST: 臺

灣  983.38  

OS Issue. 2, 家族舔祕密 Home Sweet 

Hole / 游千慧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話外音藝文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201 .-- 

16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6274-1-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3.CST: 家族 

4.CST: 文集  987.07  

OS Issue. 3, 他 媽 的 鄉 愁 Bitter 

Homesick / 游千慧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話外音藝文有限公司, 11201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6274-2-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3.CST: 家庭 

4.CST: 文集  987.07  

現 場 錄 音聖 經  / 里克 .維爾斯 (Ric 

Viers)著 ; 林筱筑, 潘致蕙譯 .-- 修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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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3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61-6 (平裝) 

NT$1300 普遍級  

1.CST: 電影製作  987.44  

紀錄片當代讀本  / 布萊恩 .溫斯頓

(Brian Winston)編 .-- 新北市 : 國家電

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1120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783-5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紀錄片 2.CST: 影評 3.CST: 電

影史  987.81  

遇見未來的你 : HIStory5.典藏寫真書 

/ 巧克科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203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92-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989.233  

遇見未來的你 : HIStory5.影像日誌雙

面書衣珍藏特裝版 / 巧克科技新媒

體股份有限公司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203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6-

201-1 (平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989.233  

遊藝；娛樂；休閒 

觀光 50 : 胼手築夢.領航前行 / 張雅

琳, 林媛玉, 曹憶雯, 戴卓玫, 黃志偉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

局, 11112 .-- 2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1-455-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交通部觀光局 2.CST: 觀光行

政 3.CST: 歷史  992.061  

觀光行政與法規 / 謝家豪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1 .-- 512 面; 26 公分 .-



102 

 

- ISBN 978-986-430-903-0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觀光行政 2.CST: 觀光法規  

992.1  

旅運管理實務與理論 / 吳偉德編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201 .-- 3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900-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旅遊業管理 2.CST: 運輸管理  

992.2  

原風景  : 日治太平山  = Primordial 

landscape : prewar Taipingshan / 李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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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54-6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992.3833  

承億集團 : 文化做為旅程的風景 = 

Chan Yee Group / 李佳芳, 阿泰與呆呆, 

Cherry & Demi, 劉秝緁, 下港女子, 林

珈如, dato, 黃博鉞, 馮韋欽, 林世傑, 

蘇妍如採訪撰稿 .-- 臺北市 : 一頁文

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208 面; 

24 公分 .-- (Verse books brand ; 2) .-- 

ISBN 978-626-96330-5-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旅館 2.CST: 旅遊 3.CST: 臺灣  

992.6133  

一人登山完全攻略 / 山與溪谷編輯

部編著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144 面; 21 公分 .-- (生活樹 ; 99) .-- 

ISBN 978-626-349-142-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安全教育  

992.77  

*全國大專校院登山運動研討會論文

輯. 111 年第二十三屆 = 23rd National 

Youth 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 / 吳

重君, 楊明煌, 蔡清雯, 陳育亮, 高紹

陞, 陳建志作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大專登山聯盟, 11112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5804-5-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文集  992.7707  

圖解戶外生存終極指南 : 英國戰鬥

生存教官經驗.從求生技巧、露營要

領到海陸應變,在急難時都能 100%化

解的絕技 / 柯林.托爾(Colin Towell)

作 ; 楊詠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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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320 面; 21 公

分 .-- (Sasugas ; 55) .-- ISBN 978-986-

289-821-5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野外求生 2.CST: 野外活動 

3.CST: 求生術  992.775  

*臺灣郵輪觀光年鑑. 2022 = Taiwan 

cruise yearbook 2022 / 劉喜臨總編輯 .-

- 高 雄 市  :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 

1111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476-8-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旅遊業管理 2.CST: 郵輪旅行 

3.CST: 年鑑 4.CST: 臺灣  992.933  

與海同樂.天堂島嶼 : 潛進綠島的 11

道入口 = Green island paradise / 谷遠

多, 譚立安, 陳正虔, 郭世杰撰文 .-- 初

版 .-- 臺東縣成功鎮 : 交通部觀光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112 .-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51-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潛水 2.CST: 臺東縣綠島鄉  

994.3  

潛水教戰手冊 : 從第一張證照到專

業潛水教練,學會珍惜海洋、享受台

灣潛點之美 / 陳琦恩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203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552-4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潛水  994.3  

野貓軍團找一找點心遊戲書 / 工藤

紀子作 ; 東方編輯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202 .-- 2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338-544-8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SHTB: 認知發展--

0-3 歲幼兒讀物  997  

中華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203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12-4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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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15-5 (第 6 冊: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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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14-8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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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626-7169-

13-1 (第 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2023 年度鉅獻!超神 Der Minecraft 密

技大百科  : MOD、插件、指令、

BUG、地圖等究極技巧 250 個以上!! 

/ カゲキヨ作 ; 林克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尖端出版, 1120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56-181-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Asterigos 失落迷城 : 美術設定集 / 艾

可米遊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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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90-8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Minecraft 世界完全攻略 : 生存、冒險、

建 築 、 農 業 、 紅 石 與 道 具 集  / 

GOLDEN AXE 原著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4-39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Minecraft 機關設計武功祕笈 / 林俊傑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201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202-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H.M.S.幻想模型世界 / Hobby JAPAN

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62-51-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工藝美術  999  

讓製作模型更加方便愉快的工具&

材料指南書 / HOBBY JAPAN 作 ; 楊

哲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128 面; 26 公



103 

 

分 .-- ISBN 978-626-7062-50-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工藝美術  999  

跟著柚子玩鋁線 / 柚子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出版社, 11201 .-- 1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5772-8-

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工 2.CST: 裝飾品 3.CST: 手

工藝  999.8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1+1+1: 體 驗 嘉 義 的 29 種 方 式 = 

Chiayi living guide 2022/黃銘彰總編

輯 .-- 嘉義市 : 嘉市府, 111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43-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먹거리 X 여행: 타이완 채식 식탁/ .-- 

초판 .-- 臺 北 市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11112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1-458-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Communications market report. 2022/ .-- 

臺 北 市  :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111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62-66-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Discovering medical Tainan/editor-in-

chief Hsiu-Yun Wang .-- 臺南市 : 成大

醫科社研中心, 11112 .-- 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227-03-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l Padre Tu y sus doce Iglesias Católicas: 

Las Iglesias Católicas con características 

de Rukai y Paiwan/autor Ching-Yeh 

Chiang .-- 2a edición .-- 屏東縣 : 屏縣

府, 111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59-27-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Food X Travel: the Taiwan guide to 

vegan & vegetarian dining/editor MOOK 

Publications Inc. .-- first edition .-- 臺北

市 : 交通部觀光局, 11112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453-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i PD 2.0 腎腹妙管家 NTUH 創新 AI 導

入 = Smart i PD Telehealth+ NTUH 

introduction of innovative AI/鄭靜宜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醫院 , 

11112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214-08-4 (平裝) NT$180 普遍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merging 

Developments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nd Risk Managements (EDIARR2022) 

proceedings/edited by Shi-Shuenn Chen, 

Alfredo H-S. Ang .-- 臺北市 : 臺灣科

大, 11112 .-- 3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37-5-0 (平裝) 普遍級  

KFILM 記憶製造所: 高雄市電影館二

十週年紀念專書/黃晧傑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電影館, 111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1-

35-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NCC Performance Report. 2021/ .-- 臺北

市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112 .-- 

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

63-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Petition Move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aiwanese Parliament (Taiwan 

Parliament Movement) Centenary 

Exhibition/editor by the Assembly 

Affairs Museum,the Legislative Yuan .-- 

first edition .-- 臺中市 : 立法院議政博

物館, 11202 .-- 1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69-01-5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report. 

2020. volume 24, summary report/ .-- 臺

北市 : 主計總處, 11112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2-91-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Special exhibition at the 70 anniversary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edited 

by Assembly Affair Museum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Shiu Wen-Tang, 

Hsueh Hua-Yuan .-- 臺中市 : 立法院議

政博物館, 11202 .-- 120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7269-03-9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ICIII)/editors Jao-Hong Cheng, Hung-

Ming Chuang, Ming-Hsiung Hsiao, 

Imam Baihaqi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 

11112 .-- 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965-1-2 (平裝) 普遍級  

「虎尾潮韌性城鎮水岸縫合規劃設

計暨監造」招標作業範例/財團法人

台灣設計研究院執行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48-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運作意見調

查十三次結果之比較: 公務人員及教

育人員部分/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監理委員會編 .-- 臺北市 : 退撫基金

監委會, 11112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69-00-8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水利國際論壇及交流推動計畫. 111

年 =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circulation alliance/財團法人商業

發展研究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12 .-- 30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328-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火害後建築物之結構耐震性能評估. 

(3/3): 鋼構造構架屋與高強度鋼筋混

凝土柱火害後之耐震性能研究/洪崇

展研究主持; 劉光晏, 鍾興陽, 周中哲

共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

部建研所, 11112 .-- 3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38-58-8 (平裝) 普遍

級  

世紀工程: 工程教育與經濟建設的百

年對話. 第一冊, 工程教育簡史展彙

編= A centur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dialogu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翁鴻山, 郭

美芳, 陳政宏著 .-- 臺南市 : 成大博物

館, 11112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27-04-6 (平裝) 普遍級  

永續研討會. 2022/陳詩婷編輯 .-- 雲

林縣 : 雲林科大, 11112 .-- 2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965-0-5 (平裝) 

普遍級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中華民國一一 0

年: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 2021/法務部

司法官學院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220-10-8 (PDF) 普遍

級  

各類使用場所樓地坪防滑性能之研

究/楊詩弘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85-4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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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機 花 蓮 : 花 蓮 有 機 味 = Organic 

Hualien/洪佳如 , 謝繕聯撰文  .-- 初

版 .-- 花蓮縣 : 花縣府, 111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87-4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竹構造於大跨距薄殼建築結構設計

方法研究/欒中丕研究主持; 呂良正

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

部建研所, 11112 .-- 28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38-79-3 (平裝) 普遍

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年報. 

一一 0 年度/林俊成主編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試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0-52-2 (PDF) 普遍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組織病理研討會專輯. 111 年度/許聰

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農委會家

畜衛驗所, 11112 .-- 10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0-61-4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西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2/羅景文

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中山大學中

文系, 11201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583-7-7 (平裝) NT$616 普

遍級  

住宅裝置水道連結撒水設備之對策

研究/欒中丕研究主持; 何岫璁協同

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研所, 11112 .-- 1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60-1 (平裝) 普遍級  

吳濁流詩文: 羅際鴻書法展集/羅際

鴻作  .-- 臺中市  : 臺灣交響樂團 , 

111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775-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我國高齡弱勢者居住環境之現況、

趨勢及策略分析 /王榮進研究主持; 

陳柏宗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84-7 (平

裝) 普遍級  

角落窗與光/王紫芸, 張蕙蘭, 裘安.蒲

梅爾(Joan Pomero)[作] .-- 臺中市 : 勤

益科大, 1111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20-9-8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防疫旅館之安全管理及救災機制之

研究/欒中丕研究主持; 楊欣潔共同

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研所, 11112 .-- 1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71-7 (平裝) 普遍級  

坡地社區智慧防災系統研發及實證

研究: 雙頻多星系 GNSS 地表位移監

測技術應用/沈哲緯研究主持; 王禹

翔共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1112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8-72-4 (平裝) 

普遍級  

奇 幻 遊 樂 園 : 公 共 藝 術 作 品 集 = 

Wonder party/ .-- 新北市 : 新北市光榮

國小, 11112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35-87-7 (平裝) 普遍級  

怪 有意思的/雲嘉南區共備社群教師

團隊作 .-- 宜蘭縣 : 生命教育學科中

心, 11201 .-- 11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5-112-4 (平裝) 普遍級  

虎尾潮.韌性城鎮國際競圖成果專輯

= Hoowave resilient township and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

院執行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347-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非都市土地可開發之使用地納入城

鄉發展地區之災害韌性規劃策略/王

安強研究主持; 吳杰穎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64-9 (平裝) 普遍級  

屏東農村好生活/宋美玲編撰 .-- 臺南

市 : 農委會水保局臺南分局, 11112 .-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0-

60-7 (平裝) 普遍級  

建立本土化建築資訊建模(BIM)知識

平台及研訂永續營運策略研究/劉國

隆研究主持; 施正之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38-65-6 (平裝) 普遍級  

建築工程技術發展與整合應用計畫

(一)協同研究計畫第 1 案: 鋼結構監

造手冊之編訂研究/蔡綽芳研究主持; 

楊勝德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77-9 (平

裝) 普遍級  

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法制化之研究/

林憲德研究主持; 郭柏巖, 黃國倉共

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

建研所, 11112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67-0 (平裝) 普遍

級  

建築資訊建模開源及自由軟體(BIM 

FOSS)本土化開發及應用研究 /王安

強研究主持; 賴朝俊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 1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38-78-6 (平裝) 普遍級  

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陪你一起生活: 

身心障礙者多元社區居住與生活服

務易讀版手冊/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編

輯 .-- 金門縣 : 金縣府, 111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5-21-0 (平

裝) 普遍級  

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陪你一起成長: 

布建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

務易讀版手冊/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編

輯 .-- 金門縣 : 金縣府, 111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5-22-7 (平

裝) 普遍級  

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陪你一起練習: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易讀版手冊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編

輯 .-- 金門縣 : 金縣府, 111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15-23-4 (平

裝) 普遍級  

美國、日本及我國運用資通訊科技

進行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或優化

法令之比較/張志源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38-86-1 (平裝) 普遍級  

食 X 旅: 台湾菜食テーブル/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局, 11112 .-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

452-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食品標示法規手冊/吳秀梅總編輯 .-- 

第八版 .-- 臺北市 : 食藥署, 11112 .-- 

9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60-

06-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食品標示法規指引手冊/吳秀梅總編

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食藥署 , 

11112 .-- 26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260-07-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食品標示問答集彙整手冊/吳秀梅總

編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食藥署, 

11112 .-- 2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60-08-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消 防 科 技 與 實 務 . 2022= 2022 Fire 

technology and practice/吳貫遠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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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

學系, 1111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68-7 (平裝) 普遍級  

高齡者居家環境防疫及安全防護改

善指引之研究/王榮進研究主持; 陳

振誠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0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8-74-8 (平裝) 

普遍級  

高齡者與輕度認知障礙者友善生活

場域 之尋路設 計要點 = Wayfinding 

design for older adults with or without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friendly 

community/白明奇研究主持; 陳震宇, 

洪煒斌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75-5 (平

裝) 普遍級  

探 險 去 : 一 個 光 和 紙 的 世 界 = A 

journey to...: a paper adventure!/琳達.佗

依果(Linda Toigo)[作] .-- 臺南市 : 南

市文化局, 11201 .-- 60 面; 22X23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75-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智慧之神: 相遇在燃燈節= Detty of 

wisdom: encountering in the Festival of 

Lighting/高玉珍主編 .-- 新北市 : 文化

部, 111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769-9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智慧化建築物昇降設備創新商業模

式研究/王榮進研究主持; 陳振誠協

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

建研所, 111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73-1 (平裝) 普遍

級  

智慧防火防災科技關鍵技術及應用

規劃之研究/王榮豪計畫主持; 吳佳

隆共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1112 .-- 15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8-63-2 (平裝) 

普遍級  

智慧建築分級評估基準合理性研究/

游璧菁計畫主持; 温琇玲共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62-5 (平裝) 普遍級  

稅起藝虹: 競賽活動暨租稅教育繪本

創作比賽作品輯/ .-- 臺中市 : 中市地

方稅務局, 11112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66-55-0 (平裝) 普遍

級  

結合大數據分析綠建築標章建築房

產價值之研究/孫振義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 建研所 , 

11112 .-- 2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61-8 (平裝) 普遍級  

集合住宅導入整體衛浴的關鍵技術

及工法之調查研究/王安強計畫主持; 

黃世孟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2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66-3 (平

裝) 普遍級  

*萬巒五溝水聚落重要祖堂及伙房

(和興伙房)整體修復工程工作報告

書/梁守誠計畫主持; 鄭雅惠協同主

持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文化資產

保護所, 11112 .-- 3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9-03-0 ( 平 裝 ) 

NT$2000 普遍級  

*萬巒五溝水聚落重要祖堂及伙房

(萬成祖堂)整體修復工程工作報告

書/梁守誠計畫主持; 鄭雅惠協同主

持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文化資產

保護所, 11112 .-- 3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9-04-7 ( 平 裝 ) 

NT$2000 普遍級  

*萬巒五溝水聚落重要祖堂及伙房

(廣玉祖堂彭城堂)整體修復工程工

作報告書/梁守誠計畫主持; 鄭雅惠

協同主持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文

化資產保護所, 11112 .-- 34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05-4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實尺寸太陽能光電板受風引致振動

試驗量測分析與驗證/林章生研究主

持; 鍾政洋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11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59-5 (平

裝) 普遍級  

緊急救護法規與實務/邱晨瑋, 魏健

利, 鍾佩利, 傅崇瑋作 .-- 臺北市 : 警

專, 11201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8-81-6 (平裝) 普遍級  

臺東土黏黏. No.007/張嘉玲總編輯 .-

- 初版 .-- 臺東縣 : 臺東大學數媒系, 

11201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335-6-2 (平裝) 普遍級  

臺南市社區藏金閣: 工作坊指引手冊

/黃肇新, 潘美純, 楊雅智編撰 .-- 臺南

市 : 南市社會局, 11112 .-- 4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0701-76-0 (精裝) 

普遍級  

*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年報 . 2021= 

Taiwan breeding bird survey/范孟雯, 徐

瑋婷, 蔡明剛, 魏心怡, 柯智仁, 林瑞

興, 方偉宏, 李培芬作; 鄭錫奇總編

輯 .-- 南投縣 :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 

11112 .-- 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45-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嶼其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

發展系 108 級畢業成果展專刊/吳欣

怡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科大

文發系, 11112 .-- 78 面; 17X22 公分 .-

- ISBN 978-626-95299-8-8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聽障教育期刊 . 第 21 期= Hearing 

imparied education vol.21/樓威主編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2 .-- 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29-7 (平

裝) 普遍級  

讓教育成為城市的榮耀: 幼兒幸福 

臺北領航= Make education the pride of 

the Taipei City/簡境霈總編輯 .-- 臺北

市 : 北市教育局, 111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250-28-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一般民政)身障特考套書. 2023/李宜

藍, 成宜, 朱華聆, 郝強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337-507-9 (全套:

平裝) NT$1720 普遍級  

(一般民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3/尹析, 楊銘, 賴小節, 朱

華聆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37-535-2 (全套 :平裝 ) NT$2490

普遍級  

(一般行政)身障特考套書. 2023/李宜

藍, 成宜, 林志忠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506-2 (全套:平裝) 

NT$1755 普遍級  

(一般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3/尹析, 楊銘, 賴小節, 陳

俊文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37-534-5 (全套 :平裝 ) NT$247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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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四等)關務特考套書. 2023/

廖筱雯, 李宜藍, 龍宜辰, 許願, 劉似

蓉, 王英, 賴祖兒, 尹析, 王志成編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514-

7 (全套:平裝) NT$3185 普遍級  

(人事行政)身障特考套書. 2023/李宜

藍, 成宜, 林志忠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509-3 (全套:平裝) 

NT$1700 普遍級  

(人事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3/尹析, 楊銘, 林志忠, 李

振濤, 陳培林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7-541-3 (全套:平裝) 

NT$2365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國文(作文)(速成＋歷

年試題)/高朋, 尚榜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201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29-

1 (平裝) NT$370 普遍級  

(戶政)身障特考套書. 2023/李宜藍, 

成宜, 翊銜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513-0 ( 全 套 : 平 裝 ) 

NT$1755 普遍級  

(司法特考)法學知識與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 第十七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481-2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英文模擬題庫+近年試題

解析/凱旋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201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531-4 (平裝) 

NT$430 普遍級  

(司法特考)國文: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 

2023 版/廖筱雯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26-0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

關鍵的七堂課/李宜藍編著 .-- 第六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82-9 

(PDF) 普遍級  

(共同科目)高普考/地方三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3/李宜藍, 廖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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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 冊 .-- ISBN 978-626-337-533-8 (全套:

平裝) NT$2615 普遍級  

(行政警察人員三等)一般警察人員

課文版套書. 2023/駱英, 歐恩, 林志忠, 

林俐, 警察編輯小組, 尹析, 李振濤, 

陳培林, 陳俊文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7-544-4 (全套:平裝) 

NT$5640 普遍級  

(行政警察人員四等)一般警察人員

課文版套書. 2023/駱英, 歐恩, 林志忠, 

林俐, 警察編輯小組, 成琳, 王強, 南

春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37-542-0 (全套 :平裝 ) NT$4236

普遍級  

(行政警察人員四等)一般警察人員

題庫版套書. 2023/廖筱雯, 警察編輯

小組, 章庠, 成琳, 王強, 宇寧, 溫陽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7-

545-1 (全套:平裝) NT$3268 普遍級  

(社會行政)身障特考套書. 2023/李宜

藍, 成宜, 陳月娥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508-6 (全套:平裝) 

NT$1720 普遍級  

(消防警察人員四等)一般警察人員

課文版套書. 2023/駱英, 歐恩, 林志忠, 

林俐, 警察編輯小組, 傅維廷, 夏鵬翔, 

曾禹童, 陳名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7-543-7 (全套:平裝) 

NT$5120 普遍級  

(記帳士)國文(作文)(快速上手+歷年

試題)/高朋, 尚榜編著 .-- 第三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201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28-4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財稅行政三等)關務特考套書. 2023/

廖筱雯, 李宜藍, 龍宜辰, 許願、劉似

蓉, 王英, 賴祖兒, 尹析, 歐欣亞, 程馨, 

吳怡萱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337-517-8 (全套 :平裝 ) NT$420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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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497-3 (PDF) 普遍級  

(高普考)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

書. 2023 版/陳俊文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493-

5 (平裝) NT$610 普遍級  

(高普考)行政學(含概要)頻出題庫/楊

銘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2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20-8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

成宜, 德芬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05-5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高普考)英文頻出題庫/凱旋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201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532-1 (平裝) NT$430 普遍級  

(高普考)國文: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 . 

2023 版/廖筱雯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27-7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高普考)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

鍵的七堂課/李宜藍編著 .-- 第八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83-6 (PDF) 

普遍級  

(國民營事業)計算機概論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512-3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教育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3/尹析, 艾育, 李振濤, 陳

培林, 舒懷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7-540-6 ( 全 套 : 平 裝 ) 

NT$2335 普遍級  

(電機工程三等)關務特考套書. 2023/

廖筱雯, 李宜藍, 龍宜辰, 許願, 劉似

蓉, 王英, 賴祖兒, 蔡穎, 茆政吉, 陳震, 

甄家灝, 鄭祥瑞, 廖翔霖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337-519-2 (全套:

平裝) NT$44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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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四等)關務特考套書. 2023/

廖筱雯, 李宜藍, 龍宜辰, 許願, 劉似

蓉, 王英, 賴祖兒, 鄭祥瑞, 陳新編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515-

4 (全套:平裝) NT$3150 普遍級  

(機械工程三等)關務特考套書. 2023/

廖筱雯, 李宜藍, 龍宜辰, 許願, 劉似

蓉, 王英, 賴祖兒, 林柏超, 張千易, 祝

裕, 翔霖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518-5 ( 全 套 : 平 裝 ) 

NT$3925 普遍級  

(機械工程四等)關務特考套書. 2023/

廖筱雯, 李宜藍, 龍宜辰, 許願, 劉似

蓉, 王英, 賴祖兒, 祝裕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337-516-1 (全套:

平裝) NT$3170 普遍級  

(錄事)身障特考套書. 2023/李宜藍, 

陳盛, 王一周, 成宜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 ISBN 978-626-337-510-9 (全套:平裝) 

NT$1735 普遍級  

(鐵路特考)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

關鍵的七堂課/李宜藍編著 .-- 第九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84-3 

(PDF) 普遍級  

80/20 法則: 公司法 雄霸天下/蕭雄編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12 .-- 8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76-2 (平裝) 

NT$750 普遍級  

A++聖經. 2023/米蘭老師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米蘭教育, 1120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67-8-6 (平

裝) NT$6000 普遍級  

Access 2021 嚴選教材!資料庫建立.管

理.應用/楊世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86-6 (PDF) NT$580 普遍

級  

Basic English grammar. book 2/editor in 

chief Aska Wang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1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5-24-8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Daily listening & speaking. 4/authors 

Andrew Crosthwaite, David Vickers, 

Anita Wong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201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25-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ffective reading. 2/authors Aubrey 

Zimmer, Reece Ayers, Sebastian Morgan, 

Tanya Lin, William Seraphim 

Davids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12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23-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nglish of hospitality & tourism/authors 

Pei-Chuan Mao, Emma Hsin, Jie-Ying 

Lin, Wei-Hsiung Chang, Chi-Ting Chen, 

Jonathan Liu, Ching-Jung Ou, Ying Jen 

Pan, Yi-Chen Tsai, Chu-Hua Hsieh .-- 二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1202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84-

7 (平裝) 普遍級  

ESL language arts(teacher's book). 

10/writers Keith Beckett, Japie Kru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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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嘉仁, 11201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50-5 (活頁裝) 普

遍級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 電路

學 /by Charles Alexander, Matthew 

Sadiku .-- 臺北市 : 新月圖書, 11201 .-

- 1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141-8-4 (平裝) 普遍級  

Kids world(teacher's book). 3(part 

1)/writers Keith Beckett .-- first edition .-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51-2 (活頁

裝) 普遍級  

Kids world(teacher's book). 3(part 

2)/writers Keith Beckett .-- first edition .-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52-9 (活頁

裝)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10, 力與壓力/張芮慈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

85-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 Microsoft 

PowerPoint Associate(PowerPoint and 

PowerPoint 2019): Exam MO-300)/劉文

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87-3 (PDF) NT$450 普遍級  

PHOTOSHOP X ILLUSTRATOR 輕鬆

上手學設計(適用 CC 2020 / 2021)/楊

馥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4-388-0 (PDF) NT$480 普遍級  

Python 初學特訓班: 從快速入門到主

流應用全面實戰/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鄧文淵總監製 .-- 五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89-7 (PDF) NT$480 普遍

級  

Rainbow explorers(teacher's guide). 

6/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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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嘉仁, 11201 .-- 3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54-3 (活頁裝) 普

遍級  

Reading highlights/authors Adrian 

Saunders, Alex Eveleth, Bryan Shettig, 

Catherine Jensen, Emily Loftis, Erin 

Vasseur, Jonathan McDougall, Pat 

Woods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

美語文教, 11201 .-- 2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75-32-3 (第 2 冊:平

裝) NT$500 普遍級  

STYLE/JET speaking tests: sample 

papers= STYLE/JET 口說檢定模擬試

題/邱靖媛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20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25-4 ( 平 裝 ) 

NT$349 普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3 階/

穆麗君, 萬森泠著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229-

9-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Super study fun/co-writers Academ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Royal Elite 

English, Celine Tsai, Elaine Wu, Jill Lien, 

Uli Hsu, Annie Huang, Jacky Kao .-- first 

edition .-- 桃園市 : 富陽文化, 11203 .-

- 冊 .-- ISBN 978-626-95410-4-1 (第 9

冊:精裝) NT$1500 .-- ISBN 978-626-

95410-5-8 (第 10 冊: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Superb Taiwanese primer/Seng-hian 

Lau(劉承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師

大出版中心, 11201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624-89-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TOEIC®聽力與閱讀測驗官方全真試

題 指 南 . vol 8( 閱 讀 篇 )=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official test-

preparation guide. vol. 8(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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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ETS®作; TOEIC®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 股份 有限 公司 編輯 委員 會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忠欣, 11202 .-- 

22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894-2-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TOEIC®聽力與閱讀測驗官方全真試

題 指 南 . vol 8( 聽 力 篇 )=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official test-

preparation guide. vol. 8(listening 

part)/ETS®作; TOEIC®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 股份 有限 公司 編輯 委員 會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忠欣, 11202 .-- 

17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894-1-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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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18-3 (PDF) 普遍級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

完全攻略(地政士專用)/蕭強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2 .-- 7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63-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

完全攻略(高普考專用)/蕭強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2 .-- 7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62-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許文昌

編著 .-- 2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99-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大考英文考 前衝刺 16 回 (詳解 )=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GSAT/王祈堯

總編輯 .-- 修訂 2 版 .-- 臺北市 : 空中

美語文教, 11201 .-- 2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75-27-9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大考英文考 前衝刺 16 回 (題本 )=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GSAT/王祈堯

總編輯 .-- 修訂 2 版 .-- 臺北市 : 空中

美語文教, 11201 .-- 1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75-26-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大數據考點直擊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

刑事訴訟法大意(測驗題)/舒曼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12 .-- 41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86-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3: 微積

分(108~111 年試題)/歐大亮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453-2 

(PDF) NT$500 普遍級  

工業電子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

解析. 2023 版/王惠玲, 許文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90-3 (PDF) 

NT$400 普遍級  

不動產估價概要. 基礎篇/許文昌編

著 .-- 2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75-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不動產估價概要. 實戰篇/許文昌編

著 .-- 2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76-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四合一)速

成總整理. 2023 年版/強登編著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201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65-06-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 2023 年版: 土地法及

土地相關稅法概要/強登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4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65-00-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 2023 年版: 不動產經

紀相關法規概要/強登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3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275-999-8 (平裝) 

NT$56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 金榜隨身典專業科目

四合一. 2023 年版/強登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201 .-- 77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7265-05-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民法概要 /許文昌編

著 .-- 2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400-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申論題歷屆試題精解/

許文昌, 曾文田編著 .-- 11 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395-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重點暨測驗題庫/許文

昌, 許恒輔編著 .-- 19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7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4-390-0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測驗一本通/

許文昌, 曾文田編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8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4-391-7 (平裝) 

NT$78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 

2023 年版/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112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65-03-1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112 版/蕭

華強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73-1 (平裝) NT$62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基礎篇/

許文昌編著 .-- 28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201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96-2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實戰篇/

許文昌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2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97-9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中 文 真 棒 (workbook). 2= Amazing 

Chinese/叶绍苹, 陈立芬, 涂馨文, 谭咏

瑜, 魏黛薇编 .-- 再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202 .-- 1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781-7 (平裝) 普遍

級  

中華電信業務類歷屆試題三合一攻

略全集/鼎文名師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89-1 (PDF) NT$550

普遍級  

公民(考點+試題)完全攻略/韓菲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201 .-- 6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93-9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公民(含法律常識): 國民營特考專用/

林茵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201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91-5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公民: 鐵路特考專用/林茵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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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92-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公民速解: 初等考專用/林茵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201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90-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公共政策精修/龍奕編授 .-- 初版 .-- 

高雄市 : 首席經典名品, 111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457-3-

5 (上冊:平裝) NT$500 普遍級  

公務員工作實戰手冊. 113 版/克莉爾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87-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23: 工程力

學 (含工程力學概要、機械力學概

要)(107~111 年試題)(申論題型)/祝裕, 

程東, 張皓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202 .-- 3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456-3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23: 自動控

制(99~111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碩, 

詹森, 韓特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202 .-- 2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461-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23: 流體力

學(含流體力學概要、流體力學與水

文 學 、 流 體 力 學 與 流 體 機

械)(104~111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禾, 

林靖, 李祥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202 .-- 3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460-0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23: 電磁學

(含電磁學與電磁波 )(100~111 年試

題)(申論題型)/李長綱, 袁大為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202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455-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23: 熱力學

( 含 熱 工 學 、 熱 力 學 與 熱 傳

學)(103~111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禾, 

李祥, 姜伯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202 .-- 3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459-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23: 機械設

計 (含機械設計概要、機械原理概

要)(105~111 年試題)(申論題型)/姜伯, 

莊仲, 祝裕, 程東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202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457-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23: 機械製

造學(含機械製造學概要)(104~111 年

試題)(申論題型)/莊伯, 程東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202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458-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引導式學測翻譯與寫作技巧(題本)=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GSAT 

translation and writing/王祈堯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201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75-28-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日檢 N5 教本及寶藏題庫高分合格暢

銷套書: 合格全攻略!日檢 N5 教本(聽

力,文法,單字,閱讀),一次通過+絕對

合格攻略!新日檢回全真模擬 N5 寶

藏題庫+通關題解/吉松由美, 田中陽

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吳冠儀,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202 .-- 冊 .-- ISBN 

978-986-246-742-8 (全套:平裝附光碟

片) NT$798 普遍級  

日檢聽力及單字大全爆銷熱賣套書: 

精 修 版 新 制 日 檢 ! 絕 對 合 格

N1,N2,N3,N4,N5 必背聽力大全+單字

大全/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吉松由美, 

小池直子, 千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

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

社, 11202 .-- 冊 .-- ISBN 978-986-246-

741-1 (全套:精裝附光碟片) NT$1289

普遍級  

比較教育/羅正編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61-8 (平

裝) NT$670 普遍級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攻略/冠勁工作室編著 .-- 十一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201 .-- 4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87-9 (平

裝) 普遍級  

主題式統計學精典歷屆申論題型解

題. 112 版/吳迪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112 .-- 60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88-5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司法官/律師歷屆試題詳解套書. 111-

102 年/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34-372-6 (全套:

平裝) NT$3810 普遍級  

司法特考: 破解公民. 113 版/陳萱, 欣

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56-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台電新進僱員: 企業管理概論(綜合

行政)速成總整理/楊鈞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20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65-07-

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台電新進僱員綜合行政五合一歷屆

試題大全集/鼎文名師群編 .-- 三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106-5 (PDF) NT$520

普遍級  

台語課本教師手冊/劉承賢, 呂美親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1112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360-6-1 (上冊:平裝) NT$350 普

遍級  

台語課本教師手冊/劉承賢, 呂美親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360-7-8 (下冊:平裝) NT$350 普

遍級  

外語導遊領隊英文歷屆試題二合一

考證 all pass/鼎文名師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87-7 (PDF) 

NT$520 普遍級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簡宏江編纂 .-- 

初版 .-- 苗栗縣 : 育達科大, 11112 .-- 

17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911-

91-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解讀大師文章/成正, 予

雪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70-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實務學說對話解題書/嬴

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201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77-1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民事訴訟法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王牌

師資群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12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356-6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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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債編各論/徐律師編著 .-- 四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55-9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民法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王牌師資群

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57-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民法總則爭點解讀/陳義龍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73-

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企業管理(中華電信招考專用): 考前

猜題 500 題/楊鈞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997-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企業管理題庫: 破 Point/王毅編著 .-- 

7 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 位出版 , 

11112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69-4 (平裝) NT$750 普遍級  

刑事政策. 112 版/王薔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78-6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解題書/唯勳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12 .-- 8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783-2-

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 /黃博彥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12 .-- 8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58-0 (平裝) NT$750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王牌

師資群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12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353-5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刑法 PLUS 題型破解/陳肯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1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303-

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刑法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王牌師資群

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2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66-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刑法總則/呂秉翰編著 .-- 修訂再版 .-

- 新北市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90-5 (PDF) NT$480

普遍級  

老師在線上: 社會考科跨科混合題/

陳正宜, 洪偉豪, 莊易霖, 吳一晉, 林

俞君, 林貞君, 趙祐志, 尹詩惠, 陳宏

賓, 莊郁麟, 廖依俐, 曾露瑤, 佟以群, 

柳茜文, 廖潁帆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1201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586-7-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法律倫理/袁翟編著; 棋許

修訂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1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85-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考前 30 天: 犯罪學概要/張婕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2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77-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考前 30 天: 警察法規概要/程譯編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201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3-594-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自然 A 計畫. 2023/米蘭老師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蘭教育, 1120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67-7-

9 (平裝) NT$6000 普遍級  

自然 B 計畫. 2023/米蘭老師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蘭教育, 112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67-6-

2 (平裝) NT$3000 普遍級  

行政法爭點解讀/兆熙編著 .-- 五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93-1 (平

裝) NT$720 普遍級  

行政法概要/趙雍編著 .-- 九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201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50-8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行政法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王牌師資

群編著 .-- 1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59-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行政學大意: 初等考專用/凌襄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9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65-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行政學最加分選擇測驗全攻略. 112

版/陳翎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1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60-1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行政學概要(國營)/梓夜編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201 .-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51-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作文全方位高分祕技/尹宸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64-

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作文應試高分寶典/尹宸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65-

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吟遊半島: 恆春半島民謠教材/余昕

晏編著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9-25-2 (PDF) NT$5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飾品設

計與實務. 下冊/葉怡君, 陳玉滿, 馮家

慧, 陳姿樺, 王士倫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1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74-1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機

器腳踏車檢修實習/連文乾, 李昌政, 

邱裕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112 .-- 3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584-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基本電學 . 下冊 /王成緒 , 胡孝慈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 

11112 .-- 2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402-9-8 (平裝) 普遍級  

*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學 英 文 English 

highlight 學習手冊(A 版). 4/龍騰編輯

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1112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249-5 (平裝) NT$225 普

遍級  

身分法一本通/許恒輔編著 .-- 10 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63-4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 7 日速成/艾辰

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85-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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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白崑成編

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86-7 (PDF)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公法及其相關法規

(含財稅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8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85-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民事訴訟法及其相

關法規/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384-

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民法及其相關法規

(含勞動社會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

著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8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83-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刑事法及其相關法

規(含法律倫理)/高點法商編委會編

著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7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82-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來勝基本法分科: 商事法及其相關法

規 (含 智財 法 )/高點法商 編委會 編

著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6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80-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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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大,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5-091-2 (PDF) 

NT$500 普遍級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

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

蓉編著 .-- 第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87-4 (PDF) 普遍級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成宜

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88-1 (PDF) 普遍級  

初等公民愛練題庫 . 113 版/艾欣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2 .-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68-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初等公民歷屆試題完整詳解. 113 版/

林茵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2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66-3 (平裝) NT$670 普遍級  

初等考行政學. 113 版: 18 種解題核

心測驗題庫攻略/郭雋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59-5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初等考破解公民. 113 版/陳萱, 欣怡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12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55-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初等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

關鍵內容&精選試題演練解析 . 113

版/張庭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202 .-- 47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67-0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初等貨幣銀行學概要. 112 版/品昇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12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80-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112 版: 記帳相關

法規概要/金永勝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12 .-- 4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571-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金融證照考試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

資格測驗/金融證照小組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0-101-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保險法題型破解/海青, 溫拿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12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308-9 (平裝) NT$640 普遍級  

咱來講臺語/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1202 .-- 冊 .-- ISBN 

978-626-7143-33-9 (第 1 冊:平裝附光

碟片) NT$350 .-- ISBN 978-626-7143-

34-6 ( 第 2 冊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 .-- ISBN 978-626-7143-35-3 (第

3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 ISBN 

978-626-7143-36-0 (第 4 冊:平裝附光

碟片) NT$350 普遍級  

客家本位藝術教材: 三年級下學期. 

第二冊/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12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16-0 (平裝) 

普遍級  

客家本位藝術教材: 三年級上學期. 

第一冊/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12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15-3 (平裝) 

普遍級  

客家本位藝術教材: 五年級下學期. 

第六冊/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12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20-7 (平裝) 

普遍級  

客家本位藝術教材: 五年級上學期. 

第五冊/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19-1 (平裝) 

普遍級  

客家本位藝術教材: 六年級下學期. 

第八冊/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1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22-1 (平裝) 

普遍級  

客家本位藝術教材: 六年級上學期. 

第七冊/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1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21-4 (平裝) 

普遍級  

客家本位藝術教材: 四年級下學期. 

第四冊/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1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18-4 (平裝) 

普遍級  

客家本位藝術教材: 四年級上學期. 

第三冊/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12 .-- 12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59-17-7 (平裝) 

普遍級  

屏東本位臺灣台語教材: 一年級. 第

一冊/陳奇男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

府, 11112 .-- 5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59-06-1 (平裝) 普遍級  

屏東本位臺灣台語教材: 二年級. 第

二冊/陳奇男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

府, 11112 .-- 5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59-07-8 (平裝) 普遍級  

屏東本位臺灣台語教材: 三年級. 第

三冊/陳奇男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

府, 11112 .-- 6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59-08-5 (平裝) 普遍級  

屏東本位臺灣台語教材: 五年級. 第

五冊/陳奇男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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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11112 .-- 6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59-10-8 (平裝) 普遍級  

屏東本位臺灣台語教材: 六年級. 第

六冊/陳奇男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

府, 11112 .-- 7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59-11-5 (平裝) 普遍級  

屏東本位臺灣台語教材: 四年級. 第

四冊/陳奇男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

府, 11112 .-- 7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59-09-2 (平裝) 普遍級  

屏東縣客家本位藝術教材教學小冊/

陳淑蕙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

縣府, 11112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259-23-8 (平裝) 普遍級  

洗錢防制法大意/尹力編著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75-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洗錢防制法大意(銀行考試)/尹力編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12 .-- 29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89-2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食物製備單一級技檢叢書/[群英出版

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1201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217-4-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消防設備人員(消防設備士/師)套書. 

2023/傅維廷, 夏鵬翔編著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7-521-5 (全套:

平裝) NT$2620 普遍級  

海商法爭點解讀/辛律師編著 .-- 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78-

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記帳士小法典/許仲曦編著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201 .-

- 5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

7194-48-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記帳士考試會計學概要. 112 版/文呈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201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83-0 (平裝) NT$660 普遍級  

記帳士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

報實務(二合一). 112 版/蘇允成, 蘇仁

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81-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施敏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92-

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柯憲榮編著 .-- 十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20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52-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112 版/金永勝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 5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72-4 (平裝) NT$660 普遍級  

迴歸分析申論題完全制霸/趙治勳編

著 .-- 1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71-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1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20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5-29-3 (平裝

附光碟片) NT$130 普遍級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2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20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5-30-9 (平裝

附光碟片) NT$130 普遍級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7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20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75-31-6 (平裝

附光碟片) NT$130 普遍級  

高中數學 iStudy 教學講義. 二/錢寶明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385-5 (平裝) 普遍級  

高考租稅各論. 112 版/鄭漢, 鄭翰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582-3 (平裝) NT$650 普遍級  

高普考行政學. 113 版: 18 種解題核

心測驗題庫攻略/郭雋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558-8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高點圖解式法典憲法及相關法規/宣

律師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201 .-- 4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4-394-8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公法法規(含

財稅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1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87-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民事法規(含

勞動社會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 15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334-386-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刑事法規(含

法律倫理)/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2 .-- 

9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81-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商事法規(含

智慧財產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 15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88-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闖關筆記/宏典

文化金融證照闖關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1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265-02-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剪髮設計實務/洪銘南, 林佳燕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

382-4 (下冊:平裝) NT$420 普遍級  

商事法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王牌師資

群編著 .-- 2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54-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商業會計法/施敏編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89-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國小升資優班綜合智力測驗/前程編

輯部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前程, 

11112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704-530-0 (第 6 集:平裝) NT$270

普遍級  

國小英語 Wonder World 電子書(學生

版). 4/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6-780-0 (光碟片)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4 下/一

中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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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95-4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4 下/陳

央勻, 魏秀玲, 桑尼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奇鼎,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9-93-0 ( 平 裝 )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4 下/無

窮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201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92-3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4 下/蔡

喆, 鄧方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

鼎,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91-6 (平裝) NT$210 普

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4 下/李

明俠, 張亭婕, 劉慕依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201 .-- 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9-90-9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4 下/劉

珮昕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1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89-3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4 下/郭

金川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1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88-6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4 下/曉

曙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2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94-7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4 下/陳

妍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20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87-9 (平裝) NT$210 普遍級  

*國中英語備課用書. 1 下/紀佩妘, 郭

李義, 鄭郇, 蔡翰濬, 許雅雯, 曹珮綺

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04-7 (平裝) NT$464 普遍級  

*國中英語備課用書. 2 下/李宜瑾, 林

呈鞠, 紀佩妘, 郭李義, 許雅雯, 鄭郇, 

蔡翰濬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4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05-4 (平裝) NT$504 普遍級  

*國中英語備課用書. 3 下/桑愷婕, 郭

李義, 蔡翰濬, 戴孜伃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06-1 (平

裝) NT$336 普遍級  

國文(作文)(不動產)/黎容芝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20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54-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國文(作文)(記帳士)/黎容芝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20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94-53-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1 下/

吳宜玲, 林聰慧, 張春梅, 許偉傑, 張

智豪, 郭家玲, 蔡采靜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23-8 (平

裝) NT$292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2 下/

王聖豪, 李忠家, 何莉芳, 林淑靜, 陳

英煌, 閻珮玲, 鐘文生, 鐘建坪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24-

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3 下

(第一本), 理化/王聖豪, 林淑靜, 陳英

煌, 陳德桔, 曾右任, 鄭可萱, 閻珮玲, 

鐘文生, 鐘建坪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225-2 (平裝) 

NT$160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備課用書. 3 下

(第二本), 地科/王聖豪, 林淑靜, 陳英

煌, 陳德桔, 曾右任, 鄭可萱, 閻珮玲, 

鐘文生, 鐘建坪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226-9 (平裝) 

NT$168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備課用書. 1 下/

吳正宇, 林美芳, 唐裕凱, 張淑惠, 游

智凱, 廖經庭, 鄭淳方編撰 .-- 再版二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11-5 (平

裝) NT$336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備課用書. 2 下/

孔為捷, 吳正宇, 林聖凱, 林筱晴, 唐

裕凱, 游智凱, 蕭家政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212-2 (平裝) 

NT$332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備課用書. 3 下/

孔為捷, 文俞捷, 宋純慧, 吳正宇, 林

美芳, 林筱晴, 魯育誠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13-9 (平

裝) NT$284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備課用書. 1 下/

孔為捷, 吳正宇, 吳君麗, 李佳珊, 林

晉緯, 林美芳, 張淑惠, 許懿心, 游智

凱, 楊振源, 趙于萱, 廖經庭, 鄭淳方

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14-6 (平裝) NT$336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備課用書. 2 下/

孔為捷, 吳正宇, 林聖凱, 林筱晴, 唐

裕凱, 游智凱, 蕭家政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215-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備課用書. 3 下/

孔為捷, 文俞捷, 宋純慧, 吳正宇, 林

美芳, 林筱晴, 魯育誠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16-0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備課用書. 1 下/

孔為捷, 吳正宇, 吳君麗, 李佳珊, 林

晉緯, 林美芳, 張淑惠, 許懿心, 游智

凱, 楊振源, 趙于萱, 廖經庭, 鄭淳方

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27-6 (平裝) NT$376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備課用書. 2 下/

孔為捷, 吳正宇, 林聖凱, 林筱晴, 唐

裕凱, 游智凱, 蕭家政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3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228-3 (平裝) 

NT$332 普遍級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備課用書. 3 下/

孔為捷, 文俞捷, 宋純慧, 吳正宇, 林

美芳, 林筱晴, 魯育誠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29-0 (平

裝) NT$292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生活科技備課用書. 1

下/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 再版 .-- 臺

南市 : 南一, 11202 .-- 27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217-7 ( 平 裝 ) 

NT$332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生活科技備課用書. 2

下/周家卉,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 初

版 3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18-

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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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科技生活科技備課用書. 3

下/周家卉,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 初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19-

1 (平裝) NT$236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資訊科技備課用書. 1

下/江天瑋, 林德,圭 吳佩珊編撰 .-- 再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20-7 (平

裝) NT$252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資訊科技備課用書. 2

下/江天瑋, 周家卉, 林德圭, 吳佩珊,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 初版 3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221-4 (平裝) 

NT$224 普遍級  

*國民中學科技資訊科技備課用書. 3

下/江天瑋, 林欣儒, 林德圭, 吳佩珊,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51-222-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備課用書. 

1 下/林俊呈, 胡芷寧, 劉婉柔, 劉筱薇

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33-7 (平裝) NT$296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備課用書. 

2 下/林俊呈, 胡芷寧, 劉婉柔, 劉筱薇

編 撰  .-- 再 版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202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34-4 (平裝) NT$304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健康備課用書. 

3 下/林俊呈, 胡芷寧, 劉婉柔, 劉筱薇

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35-1 (平裝) NT$224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健康

篇. 1 下/王琛智, 吳建勲, 李世雷, 林

佑玲, 夏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楊志

豪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24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900-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健康

篇. 2 下/吳建勲, 李世雷, 林佑玲, 陳

秀琪, 陳麗婷, 黃則緯, 楊志豪, 蔡雅

詩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202 .-- 2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902-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健康

篇. 3 下/王琛智, 吳建勲, 李世雷, 林

佑玲, 夏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黃則

緯, 楊志豪, 蔡雅詩編撰 .-- 初版二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2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904-7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體育

篇. 1 下/王琛智, 吳建勲, 李世雷, 林

佑玲, 夏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楊志

豪編撰 .-- 再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2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901-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體育

篇. 3 下/王琛智, 吳建勲, 李世雷, 林

佑玲, 夏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黃則

緯, 楊志豪, 蔡雅詩編撰 .-- 初版二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20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905-4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體育

篇. 二下/吳建勲, 李世雷, 林佑玲, 陳

秀琪, 陳麗婷, 黃則緯, 楊志豪, 蔡雅

詩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202 .-- 19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903-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體育備課用書. 

1 下/李佳美, 周台英, 陳河吉, 孫佳婷, 

張家豪, 黃聖富, 劉政廷, 蔡明憲, 盧

譽誠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

一, 1120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236-8 (平裝) NT$240 普

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體育備課用書. 

2 下/李佳美, 林志謙, 林明澤, 徐仲徽, 

陳建文, 黃伊帆, 彭建皓, 劉昶佑編

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

237-5 (平裝) NT$228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體育備課用書. 

3 下/許元耕, 黃國禎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1-238-2 (平

裝) NT$166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1 下/王毓嫻, 

沈政傑, 官容任, 林珊如, 楊雅珊, 鄭

汶瑜, 蔡佳媛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202 .-- 60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207-8 ( 平 裝 ) 

NT$656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2 下/王毓嫻, 

沈政傑, 官容任, 林珊如, 鄭汶瑜, 蔡

佳媛, 林斐真, 徐芳薇, 曹子靖, 熊珮

豪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202 .-- 5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08-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國民中學國文備課用書. 3 下/王毓嫻, 

沈政傑, 林珊如, 楊雅珊, 陳歆瑜, 鄭

汶瑜, 林斐真, 徐芳薇, 曹靜嫻, 潘怡

如, 黃國書編撰 .-- 初版 2 刷 .-- 臺南

市 : 南一, 11202 .-- 4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09-2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家政備課用書. 1

下/辛靜玫, 金芳曲, 許天藍, 劉思筠編

撰 .-- 再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196-5 (平裝) NT$192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家政備課用書. 2

下/辛靜玫, 金芳曲, 劉思筠編撰 .-- 初

版 3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10-

8 (平裝) NT$164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家政備課用書. 3

下/辛靜玫, 金芳曲, 劉思筠編撰 .-- 初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97-

2 (平裝) NT$168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童軍備課用書. 1

下/杜宜璇, 邱敏慧, 魏鈺珊編撰 .-- 再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98-

9 (平裝) NT$188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童軍備課用書. 2

下/杜宜璇, 邱敏慧, 魏鈺珊編撰 .-- 初

版 3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199-

6 (平裝) NT$184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童軍備課用書. 3

下/杜宜璇, 邱敏慧, 魏鈺珊編撰 .-- 初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00-

9 (平裝) NT$160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輔導備課用書. 1

下/吳佩珊, 俞雅珊, 覺筱瑩編撰 .-- 再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01-

6 (平裝) NT$188 普遍級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輔導備課用書. 2

下/吳佩珊, 俞雅珊, 覺筱瑩編撰 .-- 初

版 3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02-

3 (平裝) NT$18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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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綜合活動輔導備課用書. 3

下/吳佩珊, 俞雅珊, 覺筱瑩編撰 .-- 初

版 2 刷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51-203-

0 (平裝) NT$144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1 下/李信仲, 

繆友勇, 吳秉鋒, 黃士哲, 邱繼輝, 陳

宏清, 林靖捷, 林欣穎編撰 .-- 再版二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4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95-8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1 下/李光祥, 

李宬風, 林柏嘉, 張敬楷, 彭良禎, 鄧

家駿, 蘇惠玉編撰 .-- 再版 2 刷 .-- 臺

南市 : 南一, 11202 .-- 29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51-230-6 ( 平 裝 ) 

NT$448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2 下/李信仲, 

繆友勇, 吳秉鋒, 黃士哲, 邱繼輝, 陳

宏清, 林靖捷, 林欣穎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4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896-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2 下/李光祥, 

林柏嘉, 張敬楷, 彭良禎, 鄧家駿, 蘇

惠玉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31-3 (平裝) NT$374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3 下/李信仲, 

繆友勇, 吳秉鋒, 黃士哲, 邱繼輝, 陳

宏清, 林靖捷, 林欣穎編撰 .-- 初版二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897-2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數學備課用書. 3 下/李光祥, 

林柏嘉, 張敬楷, 彭良禎, 鄧家駿, 蘇

惠玉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20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51-232-0 (平裝) NT$29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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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98-0 (PDF) 普遍級  

國貿船務英文/許坤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87-9 (PDF) 普遍級  

國際貿易實務/崔特編 .-- 七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96-9 (PDF) NT$480 普遍

級  

國際經濟學(概要)/蔡經緯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67-

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台電新進僱員綜合行

政五合一歷屆試題大全集/鼎文名師

群 編  .-- 三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102-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企業管理(含概要)/畢

斯尼斯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201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104-1 (平裝) NT$64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行政學(含概要)/太閣

編  .-- 十 一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201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100-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法學緒論 (含法律常

識)/胡劭安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201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103-4 (平裝) NT$640 普

遍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機械類)專業科目 . 2023(103~111

年試題)/李祥 , 林禾 , 張皓 , 祝裕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201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452-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國營鐵佐: 企業管理概論/大意: 重點

整理 精選考題/楊鈞編著 .-- 第十四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201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65-08-

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基本小六法/保成法學苑編 .-- 60 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12 .-- 28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3-584-7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專技人員考試. 2023: 多元型式作文/

王翔, 謝耀慶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265-04-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4 下/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9-401-4 (平裝) 普遍級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4 下/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2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9-

402-1 (平裝) 普遍級  

強登老師的不動產經紀人. 2023 年版. 

1, 不動產估價概要/強登編著 .-- 第十

一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201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65-

01-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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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慶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32-9 (PDF) NT$550 普遍

級  

教育政策與永續發展/吳清基, 林立

生, 吳靖國, 盧延根, 劉國兆, 練千睿, 

范熾文, 王滿馨, 陳政吉, 陳穎, 郭怡

立, 張明文, 顏國樑, 楊郡慈, 趙秋英, 

楊振昇, 謝念慈, 蔡進雄, 陳淑娟, 陳

盈宏, 李文基, 何宜紋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88-6 (PDF) NT$45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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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99-7 (PDF) 

普遍級  

教師資格考 中等學校: 課程教學與

評量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蕭如

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20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76-5 (平裝) 普遍級  

教師資格考 中等學校: 學習者發展

與適性輔導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

析/蕭如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201 .-- 2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3-575-8 (平裝) 普遍

級  

教師資格考 共同科目: 國語文能力

測驗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徐雅

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77-2 (平裝) 普遍級  

教師資格考 共同科目: 教育理念與

實務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徐雅

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20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78-9 (平裝) 普遍級  

斜槓作家教你翻譯與寫作 /林義修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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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253-37-3 (第 2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斜槓作家教你翻譯與寫作. 2/林義修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3-36-6 (PDF) 普遍級  

理財規劃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冠秀編著 .-- 第 21 版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6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998-1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票據法/池錚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201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70-0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貨幣銀行學(概要). 2023: 最新重點整

理+精選考題/葉倫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12 .-- 7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996-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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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92-9 (PDF) NT$430 普遍

級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陳月

娥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500-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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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501-7 (PDF) 普遍級  

普考金融保險必備套書. 2023 年/蔡

經緯, 孫妙雪, 蔡瑞祥, 李慧虹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626-334-361-0 (全套:

平裝) NT$2630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

與體育領域健康與護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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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875-6-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

與體育領域健康與護理.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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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875-7-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地理空白圖集. 第二冊/

三民地理編輯小組編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201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7-859-8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段考複習百試達. 第

四冊/林芸亦, 孫建業, 黃柏瑞, 黃毓培, 

鍾震亞, Ian Fletcher, Elizabeth Susanne 

Carter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202 .-- 21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7-863-5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 第

四冊/蔡宛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202 .-- 2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07-864-2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歷史. 第一冊/

林怡慧, 蘇睿鎧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202 .-- 3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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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人權/于子芸, 

徐千惠, 陳青青, 陳昺泰, 蔡群立, 劉

炳勛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175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626-312-898-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素養題本(乙版). 2/許尹鏵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202 .-- 

1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

894-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學習寶典(乙版). 2/芥子, 林三

重, 胡湘珍, 陳昺泰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202 .-- 176 面; 31 公分 .-

- ISBN 978-626-312-899-6 ( 平 裝 ) 

NT$190 普遍級  

智 慧 居 家 監 控 實 習 : Arduino Mega 

2560/舒錦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201 .-- 32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85-7 (平裝) 

普遍級  

游泳/楊世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警

專, 11201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8-82-3 (平裝) 普遍級  

稅則概要精析/文淵編 .-- 七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97-6 (PDF) NT$520 普遍

級  

稅務法規題庫二合一(選擇+申論). 

112 版/博誠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12 .-- 7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64-9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童年ㄅㄆㄇ(教師手冊)/黃于里, 黃晨

迪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79-53-6 (下

冊:平裝) 普遍級  

結構學重點暨題型解析/洪達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60-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進階高

階級模擬試題 . 5= TOCFL listening 

reading band B/ .-- 新北市 : 華測會, 

111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081-6-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普遍級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

寶典: 最新修訂試題(112 年啟用)/技

能檢定研究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91-0 (PDF) NT$400 普遍

級  

超人 60 DAYS 特攻本: 數位科技概論

應用(112 年統測適用)/薛博仁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92-7 

(PDF) NT$280 普遍級  

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89-8 (PDF) 普遍級  

進會考 數學講義(南版). 國中二下/陳

弘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112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86-2 (平裝) NT$190 普遍級  

量子科技入門/黃琮暐, 余怡青, 陳宏

斌, 鄭宜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86-2 (EPUB) 普遍級  

債法題型破解/張璐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201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309-6 (平裝) 

NT$7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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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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502-4 (PDF) 普遍級  

新國考台電新進僱用人員: 物理 試

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 /陳家騏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201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80-2 (平裝) 普遍級  

新國考台電新進僱用人員: 基本電學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 /陳志煒 , 

李偉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120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581-9 (平裝) 普遍

級  

新國考警專: 乙組專業科目-地理 試

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 /林載湖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73-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新國考警專: 乙組專業科目-數學(乙)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黃嶸介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20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88-8 (平裝) 普遍級  

新國考警專: 甲組專業科目-化學 試

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 /王丞浩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70-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新國考警專: 甲組專業科目-物理 試

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 /陳仲葳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71-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新國考警專: 甲組專業科目-數學(甲)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黃嶸介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20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87-1 (平裝) 普遍級  

新國考警專: 共同科目-英文 試試通

歷屆試題分類解析/傅香凝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12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72-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新國考警專: 共同科目-國文 試試通

歷屆試題分類解析/辛明芳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20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

586-4 (平裝) 普遍級  

新國考鐵路佐級與司法五等共同科

目: 國文 試試通歷屆試題分類解析/

王龍津, 丁鎧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201 .-- 3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579-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新簡明六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5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22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4-

379-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洪妍昕編著 .-- 十七版 .-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20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94-

49-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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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55-3 (EPUB) NT$273 普

遍級  

當代中文課程課本. 4/丁國雲, 胡睦

苓, 陳淑美編寫;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師大國語中心, 11203 .-

- 冊 .-- ISBN 978-626-7048-77-1 (全套: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經濟學(概要)測驗題完全制霸/蔡經

緯編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69-6 (平裝) NT$620 普遍級  

解剖生理學解題書/何宣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374-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資料庫應用/向宏編著 .-- 22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201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398-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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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503-1 (PDF) 普遍級  

實用必備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

庫/林俐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7-490-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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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491-1 (PDF) 普遍級  

精準制高中分科測驗資優數學甲總

複習/朱正康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

化, 11201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424-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遠東少年中文(student book). level 2= 

Far East Chinese for youth(student book). 

level 2/Wei-ling Wu, Hai-lan Tsai .-- 

third edition .-- 臺北市 : 遠東, 11201 .-

- 1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5598-11-2 (平裝) 普遍級  

遠東少年中文(student book). level 3= 

Far East Chinese for youth(student book). 

level 3/Wei-ling Wu, Hai-lan Tsai .-- 

third edition .-- 臺北市 : 遠東, 11201 .-

- 2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5598-12-9 (平裝) 普遍級  

遠東少年中文(workbook). level 1= Far 

East Chinese for youth(workbook).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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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ion .-- 臺北市 : 遠東, 11201 .-- 1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98-07-

5 (平裝) 普遍級  

遠東少年中文(workbook). level 2= Far 

East Chinese for youth(workbook). level 

2/Wei-ling Wu, Hai-lan Tsai .-- third 

edition .-- 臺北市 : 遠東, 11201 .-- 1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98-08-

2 (平裝) 普遍級  

遠東少年中文(workbook). level 3= Far 

East Chinese for youth(workbook). level 

3/Wei-ling Wu, Hai-lan Tsai .-- third 

edition .-- 臺北市 : 遠東, 11201 .-- 1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98-09-

9 (平裝) 普遍級  

遠 東 生 活 華 語 (student workbook). 

book I= 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student workbook). book I/劉咪

咪, 潘蓮丹, 陳惠玲, 林千惠編著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遠 東 , 

11201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598-10-5 (平裝) 普遍級  

銀行法/尹力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74-8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銀行貨幣銀行學概要. 112 版/品昇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12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579-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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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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93-6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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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0-095-2 (PDF) NT$580 普遍級  

齊軒的證券交易法/齊軒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201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350-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數位科技應用總複習/向宏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廣懋, 11201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31-0-2 (平

裝) 普遍級  

數學新世界: 高中核心素養. 十年級

上學期/蔡晴穎, 施皓耀作 .-- 第 5 版 .-

- 彰化縣 : 彰師大數學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490-9-8 (PDF) 

普遍級  

練吧!那些年考過的題目: 民事訴訟

法概要/李甦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201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35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 「精準表達,

以理服人」的技藝/彭明輝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728-2 (EPUB) 

普遍級  

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 「精準表達,

以理服人」的技藝/彭明輝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729-9 (PDF) 普遍級  

閱讀起步走. 中年級/陳啟淦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 11112 .-- 冊 .-- 

ISBN 978-986-433-137-6 (第 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33-138-3 (第

2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

433-139-0 (第 3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33-140-6 (第 4 冊:平裝) 

NT$170 普遍級  

閱讀起步走. 低年級/陳啟淦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 11112 .-- 冊 .-- 

ISBN 978-986-433-133-8 (第 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33-134-5 (第

2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

433-135-2 (第 3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33-136-9 (第 4 冊:平裝) 

NT$170 普遍級  

閱讀起步走. 高年級/陳啟淦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 11112 .-- 冊 .-- 

ISBN 978-986-433-141-3 (第 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33-142-0 (第

2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

433-143-7 (第 3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433-144-4 (第 4 冊:平裝) 

NT$170 普遍級  

齒顏頌: 窄弓的禍害 窄弓的診斷和

治療/梁廣庫, 楊慧瑛作 .-- 臺北市 : 

天泉牙醫診所, 11112 .-- 59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329-2-7 (平裝) 

普遍級  

導遊人員歷屆試題三合一考證 all 

pass/鼎文名師群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90-7 (PDF) NT$520 普遍

級  

憲法歷屆試題詳解/高點王牌師資群

編著 .-- 2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62-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輸配電學(含概要)/李以安編 .-- 八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91-4 (PDF) 

NT$520 普遍級  

營建管理<<系統剖析>>/劉冠廷, 劉

鳴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11112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6451-1-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2 年: 臨床醫

學/王郁晴, 王存孝, 林于翔, 鄭蓓琳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1201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

496-1 (平裝) 普遍級  

藝術感官整合 觀察與發現. B, 藍綠/

謝茵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克蘭普

文化, 11202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22-6-4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證券交易法爭點解讀/陳琮勛(伊律師)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12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368-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關務三等有機化學聖經= Organic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3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112 .-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781-26-7 (平裝) NT$1350 普遍級  

*關務三等物化分章聖經= Physical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3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112 .-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781-27-4 (平裝) NT$1350 普遍級  

*關務三等程序工業聖經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 荷 澄 化 學 , 黃 瑞 翔

作 .-- 第 3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

育, 11112 .-- 2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1-28-1 (平裝) NT$1350 普

遍級  

* 關 務 三 等 儀 器 分 析 聖 經 = 

Instrumental analysis/荷澄化學 , 黃瑞

翔作 .-- 第 3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

教育, 11112 .-- 2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1-29-8 (平裝) NT$1400 普

遍級  

*關務四等分析化學概要= Analytical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3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112 .-

- 2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781-24-3 (平裝) NT$1450 普遍級  

*關務四等有機化學概要= Organic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3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112 .-

- 1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781-25-0 (平裝) NT$1390 普遍級  

關務英文 /王文充 , 郭靖編 .-- 十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88-4 (PDF) 

NT$620 普遍級  

關務特考國際貿易實務/崔特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92-1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護理考試叢書. 七, 解剖生理學(精選

題庫)/王玉文, 郭純琦著 .-- 七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1112 .-- 1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933-7 (平

裝) NT$180 普遍級  

護理考試叢書. 二, 內外科護理學(精

選題庫)/張凱喬, 賴慧倫, 李一芹, 王

麗雲, 杜玉卿, 邱愛芳, 賴維淑, 蕭淑

貞, 鄭秀月, 吳仙妮, 吳沁樺, 陳瓊瑤, 

黃雅雯, 白香菊, 楊美伶, 游沛玲, 黃

碧華合著 .-- 八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11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925-2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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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科目二合一(事務管理)/胡劭安, 全

道豐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12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50-105-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鐵路佐級鐵佐共同科目高分速成三

合一/李杰, 郭靖, 廖震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50-098-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鐵路佐級鐵佐專業科目高分速成二

合一: 事務管理/令澤豐, 文淵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201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094-5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鐵路佐級鐵佐專業科目高分速成二

合一: 運輸營業/畢斯尼斯 , 梁實端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50-

099-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鐵 路法 (含 概要 、大 意 )/白崑成 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7-492-8 (PDF) 普遍級  

鐵路特考破解公民. 113 版/陳萱, 欣

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12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557-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觀光餐旅業導論/徐瑋澤, 馬惠雯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201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583-3 (下冊:平裝) 普遍級  

人體生理學: 身體功能之機轉/Eric P. 

Widmaier, Hershel Raff, Kevin T. Strang

原著; 王凱立等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41-496-4 (PDF) 普遍級  

兒童讀物 

12 生肖大聯盟. 2, 玉兔村的園遊會不

一樣/方素珍作; 掀掀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23-0 (PDF) 

NT$320 普遍級  

12 生肖大聯盟. 2, 玉兔村的園遊會不

一樣/方素珍作; 掀掀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24-7 

(EPUB) NT$320 普遍級  

ati wawa 來吧!孩子/Nakaw(林淑照)作; 

黃海蒂繪 .-- 初版 .-- 花蓮縣 : 台灣

TAMORAK 文教協會, 11202 .-- 24 面; 

16X18 公分 .-- ISBN 978-626-97022-0-

6 (精裝) NT$220 普遍級  

Livekids story series. level 4= 小學生必

讀 品 格 故 事 英 語 繪 本 . 4/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希 伯 崙 公 司 , 

11202 .-- 10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710-0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Reading house. level 1: Hansel and 

Gretel/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敦煌, 11201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231-08-

1 ( 精 裝 ) NT$180 .-- ISBN 978-626-

7231-09-8 (精裝附光碟片) NT$380 普

遍級  

Say "hi": 220 sight words+440 sentences. 

B/ .-- second edition .-- 新竹市 : 傑克

叔叔文化企業社 , 11201 .-- 56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80-1-

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Say "hi": a-z letters and sounds/ .-- 

second edition .-- 新竹市 : 傑克叔叔文

化企業社, 11201 .-- 56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280-3-2 (平裝) 

NT$299 普遍級  

Say "hi": easy talk and good habits/ .-- 

second edition .-- 新竹市 : 傑克叔叔文

化企業社, 11201 .-- 48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96280-2-5 (第 6 冊:

平裝) NT$299 普遍級  

STEAM 圖解百科: 人體/ワイスバー

ド智慧鳥作.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

美生活文創, 11201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30-22-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STEAM 圖解百科: 宇宙/ワイスバー

ド智慧鳥作.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

美生活文創, 11201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30-21-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Storytelling workbook. level 2/Helen 

Hsin .-- 臺中市 : 智多國際, 11112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966-

0-4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了解自己身體的反應,才能保護自己/

莉迪亞.鮑爾斯(Lydia Bowers)作; 伊莎

貝 .慕紐茲(Isabel Muñoz)繪; 張家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95-2-1 (PDF) 普遍級  

人魚公主/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文; 莉絲白.

茨威格(Lisbeth Zwerger)圖; 黃筱茵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 

11203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6772-1-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十二小守護過新年: 玉兔的祝福/陳

沛慈文; 嚴凱信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7-24-3 (PDF) 普遍級  

十二生肖童話套書: 鼠牛虎兔+龍蛇

馬羊+猴雞狗豬 /王家珍作; 王家珠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00-50-

6 (全套:精裝) NT$1200 普遍級  

三個朋友 /劉海棲文; 羅玲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2 .-- 44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342-

064-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凡凡的小日子/鍾子凡文; 鍾子凡, 

鍾子平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悠遊貓

藝術工作室, 11112 .-- 28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626-96844-3-4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大野狼想吃麵包/可白文; 徐建國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1-

04-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大熊郵差/凱芮羊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楊凱凱, 11112 .-- 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91-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大 鼻 子 的 故 事 /威廉 .豪夫 (Wilhelm 

Hauff) 文 ; 莉 絲 白 . 茨 威 格 (Lisbeth 

Zwerger)圖; 沈曉鈺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翡冷翠文創, 11203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772-4-5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小小人兒來幫忙繪本集: 團結力量

大!/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劉握瑜, 

陳毓書, 周姚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7237-27-4 (全套 :精裝 ) NT$1400

普遍級  

小小口袋书.一分钟破案: 无敌破案

王篇/魏红霞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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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書局, 11202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7258-04-0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小小口袋书.一分钟破案: 超级智多

星篇/魏红霞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

際書局, 11202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7258-03-3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小小汽車鬧翻天/可白文; 徐建國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1-

06-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小小花國國王 /柯薇塔 .巴可維斯卡

(Květa Pacovská)文.圖; 翡冷翠編譯

小組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

文創, 11203 .-- 36 面; 27X27 公分 .-- 

ISBN 978-626-96772-3-8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小 北 極 熊 找 媽 媽 = Little polar bear 

looking for mom/張哲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12-417-8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小四愛作怪: 無敵 36 計/阿德蝸文; 任

華斌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 

11112 .-- 冊 .-- ISBN 978-986-5581-98-

5 (全套:平裝) NT$900 普遍級  

小兔子的超能力/艾蜜莉.瓦茲文.圖; 

吳愉萱譯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96-0 (EPUB) NT$360 普遍級  

小 長 尾 豹 新 家 日 記 / 班 傑 明 . 修

(Benjamin Chaud)文.繪;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巴迪儂, 1120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6306-1-

5 (精裝) NT$380 普遍級  

小蝌蚪穿新衣/佐倉智子文; 塩田守

男圖; 綿羊(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維京國際, 11202 .-- 4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72-8 (精裝) 

普遍級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4, 消化道疾病,跨

越內心的高牆吧!/高嬉貞作; 趙勝衍

繪; 林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7-30-4 (EPUB) 普遍級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4, 消化道疾病,跨

越內心的高牆吧!/高嬉貞作; 趙勝衍

繪; 林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7-32-8 (PDF) 普遍級  

元宵節提燈籠/容兒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人類, 11201 .-- 36 面; 23X24 公

分 .-- ISBN 978-626-7168-62-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分享幸福= Sharing brings happiness/張

哲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12-416-1 (精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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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40-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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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41-7 (EPUB) 

普遍級  

水果派對!用鼻子看的書/Mr Iwi 文.圖; 

何俊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 11202 .-- 1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0-51-8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世界原來離我們這麼近: SDGs 小學

生愛地球行動指南/池上彰監修; 李

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29-8 (PDF) 普遍級  

世界原來離我們這麼近: SDGs 小學

生愛地球行動指南/池上彰監修; 李

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4-30-4 (EPUB) 普遍級  

冬天,大家都在做什麼?/羅陶蘇珊娜.

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溫

小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203 .-- 16 面; 34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77-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出發吧 !小鐵人 /許元耕文 ; 傑洛米

(Jeremy)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1202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49-281-7 (精裝) NT$360 普遍級  

出發吧!車車大集合!/申智允文; 閔智

娜圖;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40-3 (PDF) NT$320 普遍

級  

出發吧!車車大集合!/申智允文; 閔智

娜圖;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41-0 (EPUB) NT$320 普

遍級  

出發吧!車車大集合!= 꼬마 자동차 

부롱이/申智允文; 閔智娜圖; 林謹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20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49-144-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玉米田裡的小男孩: 從玉米田到哈佛

/陳俊龍口述; 華華文; 蔡宛伶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6-35-0 

(EPUB) 普遍級  

石塔/蘿蔔文; 寶妹圖 .-- 初版 .-- 臺中

市 : 蕭寶玲, 11112 .-- 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924-0 (平裝) 普遍

級  

伊索寓言: 口渴的烏鴉/伊索原著; 柱

柱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5-1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72-1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大肚蛙/伊索原著; 柱柱姐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人 類 ,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6-8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73-8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北風和太陽/伊索原著; 柱

柱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7-5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74-5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老鼠報恩/伊索原著; 柱柱

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8-2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75-2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老鼠開會/伊索原著; 柱柱

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78-3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65-3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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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 披著獅皮的驢子/伊索原

著; 柱柱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79-0 ( 平 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66-0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放羊的孩子/伊索原著; 柱

柱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0-6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67-7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朋友和熊/伊索原著; 柱柱

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1-3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68-4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烏鴉和狐狸/伊索原著; 柱

柱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2-0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69-1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貪心的狗/伊索原著; 柱柱

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76-9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77-6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機靈的小山羊/伊索原著; 

柱柱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3-7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70-7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伊索寓言: 螞蟻和蚱蜢/伊索原著; 柱

柱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168-84-4 (平裝 ) NT$160 .-- 

ISBN 978-626-7168-71-4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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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32-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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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33-5 (EPUB) 普遍級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90-39-

5 (全套:平裝) NT$6720 普遍級  

危險遠離我/可白文; 徐建國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71-09-4 (全套:平裝) 

NT$1200 普遍級  

吃健康的東西!= 건강한걸/李侖姬文

字; 申寶美圖畫; 蔡佳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32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626-343-629-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吃飯時間到啦!= 제때,제때/李侖姬文

字; 主民貞圖畫; 蔡佳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32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626-343-628-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好忙好忙的飛毛腿阿波 /尤塔 .鮑爾

(Jutta Bauer)文.圖; 海狗房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405-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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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4-5-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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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54-6-7 (PDF) 普遍級  

守夢人/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文.

圖; 幸佳慧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 11203 .-- 44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96772-2-1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安妮繞著地球跑. 1, 第一站京都/賴

曉珍文; 林師宇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37-7 (EPUB) 

NT$380 普遍級  

安妮繞著地球跑. 1, 第一站京都/賴

曉珍文; 林師宇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38-4 (PDF) 

NT$380 普遍級  

有 機 花 蓮 : 農 場 奇 遇 記 = Organic 

Hualien/林郁茜 , 蕭清月 , 謝繕聯撰

文  .-- 初 版  .-- 花 蓮 縣  : 花 縣 府 , 

111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9-88-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朱昂的奇幻夢境 /羅傑 .米羅 (Roger 

Mello)文.圖; 翡冷翠編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 11203 .-

- 44 面; 17X24 公分 .-- ISBN 978-626-

96772-9-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羊咩咩請跟我來/可白文; 徐建國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1-

07-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色彩女王/尤塔.鮑爾(Jutta Bauer)文.圖; 

林美琪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

翠文創, 11203 .-- 64 面; 17X25 公分 .-

- ISBN 978-626-96772-5-2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你 一 定 做 得 到 ! 勇 敢 跨 出 第 一 步

/Christine Naumann-Villemin 著 ; 

Maurèen Poignonec 繪; 童夢館編輯部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20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230-23-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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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3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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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37-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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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38-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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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39-5 (PDF) 

普遍級  

尾巴壓扁扁/可白文; 徐建國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1-02-

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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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床 邊 怪 獸 / 安 娜 莉 絲 . 舒 瓦 茲

(Annelies Schwarz)原著; 柯薇塔.巴可

維斯卡(Květa Pacovská)繪圖; 翡冷

翠編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 11203 .-- 36 面; 25X27 公

分 .-- ISBN 978-626-96772-7-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我的家人超級棒/金應文; 李藝淑圖; 

葉雨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1202 .-- 36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440-475-9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我是榮利. 1, 榮利的棒呆日記/傑夫.

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65-0 (EPUB) NT$380 普遍級  

我是榮利. 1, 榮利的棒呆日記/傑夫.

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66-7 (PDF) NT$380 普遍級  

我是榮利. 2, 榮利的棒呆大冒險/傑

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67-4 (EPUB) NT$380 普遍級  

我是榮利. 2, 榮利的棒呆大冒險/傑

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68-1 (PDF) NT$380 普遍級  

我 們 要 怎 麼 幫 助 大 森 林 ?/Katie 

Daynes 作; Róisín Hahessy 插圖; 李思

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12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60-79-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我們都是一家人: 大自然裡的獨特家

庭/露西.雷諾斯文; 珍娜.赫曼圖; 楊

弘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30-1 (PDF) 普遍級  

我們都是一家人: 大自然裡的獨特家

庭/露西.雷諾斯文; 珍娜.赫曼圖; 楊

弘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31-8 (EPUB) 普遍級  

我會尊重朋友的感受/莉迪亞.鮑爾斯

(Lydia Bowers) 作 ; 伊 莎 貝 . 穆 紐 茲

(Isabel Muñoz)繪; 張家葳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95-3-8 (PDF) 

普遍級  

沙坑裡的寶貝/可白文;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1-03-

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身體作主自己來!建立身體界線並尊

重他人/瑞秋.布瑞恩(Rachel Brian)文.

圖; 羅吉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200-51-3 (PDF) 普遍級  

身體作主自己來!建立身體界線並尊

重他人/瑞秋.布瑞恩(Rachel Brian)文.

圖; 羅吉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200-52-0 (EPUB) 普遍

級  

佩妮的石頭/張巧築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樹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63-4-7 (PDF) NT$180 普遍

級  

怪怪幼稚園: 玩具分享日/好笑王編

劇; 魚魚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唯

心科技, 11201 .-- 36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986-06893-9-6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怪俠空古力/顏志豪文; 曹一竹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505-4-5 (全套:

平裝) NT$840 普遍級  

怪獸發電廠 /馬克思 .維特惠思(Max 

Velthuijs)文.圖; 陳立妍翻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 11203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772-6-9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放鞭炮嚇跑年獸 /人類文化編輯部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

7168-63-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花園.布幔.十字架著色遊戲本= The 

garden, the curtain and the cross coloring 

and activity book/ 卡 爾 . 拉 弗 頓 (Carl 

Laferton) 文 ; 卡 塔 麗 娜 . 艾 切 維 里

(Catalina Echeverri)圖; 柯倩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1202 .-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50-

863-0 (平裝) NT$120 普遍級  

* 花 園 裡 的 北 極 熊 / 理 查 德 . 瓊 斯

(Richard Jones)文.圖; 郭妙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 

11201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6610-4-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阿嬤家/翁藝珊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1203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61-714-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孩子出生那三年/台梗玖號編劇; 魚

魚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唯心科技, 

11201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6975-0-2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春天,大家都在做什麼?/羅陶蘇珊娜.

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溫

小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203 .-- 16 面; 34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78-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看!便盆裡有什麼?/葛飛多.凡.舒納特

(Guido van Genechten)文 .圖; 楊雪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3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89-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看地圖認識世界: 我的第 1 本地圖繪

本/WILL 兒童知育研究所文; 鈴木麻

子圖; 宋碧華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202 .-- 40 面; 26X24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73-5 (精裝) 

普遍級  

看圖片 ,學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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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08-14-

4 (全套:精裝) NT$1750 普遍級  

秋天,大家都在做什麼?/羅陶蘇珊娜.

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溫

小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203 .-- 16 面; 34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80-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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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27-1 (EPUB) NT$7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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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28-8 (PDF) NT$750 普遍級  

香腸班長妙老師/鄭宗弦文; 任華斌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3 .-- 

冊 .-- ISBN 978-626-7271-00-1 (全套:

平裝) NT$10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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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大家都在做什麼?/羅陶蘇珊娜.

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溫

小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203 .-- 16 面; 34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79-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夏夜,大家都在做什麼?/羅陶蘇珊娜.

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溫

小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203 .-- 16 面; 34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81-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容易緊張怎麼辦?學習情緒管理和放

鬆心情/瑞秋.布瑞恩(Rachel Brian)文.

圖; 羅吉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200-53-7 (PDF) 普遍級  

容易緊張怎麼辦?學習情緒管理和放

鬆心情/瑞秋.布瑞恩(Rachel Brian)文.

圖; 羅吉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200-54-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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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8-003-9 (EPUB) 

NT$210 普遍級  

特別女生薩哈拉/愛絲梅.拉吉.柯德

爾作; 陳水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7-31-1 (PDF) 普遍級  

真 的 真 的好 想 你 /胡琇雅 著 ; Mimi 

Cloud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

活文創, 1120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230-20-6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神仙也瘋狂/陳景聰作; Sad FU 插畫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冊 .-

- ISBN 978-986-5581-97-8 (全套:平裝) 

NT$520 普遍級  

神奇透光書: X 光照過來囉!/Carron 

Brown 作; 廖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 11201 .-- 36 面; 28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0-80-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神 奇 透 光 書 : 海 洋 生 物 透 出 來

囉!/Carron Brown 作; 廖佳儀譯 .-- 新

北市  : 禾流文創 , 11201 .-- 36 面 ; 

28X30 公分 .-- ISBN 978-626-7160-81-

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神 祕 魷 魚 的 驚 奇 冒 險 / 飢 餓 蕃 茄

(Hungry Tomato) 作 ; 貝 利 . 亞 伯 特

(Barry Ablett)繪; 魏嘉儀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73-7-5 (EPUB) 

普遍級  

神機妙算半仙嬤/姜子安作; 陳志鴻

插 畫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兵 ,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581-94-

7 (全套:平裝) NT$600 普遍級  

草蜢的幸福雜貨店/敦.德勒根(Toon 

Tellegen)著; 林敏雅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51-3 (EPUB) 

NT$320 普遍級  

草蜢的幸福雜貨店/敦.德勒根(Toon 

Tellegen)著; 林敏雅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52-0 (PDF) 

NT$320 普遍級  

追夢小黑魚/薩馬德.布蘭吉(Behrangi 

Samad) 文 ; 法 爾 希 德 . 梅 斯 蓋 理

(Farshid Mesghali)圖; 翡冷翠編譯小

組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

創, 11203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6999-0-2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偷偷看一下 : 消防車 /蘿拉 .布萊恩

(Lara Bryan) 文 ; 卡 洛 琳 . 阿 提 亞

(Caroline Attia)圖; 謝維玲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204 .-- 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03-960-1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偷偷看一下: 逛逛動物園/安娜.米爾

布倫(Anna Milbourne)文; 席夢娜.迪米

特利(Simona Dimitri)圖; 麥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204 .-- 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03-961-

8 (精裝) 普遍級  

動物小夥伴的超級太空週末/蓋兒.阿

莫 拉 斯 (Gaëlle Alméras) 著 ; 洪 夏 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35-7 

(EPUB) 普遍級  

國際無字繪本大獎系列/布萊恩.費茲

傑羅, 傑克.泰薩羅, 瑪莉安娜.魯伊斯.

約翰遜, 瑪爾塔.潘塔利奧, 亞莉安娜

帕皮尼, 利卡多.弗蘭卡維利亞, 瑪格

麗塔.斯噶拉塔, 安娜斯塔西婭.蘇沃

洛娃, 郭秀真, 馬利亞.妞恩道夫, 李堯

作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999-1-9 (全套:

精裝) NT$3000 普遍級  

專注力遊戲: 交通工具找找在哪/人

類文化編輯部著; 參幻堂工作室繪

圖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

7168-89-9 (平裝) NT$90 普遍級  

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動物在哪/人類

文化編輯部著; 參幻堂工作室繪圖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201 .-- 24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68-90-

5 (平裝) NT$90 普遍級  

帶書去旅行的熊/法蘭西斯.托斯得文

(Frances Tosdevin)文; 蘇菲亞.歐康納

(Sophia O'Connor)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奧林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00-2-2 (PDF) 普遍級  

彩 繪 鳥 / 馬 克 思 . 維 特 惠 思 (Max 

Velthuijs)文.圖; 陳立妍翻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 11203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6772-8-3 (精

裝) NT$280 普遍級  

救難英雄黑皮: 地震搜救犬的故事/

鄭博真文; 葉曼玲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54-1 (PDF) NT$350 普遍

級  

理財勇者 RPG. 電子支付挑戰篇/學

研 PLUS 著;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98-4 (EPUB) 普遍

級  

理財勇者 RPG. 實體支付挑戰篇/學

研 PLUS 著;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99-1 (EPUB) 普遍

級  

這是誰的金子?= Nnima ka liqa nii?/王

心怡文字.繪圖 .-- 初版 .-- 花蓮市 : 花

縣文化局, 11112 .-- 40 面; 21X29 公

分 .-- ISBN 978-986-5429-84-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陪孩子一起關心環境套書/謝淑美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96895-1-

4 (全套:精裝) NT$12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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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天下,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5-392-2 (EPUB) NT$400 普遍級  

廁所幫少年偵探. 2, 珍珠奶茶事件/

林佑儒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33-5 (EPUB) 普遍級  

*揭開大園國小的祕密/許富郁, 鐘怡

雯, 莊淳琬作; 林家羽繪 .-- 桃園市 : 

桃園市大園國小, 11111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59-99-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猴雞狗豬/王家珍作; 王家珠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44-5 

(PDF) 普遍級  

猴雞狗豬/王家珍作; 王家珠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45-2 

(EPUB) 普遍級  

童年ㄅㄆㄇ讀本/黃晨迪主編; 天河

兒童插畫工作室畫 .-- 再版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201 .-- 56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7179-49-9 (下冊:

平裝) 普遍級  

等一下: 手語動動書/魏如君, 高鳳鳴

作; 陳淑玲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10811 .-- 1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7004-0-

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園丁小花狗/吳欣芷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20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31-59-

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媽媽不見了/可白文; 徐建國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1-01-

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搜神故事集. 2:乘龍飛天的鑄劍師/李

明足文; 林鴻堯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733-6 (EPUB) 普遍級  

搜神故事集. 2:乘龍飛天的鑄劍師/李

明足文; 林鴻堯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6734-3 (PDF) 普遍級  

新年傳統習俗故事套書/葛冰, 幼兒

畫報社作; 趙曉宇, 嚴一溪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494-9-5 (全套:精裝) 

NT$640 普遍級  

聖誕快樂!用鼻子看的書/Mr Iwi 文.圖; 

何俊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 11202 .-- 18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180-52-5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跟著北極熊植物獵人去探險/雪倫.任

塔(Sharon Rentta)文.圖;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19-2 

(EPUB) 普遍級  

跳跳猴的衣架/可白文;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1-08-

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鼠牛虎兔/王家珍作; 王家珠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48-3 

(PDF) 普遍級  

鼠牛虎兔/王家珍作; 王家珠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49-0 

(EPUB) 普遍級  

嘟嘟歷險記/陳沛恩圖; 陳藝文文 .-- 

第一版  .-- 嘉義市  : CPN 工作室 , 

11202 .-- 24 面; 16X22 公分 .-- ISBN 

978-626-96938-0-1 (精裝) NT$200 普

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化學/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2-053-3 (全套:精裝) 

NT$2240 普遍級  

漫畫版這就是生物/米萊童書著.繪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11 .-- 冊 .-- 

ISBN 978-626-342-063-2 (全套:精裝) 

NT$2520 普遍級  

熊熊好朋友/Petr Horáček 作; 李思源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202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7160-82-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蜜密地圖= The map of bee/許玄淳文.

圖 .-- 苗栗縣 : 許玄淳, 11112 .-- 4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907-

3 (平裝) 普遍級  

說 謊 男 孩 / 麗 莎 . 湯 普 森 (Lisa 

Thompson)著; 陳柔含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6-4-7 (PDF) NT$350

普遍級  

說 謊 男 孩 / 麗 莎 . 湯 普 森 (Lisa 

Thompson)著; 陳柔含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6-5-4 (EPUB) 

NT$350 普遍級  

數獨英雄學院: 皇家院士級/Nikoli 文.

圖; Mind Works Limitied 威震 4 方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202 .-

- 1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626-

7180-48-8 (活頁裝) NT$125 普遍級  

數獨英雄學院: 智能大師級/Nikoli 文.

圖; Mind Works Limitied 威震 4 方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202 .-

- 1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626-

7180-49-5 (活頁裝) NT$125 普遍級  

數獨英雄學院: 腦力博士級/Nikoli 文.

圖; Mind Works Limitied 威震 4 方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202 .-

- 1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626-

7180-50-1 (活頁裝) NT$125 普遍級  

趣解三十六計/囍悅漫畫作.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3-605-3 (全套:平裝) 

NT$850 普遍級  

遷徙者= Migrants/Issa Watanabe 作 .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202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7206-65-2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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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8-004-6 (EPUB) 

NT$210 普遍級  

鴨腳毛毛兔/可白文; 徐建國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201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271-05-

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龍蛇馬羊/王家珍作; 王家珠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46-9 

(PDF) 普遍級  

龍蛇馬羊/王家珍作; 王家珠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47-6 

(EPUB) 普遍級  

糟糕壞父母: 亂糟糟/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著;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高子梅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53-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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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文.圖; 周姚萍, 劉握瑜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37-26-7 (全套:

精裝) NT$960 普遍級  

露娜的魔笛: 給長笛與鋼琴的童話

/Blaž Pucihar 作; Igor Šinkovec 插畫; 郭

于瑄翻譯 .-- 雲林縣 : 郭于瑄, 11202 .-

- 3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92-2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變色蜥蜴和貓臉花/孫晴峰文; 張筱

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5-059-9 (PDF) 普遍級  

變色蜥蜴和貓臉花/孫晴峰文; 張筱

琦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60-5 (EPUB) 普遍級  

ぼくと妹とくらやみの中の小人た

ち/徐錦成著; 施依婷繪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 11112 .-- 80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57-8524-95-8 (平裝) 

普遍級  

岬灣書屋/宋祚忠總編輯 .-- 基隆市 : 

海科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108-7 (HTML) 普遍級  

漫畫書 

(大會報告)壞心眼的天使說這次煞

不住/黛こえだ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76-3 

(EPUB) NT$40 限制級  

(兩週限定)偽裝夫婦: 一覺醒來發現

同 期 同事 兼初 戀正 裸體躺 在 我身

邊!?/青井はな作; 兎山もなか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77-0 (EPUB) NT$40 限制

級  

(直條式漫畫)人鬼不殊途?: 好色驅魔

師與被捕捉的鬼/夏野はるお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868-8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不良上司他未免也太

可愛!!/竹輪つぼみ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69-5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召魔宮女與孤傲驅魔

師 的 眾 裡 尋 他 千 百 度

/HAOJIASI:MANGA SHOKUNIN 

STUDIO 作; 柊一葉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70-1 (EPUB) NT$4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我的年上老公/龍本み

お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71-8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妳就是世界上唯一的

費洛蒙/ならだ大和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72-5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副社長與我的同居生

活=構築愛的小窩/伊田 hnk 作; 葉月

りゅう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73-2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溺愛同居人的方法: 表

哥 要 我用 身 體來 付房 租 !?/皐月文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74-9 (EPUB) 

NT$20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網遊系戀愛: 網聚碰面

才知道清純可人的她竟然是超級菁

英 的 他 ....../小 桜 深 紅 : 大峰 い る か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75-6 (EPUB) 

NT$20 限制級  

(痛快系童話)擊退毒親的公主: 區區

蘋果可是殺不了我的!/Tamon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852-4 (EPUB) 普遍

級  

1/2 王子(珍藏版). 1/蔡鴻忠漫畫; 御我

原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32-6 (PDF) 

NT$180 普遍級  

1934 穿越的星與夢/吳宇實漫畫; 花

聆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9-71-5 (EPUB) 普遍級  

2.5 次元的誘惑/橋本悠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831-9 (第 9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35 歲的告白/TEI 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20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56-5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35 歲的告白/TEI 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95-4 (EPUB) NT$70 普遍

級  

35 歲的告白/TEI 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96-1 (PDF) NT$70 普遍

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6/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86-1 (EPUB) 普遍級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6/石塚真一

作;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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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85-4 (第 8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BLUE LOCK 藍色監獄. 4/金城宗幸原

作; ノ村優介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55-3 (EPUB) NT$55 普遍

級  

BL 漫畫家想學色色的 XX/千葉たゆ

り 作 ; 李 芸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937-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Boichi SF 創作短篇集. 1, 時空旅人

/Boichi 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56-0 (EPUB) NT$88 普遍級  

Dr.STONE 新石紀. 24/Boichi 作; 稲垣

理一郎原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40-1 (EPUB) NT$55 普遍級  

Dr.STONE 新石紀. 25/Boichi 作; 稲垣

理一郎原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41-8 (EPUB) NT$5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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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特異點. I, 惡性隔絕魔境 新宿 新宿

幻靈事件/TYPE-MOON 原作; 佐々木

少年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7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52-247-3 (第 3 冊:平

裝)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特異點. I, 惡性隔絕魔境 新宿 新宿

幻靈事件. 3/TYPE-MOON 原作; 佐々

木少年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85-5 (EPUB) 普遍

級  

GACHI AKUTA/裏那圭漫畫;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873-2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Helck: 勇者赫魯庫(新裝版)/七尾七

希作; 豬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37-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JOJO 的奇妙冒險 瘋狂.鑽石之惡靈

的失戀/上遠野浩平原作; カラスマ 

タスク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

048-5 (第 1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626-360-049-2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05 普遍級  

KERORO 軍曹/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2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237-4 (第 32 冊:平裝) 普遍級  

KERORO 軍曹. 32/吉崎観音作; 章澤

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86-2 (EPUB) 普遍級  

MADK 惡魔調教/硯遼作; 陳姿君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5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79-4 (第 3 冊:

平裝) NT$150 限制級  

MAO 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 王敏媜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

155-7 (第 11 冊:平裝) NT$120 普遍級  

May I taste i?/悠子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60-2 (EPUB) NT$70 限制

級  

May I taste it?/悠子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20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55-8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May I taste it?/悠子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59-6 (EPUB) NT$70 限制

級  

Miracle John: 奇蹟的廁所/中川カネ

子作; 夏飴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2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49-7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Myanmar, the last stand/Script Frédéric 

Debomy; Comic Lau Kwong-Shing .-- 初

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3-5-8 (PDF) 

普遍級  

ONE PIECE 航海王 episode A:艾斯外

傳/尾田栄一郎原作; Boichi 漫畫;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111-6 (第 1 冊:

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360-

112-3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ONE PIECE 航海王. 103/尾田栄一郎

作 ; 許 任 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42-5 (EPUB) NT$55 普遍級  

orange 橘色奇蹟/高野苺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60-172-7 (第

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PEDIGREE 純種. 1/丹下道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43-2 (EPUB) 

NT$69 限制級  

Rozen Maiden 0 薔薇少女/PEACH-PIT

作; 蘇黎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202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36-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Rozen Maiden0 薔薇少女. 1/PEACH-

PIT 作; 蘇黎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17-6 (EPUB) NT$80 普遍級  

Rozen Maiden0 薔薇少女. 1/PEACH-

PIT 作; 蘇黎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18-3 (PDF) NT$80 普遍級  

Rozen Maiden0 薔薇少女. 2/PEACH-

PIT 作; 蘇黎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97-8 (EPUB) NT$80 普遍級  

Rozen Maiden0 薔薇少女. 2/PEACH-

PIT 作; 蘇黎衡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98-5 (PDF) NT$80 普遍級  

SUPER SHIRO 英雄小白/臼井儀人原

作; 相庭健太漫畫; 蔡夢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2 .-- 15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934-0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外傳 Gun 

Gale Online/時雨沢惠一原作; たもり

ただぢ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7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41-1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外傳 Gun 

Gale Online. 4/時雨沢惠一原作; たも

りただぢ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87-9 (EPUB) 普遍

級  

The apple of my eye 我的寶貝/円場喜

与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2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824-1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VictimGirlsR 魅魔女王 vs 雜魚哥布林

/朝凪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486-3 (平裝) NT$300 限制級  

「憑妳也想討伐魔王?」被勇者小隊

逐出隊伍,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キキ

原作; 南方純漫畫; 梁勝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830-2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一夜愛情旅館/高岡七六作; 魚塔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319-0 

(EPUB) NT$90 限制級  

一夜愛情旅館/高岡七六作; 魚塔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20-6 (PDF) 

NT$90 限制級  

人偶= Puppet/銀甫[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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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8 ( 第 3 冊 :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NT$200 .-- ISBN 978-626-347-939-5 (第

3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140 普遍

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西修作 ;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915-9 (第 14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626-347-916-

6 (第 15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626-347-917-3 (第 16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9/西修作;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47-0 (EPUB) 

NT$55 普遍級  

八男?別鬧了!/Y.A 原作; 楠本弘樹漫

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202 .-- 冊 .-- ISBN 978-626-

352-238-1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52-239-8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240-4 (第 10 冊:平裝) 普

遍級  

八男?別鬧了!. 10/Y.A 原作; 楠本弘樹

漫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88-6 (EPUB) 普遍級  

八男?別鬧了!. 8/Y.A 原作; 楠本弘樹

漫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89-3 (EPUB) 普遍級  

八男?別鬧了!. 9/Y.A 原作; 楠本弘樹

漫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90-9 (EPUB) 普遍級  

十三歲生日這天,我當上了皇后/石田

リンネ原作; 青井みと漫畫; 游若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256-5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十三歲生日這天,我當上了皇后. 2/石

田リンネ原作; 青井みと漫畫; 游若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306-7 (EPUB) 普遍級  

千手 /雅紳 [作 ]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60-066-

9 (第 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360-067-6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140 普遍級  

大叔與貓/桜井海作; 李芸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77-0 (第 10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大家做實驗= Let's work in laboratory/

冰晝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冰晝川, 

1120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01-0945-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大黑暗 /林田球作; 鄭世彬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32-9 (第

5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大學入學典禮當天,性經驗 0 的我顏

射了波濤洶湧的美女。/心融, 赤木

蓮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913-5 (EPUB) 

NT$40 限制級  

女友屬性: 專屬於你/MARUTA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78-7 (EPUB) NT$120 限

制級  

女兒的朋友. 2/萩原麻美作; 風間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56-2 (EPUB) 

NT$55 限制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ヒロユキ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872-

5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女神降臨/Yaongyi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52-258-9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52-259-6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工作血小板. 3/柿原優子原作; ヤス

漫 畫 ; 冰 箱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57-7 (EPUB) NT$55 普遍級  

工作細胞 ILLEGAL/橋本カヱ原作; 

次恒一漫畫;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043-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不可知論偵探. 2: 惡人正機/薛西斯

編劇; 鸚鵡洲作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2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26-29-2 (上冊:平裝) 

NT$299 普遍級  

不可知論偵探. 2: 惡人正機. 上/薛西

斯編劇; 鸚鵡洲作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獨步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6-30-8 (EPUB) 普遍

級  

不死不運/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82-4 (第 1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不苟言笑的將校大人和處女女僕的

性愛指導時間/みずの雪見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79-4 (EPUB) NT$40 限制級  

中華小廚師!極. 12/小川悅司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62-3 (EPUB) 

NT$55 普遍級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14/春場葱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959-3 

(EPUB) NT$120 普遍級  

今天、分手吧/河合あめ作; 曾薏珊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61-9 

(EPUB) NT$90 限制級  

今天、分手吧/河合あめ作; 曾薏珊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62-6 

(PDF) NT$90 限制級  

今天開始當個壞孩子。/たぬま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518-1 (平裝) 

NT$250 限制級  

今生也請多指教/李惠作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202 .-- 3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56-182-3 (第 1 冊:平

裝) NT$350 普遍級  

元氣 !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39-8 (第 2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元氣!抓狂一族. 20/浜岡賢次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21-3 

(EPUB) NT$80 普遍級  

元氣!抓狂一族. 20/浜岡賢次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22-0 

(PDF) NT$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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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小小前輩. 1/斎創作;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46-3 (EPUB) 

NT$69 普遍級  

化物語/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874-9 (第 19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釣怪魚篇. 14/

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64-7 (EPUB) NT$150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10/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49-4 (EPUB) NT$180 普遍級  

天國大魔境/石黒正数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24-9 (第 6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 5/猫屋, 蟻吉

げん, IAPOC, 苺田ると, イチフジニ

タカ, カルトマ, 熊沢, ケメジホ, 南

極珊瑚, 久野木とき, 羊箱, Rida 漫畫; 

尊師 K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2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248-0 (平裝) 普遍級  

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 5/猫屋, 蟻吉

げん, IAPOC, 苺田ると, イチフジニ

タカ, カルトマ, 熊沢, ケメジホ, 南

極珊瑚, 久野木とき, 羊箱, Rida 漫畫; 

尊師 K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91-6 (EPUB)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1/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07-6 (EPUB)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1/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08-3 (PDF)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2/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09-0 (EPUB)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2/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10-6 (PDF)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3/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11-3 (EPUB)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3/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12-0 (PDF)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4/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13-7 (EPUB)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4/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14-4 (PDF)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5/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15-1 (EPUB) 普遍級  

少女結晶.心之誕生石. 5/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6-116-8 (PDF) 普遍級  

少年的深淵 /峰浪りょう作 ;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21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0-

838-8 (第 6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心理醫恭介. 1/沖本秀漫畫; 亞樹直

原作; 莊湘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099-4 (EPUB) 普遍級  

心理醫恭介. 1/沖本秀漫畫; 亞樹直

原作; 莊湘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00-7 (PDF) 普遍級  

心理醫恭介. 2/沖本秀漫畫; 亞樹直

原作; 莊湘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01-4 (EPUB) 普遍級  

心理醫恭介. 2/沖本秀漫畫; 亞樹直

原作; 莊湘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02-1 (PDF) 普遍級  

心理醫恭介. 3/沖本秀漫畫; 亞樹直

原作; 莊湘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03-8 (EPUB) 普遍級  

心理醫恭介. 3/沖本秀漫畫; 亞樹直

原作; 莊湘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04-5 (PDF) 普遍級  

心理醫恭介. 4/沖本秀漫畫; 亞樹直

原作; 莊湘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05-2 (EPUB) 普遍級  

心理醫恭介. 4/沖本秀漫畫; 亞樹直

原作; 莊湘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06-9 (PDF) 普遍級  

方形的約定: 引渡案件 001/漫漫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7331-

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方形的約定: 引渡案件 001/漫漫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399-2 (EPUB) 

NT$70 普遍級  

方形的約定: 引渡案件 001/漫漫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400-5 (PDF) 

NT$70 普遍級  

日日夜夜/わた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88-7 (PDF) NT$160 限制級  

日日夜夜/わた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517-4 (EPUB) NT$160 限制級  

日闇之時/曾耀慶漫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204 .-- 1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9-728-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水流向大海. 3/田島列島作; 杜信彰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50-0 (EPUB) 

NT$55 普遍級  

火武耀揚. 10/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8-3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11/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7-6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12/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6-9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13/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87-0-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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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武耀揚. 14/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6-9-0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15/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87-1-4 (EPUB) 普遍級  

火武耀揚. 16/邱瑞新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天虹,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87-2-1 (EPUB) 普遍級  

火鳳燎原/陳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60-059-1 (第 7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王子的項圈/佐野由岐彦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80-0 (EPUB) NT$40 限制級  

王者天下/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2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7334-3 (第

62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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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401-2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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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7402-9 (PDF) NT$90 限制級  

凹陷乳頭秘密開發中/加賀城ヒロキ

作; 灰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

037-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出征勇者戀上旅館兒子/あんどう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36-4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24/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65-4 

(EPUB) NT$150 普遍級  

可以先從番開始嗎?/LittleN 作; 某批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41-1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22/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805-0 (EPUB) 普遍級  

只因我而發情!?蜜液淋漓減肥計畫: 

來自野獸男友的肉體訓練/いよ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81-7 (EPUB) NT$40 限制

級  

四個字。: 無論今天,或是明天/暮作;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47-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四個字。: 無論過去,或是未來/暮作;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48-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外之國的少女/ながべ作; 張紹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60-175-8 (第 9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外表可疑二人組/鬼澤馬勇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94-

7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失戀成癮/鷹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945-6 (EPUB) NT$55 限制級  

失戀黑道成為妖怪新娘/灰崎めじろ

作 ; 吳 美 嬅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60-121-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奴隸狗狗的凌辱馬殺雞: 這次輪到妳

當我的洩慾玩具了/蒼野アキラ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82-4 (EPUB) NT$40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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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63-3 (EPUB) NT$9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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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64-0 (PDF) NT$90 限制級  

本命變辦公室的同事了!?: 距離不到

0.01mm 的超狂粉絲福利快感直衝雲

霄高潮陣陣迭起/あずたか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83-1 (EPUB) NT$40 限制級  

未盡之花/笹倉綾人作;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52-251-0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52-252-7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未盡之花. 2/笹倉綾人作; 夏德爾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92-3 

(EPUB) 普遍級  

未盡之花. 3/笹倉綾人作; 夏德爾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93-0 

(EPUB) 普遍級  

白金終局. 14/小畑健漫畫; 大場鶇原

作 ; 林 志 昌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44-9 (EPUB) NT$55 限制級  

白峰先生想被野獸療癒/桃季さえ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255-8 (平裝) 限制級  

白峰先生想被野獸療癒/桃季さえ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303-6 (EPUB) 限制級  

仰望親吻你的唇/大槻ミゥ作; 亞美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23-7 

(EPUB) NT$100 限制級  

仰望親吻你的唇/大槻ミゥ作; 亞美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24-4 

(PDF) NT$100 限制級  

全部都是你的錯。. III/玉之けだま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515-0 (平

裝) NT$300 限制級  

各取所需的-Double Fake-伴侶契約/

爺太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60-036-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因為我想更進一步 /葛城かつら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899-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因為這樣,昨天被奪走了. 4/夜神里奈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67-1 (EPUB) NT$7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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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樣,昨天被奪走了. 4/夜神里奈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68-8 (PDF) NT$70 普遍級  

因為這樣,昨天被奪走了. 5/夜神里奈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65-7 (PDF) NT$70 普遍級  

因為這樣,昨天被奪走了. 5/夜神里奈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66-4 (EPUB) NT$70 普遍級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52-244-2 (第 9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52-245-9 (第

10 冊:平裝) 限制級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10/月夜淚原

作 ;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 捲毛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82-4 (EPUB) 限制級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9/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83-1 

(EPUB) 限制級  

地下護衛之特殊關係 Under Security 

Police SR/獅子目ユノ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525-9 ( 平 裝 ) 

NT$250 限制級  

地球之子/神海英雄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972-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5 .-- ISBN 978-626-347-973-9 (第

2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626-

347-974-6 (第 3 冊:平裝) NT$105 普遍

級  

地雷系男友/かさいちあき作; 陳家

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113-0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60-114-7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在床上請給我世界第一的愛 /やん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84-8 (EPUB) 

NT$40 限制級  

好心放我一馬吧/リオナ作; 布丁媽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128-4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如何讓怕寂寞的他陷入溺愛圈套/拝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85-5 (EPUB) 

NT$40 限制級  

如寶物般的玻璃珠 /鈴丸みんた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78-4 (平裝) NT$160 限制級  

宅男打籃球/洪元建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20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72-2 (第 21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寺野與熊崎/依子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2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89-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年上菁英女騎士只在我面前露出可

愛的一面/たかた原作; 吉野宗助漫

畫;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203 .--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828-9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成人玩具銷售員的工作很辛苦!/sage.

ジョー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

521-1 (平裝) NT$200 限制級  

成為悲劇元凶的最強異端,最後頭目

女王為了人民犧牲奉獻 /天壱原作; 

松浦ぶんこ漫畫; 黃品玟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3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27-2 (第 3 冊:

平裝) NT$240 普遍級  

成就相繫戀情的方法/吉尾アキラ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63-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宮田トヲル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898-5 (平裝) NT$150 限制級  

有隱情的新婚生活/上田にく作; 曾

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125-

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朱音落語/末永裕樹原作; 馬上鷹将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969-

2 (第 1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

626-347-970-8 (第 2 冊:平裝) NT$105 .-

- ISBN 978-626-347-971-5 (第 3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羽柴的逃愛 marrige(婚姻)故事: 溺愛

達令今天也一樣不老實/綾戸アスコ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86-2 (EPUB) 

NT$40 限制級  

肌肉男友的天然呆可愛到爆 ...裡面

的愛情多到滿出來/かずい流水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87-9 (EPUB) NT$40 限制

級  

肌肉魔法使 MASHLE/甲本一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979-

1 (第 4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色情狂魔的甜蜜性制裁: 上司 x 後輩

x 雙重夾擊/ももしか藤子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88-6 (EPUB) NT$40 限制級  

西遊妖猿傳. 西域篇(典藏版)/諸星大

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356-193-9 (第 1 冊:平裝) NT$380 .-

- ISBN 978-626-356-194-6 (第 2 冊:平

裝) NT$380 .-- ISBN 978-626-356-195-

3 (第 3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

626-356-196-0 (第 4 冊:平裝) NT$380 .-

- ISBN 978-626-356-197-7 (第 5 冊:平

裝) NT$380 .-- ISBN 978-626-356-198-

4 (第 6 冊:平裝) NT$380 普遍級  

西遊妖猿傳. 西域篇(典藏版)(1-6)/諸

星大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56-199-1 ( 全 套 : 平 裝 ) 

NT$2500 普遍級  

你好,身為魔女的我,被心上人委託製

作迷情藥/六つ花えいこ原作; 釜田

漫畫;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6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52-257-2 (第 2 冊: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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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身為魔女的我,被心上人委託製

作迷情藥. 2/六つ花えいこ原作; 釜

田漫畫;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15-9 (EPUB) 普遍級  

你明明就喜歡我!/non food 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110-9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你的唇舌如甜點/さとみち作; 趙聖

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953-

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你想要誰的愛?/折紙ちよこ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69-5 (EPUB) NT$110 限制級  

你想要誰的愛?/折紙ちよこ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70-1 (PDF) NT$110 限制級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 新婚篇. 上/ち

ふゆ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54-8 (EPUB) NT$69 限制級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山本崇一朗

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

025-6 (第 8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 5/山本崇一

朗 作 ; Niva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67-8 (EPUB) NT$55 普遍級  

即使明天不再出現彩虹/きはら記子

作 ; 吳 美 嬅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60-124-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吸血鬼騎士 memories/樋野茉理作 ;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33-6 (第 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吸血鬼騎士 memories. 8/樋野茉理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71-8 (EPUB) NT$70 普遍級  

吸血鬼騎士 memories. 8/樋野茉理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72-5 (PDF) NT$70 普遍級  

妖怪的嫁娶/三尾じゅん太作; JuRy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45-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妖怪的嫁娶/三尾じゅん作; JuRy 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373-2 

(EPUB) NT$90 限制級  

妖怪的嫁娶/三尾じゅん作; JuRy 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74-9 (PDF) 

NT$90 限制級  

妖怪連絡簿 . 28/綠川幸作 ; 尤靜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66-1 (EPUB) 

NT$55 普遍級  

完 美桃 色戀 人 ( 全一 冊 )/二須り ぃ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53-1 (EPUB) 

限制級  

我只專屬於你/薄井いろは作; 夜原

優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2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42-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我束手無策的命定之戀/未散苑緒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2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54-1 (平裝) NT$160 限制級  

我沒讓你吃了我!/くまのぬい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854-8 (EPUB) 限制

級  

我的老公是烏鴉!/チドリアシ作 .-- 

臺北市 : 貳拾二點有限公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8-5-3 

(EPUB) 普遍級  

我的美人/カシオ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7-968-5 (EPUB) 

NT$69 限制級  

我的英雄學院. 33/堀越耕平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85-2 (EPUB) 

NT$55 普遍級  

我的英雄學院. 34/堀越耕平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86-9 (EPUB) 

NT$55 普遍級  

我的新娘似乎是女騎士團. 1/のり伍

郎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87-6 (EPUB) NT$69 限制級  

我的摯友擁有性轉 TS 體質. 總集篇. 

1/雨天あめか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89-4 (PDF) NT$360 限制級  

我的摯友擁有性轉 TS 體質. 總集篇. 

1/雨天あめか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90-0 (EPUB) NT$360 限制級  

我的課長是烏鴉!/チドリア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貳拾二點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68-4-6 (EPUB) 普遍級  

我是不才惡女: 雛宮蝶鼠互換傳/中

村颯希原作 ; 尾羊英漫畫 ; 王杉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026-3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我是不才惡女: 雛宮蝶鼠互換傳. 1/

尾羊英漫畫; 中村颯希原作; 王杉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88-3 (EPUB) 

NT$69 普遍級  

我們一起生活吧/斑まだ作; 潘琳芸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403-6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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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404-3 

(PDF) NT$90 限制級  

我家的天才寶貝(愛藏版). 4/羅川真

里茂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89-0 (EPUB) NT$170 普遍級  

我逗弄著夢魔美食家 /星名あんじ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91-7 (PDF) 

NT$200 限制級  

我逗弄著夢魔美食家 /星名あんじ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92-4 (EPUB) 

NT$200 限制級  

我想結束這樣的戀愛!/コウキ。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039-3 (上冊:

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60-

040-9 (下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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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結束這樣的戀愛!(上+下)(首刷

限定版)/コウキ。作; 李芸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360-083-6 (全套:平裝) NT$400 限

制級  

我與機器子/宮崎周平作; 游非凡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80-7 (第 3 冊: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我親愛的專屬男主角/鳥梅丸作; ね

こじたうどん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89-3 

(EPUB) NT$40 限制級  

抖 S 男友甜蜜又激情/植野グミ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809-8 (EPUB) 限制

級  

把套套 100 盒,全都用來和傲嬌青梅

竹馬做愛!/茅乃井いの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90-9 (EPUB) NT$40 限制級  

杏的心臟/柚子町汐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60-119-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狂賭之淵/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

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冊 .-- ISBN 978-626-

340-832-6 (第 16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626-340-833-3 (第 16 冊:平

裝限定版) NT$220 普遍級  

狂賭之淵雙/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

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203 .-- 冊 .-- ISBN 978-

626-340-834-0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60 .-- ISBN 978-626-340-835-7 (第

13 冊:平裝限定版) NT$220 普遍級  

男公關的過度保護鄰人/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24-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

如何表白我的愛?. 4/板垣ハコ漫畫; 

手島史詞原作; 陳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990-6 (EPUB) NT$69 普遍級  

亞童. 2/天野雀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58-4 (EPUB) NT$99 普遍

級  

亞爾斯蘭戰記/荒川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

887-9 (第 1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使後宮的繭居小公主自願嫁人的最

佳引誘方法。/いぬかいゆず作; 藍

杜雫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91-6 (EPUB) 

NT$40 限制級  

來自家庭教師的性誘惑「我們 ...做

到套套用光吧」/ひみの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806-7 (EPUB) 限制級  

來到異世界還是重操舊業. 2/森尾正

博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91-3 (EPUB) NT$69 限制級  

兩人共享的底層男孩 /野宮ともか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892-3 (EPUB) 

N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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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75-6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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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76-3 (PDF) NT$90 限制級  

咒術迴戰/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7-881-7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626-360-084-3 (第

2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25 普遍

級  

咒術迴戰 . 20/芥見下々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93-7 (EPUB) 

NT$55 普遍級  

呼叫保鏢達令 in 拉斯維加斯/十月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00-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和妹妹一起看 AV. 1, 睡前愛愛番外

篇/三上ミ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93-1 (PDF) NT$192 限制級  

和妹妹一起看 AV. 1, 睡前愛愛番外

篇/三上ミ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94-8 (EPUB) NT$192 限制級  

和無法自拔的我接吻吧. 2/北川美幸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92-0 (EPUB) NT$55 限制級  

和瑪琳船長一起洗香香/矼房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522-8 (平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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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25-1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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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26-8 (PDF) NT$90 限制

級  

和 擁 有性 轉體 質的 死黨雨 中 啪啪

啪!?/雨天あめか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93-0 

(EPUB) NT$40 限制級  

始終都是一場夢(全一冊)/由元千子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55-5 (EPUB) 

限制級  

姊姊的摯友,我的戀人/藤松盟作; 此

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253-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姊姊的摯友,我的戀人. 1/藤松盟作;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300-5 (EPUB) 普遍級  

姊體驗女學寮: Limited Edition/みち

きんぐ作; 林承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84-7-1 

(EPUB) 普遍級  

姊體驗女學寮: Limited Edition/みち

きんぐ作; 林承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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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6784-8-8 (平裝) 限制級  

姊體驗女學寮: Limited Edition: Secret 

Sister's Box/みちきんぐ作 ; 林承羽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202 .-- 278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626-96784-9-5 (平裝) 限制

級  

妳想要我吧?叫出來別害羞: 抖Ｓ男

友的性慾連鬼都甘拜下風/まるはな

郁哉, フブキ楓, ヒノノメヒナ, まり

きち, コヨリ, 瀬名チハル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94-7 (EPUB) NT$60 限制級  

孤高之人(07)/新田次郎原案; 坂本真

一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184-7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孤獨搖滾!/はまじあき作; KOTORI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951-7 (第 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626-347-952-4 (第

2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626-

347-892-3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10 .-- ISBN 978-626-360-034-8 (第

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10 普遍

級  

店長想攻陷敵對的風俗店/坂井ヤス

ト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10-4 (EPUB) 

限制級  

怪物新娘/秋久テオ作; 佳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2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60-090-4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626-360-091-1 (平

裝特裝版) NT$180 限制級  

性的劇藥 Re:life/水田ゆき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95-4 (EPUB) NT$40 限制級  

性感 X 塑身/あちゅむち作; 蘇奕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836-4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所有人的玩具/石井康之作;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982-1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 角色大全/週刊少年雜

誌編輯部 , 和久井健監修 ;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041-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626-360-042-3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 17/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94-4 (EPUB) 

NT$55 普遍級  

河岸邊校園老大抗爭曲/トビワシオ

作; 琦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

117-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治癒悖論/昼寝シアン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2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60-115-4 (平裝) 

NT$150 限制級  

炎炎消防隊. 34/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95-1 (EPUB) 

NT$55 普遍級  

物之古物奇譚/オニグンソウ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023-

2 (第 3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狐之理 中國幻想選/鮫島圓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930-

2 (平裝) NT$130 普遍級  

狐神大人的初夜並不甜美 /白松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02-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花燭之白/高山しのぶ作; 陳瑞璟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60-173-4 (第 2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表白幸福戀情的方法/吉尾アキラ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1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61-6 (第 1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表演課/尼克.德納索(Nick Drnaso)著; 

宋瑛堂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52-6 (EPUB) 普遍級  

長驅直入她的酣睡小穴!「只是前端

的話，無套應該也沒差吧...」/こと

まろ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896-1 (EPUB) 

NT$40 限制級  

青空下的追風少年/簡嘉誠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739-3 

(EPUB) 普遍級  

青春之箱/三浦糀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626-347-883-1 (第 8 冊:平

裝) NT$100 普遍級  

青春迴旋/Mayu Taumi 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冊 .-- 

ISBN 978-626-00-7351-0 (上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00-7352-7 (下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小惡魔學妹/

鴨志田一原作; 浅草九十九漫畫; 哈

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52-250-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小惡魔學妹. 

2/鴨志田一原作; 浅草九十九漫畫;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94-7 (EPUB) 普遍級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二

丸修一原作; 井冬良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

249-7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4/

井冬良漫畫 ; 二丸修一原作 ;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295-4 (EPUB) 普遍級  

保坂與三好. 下/スカーレット.ベリ

子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97-5 (EPUB) NT$88 限制級  

保坂與三好. 上/スカーレット.ベリ

子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96-8 (EPUB) NT$69 限制級  

帥氣離婚男的家政夫 /大和名瀬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

123-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春日茜色的旋轉木馬 /今井ゆうみ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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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31-495-5 (PDF) 

NT$200 限制級  

春日茜色的旋轉木馬 /今井ゆうみ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496-2 (EPUB) 

NT$200 限制級  

*春風望雨-鄧雨賢: 臺灣歌謠之父/黃

郁婷 (Utin)作  .-- 桃園市  : 林子堯 , 

111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46-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星座使瑟蕾娜. 1/LEN(A-7)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98-2 (EPUB) 

NT$55 普遍級  

星期一的豐滿/比村奇石作; 謝子庭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7-884-8 (第

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星期一的豐滿(青版)/比村奇石作; 謝

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47-885-

5 (第 6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洋溢檸檬香氣的晴天/キタハラリイ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99-9 (EPUB) NT$69 普遍級  

派對咖 XX/わらし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97-9 (PDF) NT$160 限制

級  

派對咖 XX/わらし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498-6 (EPUB) NT$160 限

制級  

為左手而彈的二重奏. 1/松岡健太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00-3 

(EPUB) NT$55 普遍級  

為愛迷亂高歌: R.I.P./miso 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897-8 (EPUB) NT$40 限制級  

相談役島耕作/弘兼憲史著; 耘希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6-

6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相親結婚: 糊里糊塗成為了霸道菁英

的醫生娘/南香かをり作; 紅カオル

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898-5 (EPUB) 

NT$40 限制級  

紅色糖果. 1/Hanse 作; 楊蕙瑜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570-2 (PDF) 

限制級  

苦學生斗真君的灰暗打工. 2.5(番外

篇), 泳池邊受難/ベニ子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202 .-- 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524-2 ( 平 裝 ) 

NT$190 限制級  

重生之後與前世戀人重新展開魔法

學校生活: ※可是好感度為 0/六つ花 

えいこ原作; 白川蟻ん漫畫; 杜信彰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95-4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風都偵探/石ノ森章太郎原作; 佐藤

まさき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913-5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食戟之香吉士/尾田栄一郎原作; 佐

伯俊漫畫;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3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47-975-3 (平裝) NT$105 普遍級  

借用異世界神之威召喚出神子大人. 

1/大庭アキ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499-3 (PDF) NT$184 限制級  

借用異世界神之威召喚出神子大人. 

1/大庭アキ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500-6 (EPUB) NT$184 限制級  

原子少年: STAR formation/玖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52-

260-2 (平裝) 普遍級  

原子少年: STAR formation/玖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97-8 

(EPUB) 普遍級  

哥哥我想要,我的朋友也想要/板場広

し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49-85-3 (EPUB) 限制級  

哥哥我想要,我的朋友也想要/板場広

し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49-86-0 (PDF) 限制級  

哥哥最美味的部位/瑞原ザクロ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01-0 

(EPUB) NT$69 限制級  

哪裡有溫柔對待阿宅的辣妹!?/のり

しろちゃん原作; 魚住さかな漫畫;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

120-8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夏日時光 2026 未來凶宅/田中靖規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

050-8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家中便是縱慾部屋/天仁屋よしわき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501-3 (PDF) 

NT$184 限制級  

家中便是縱慾部屋/天仁屋よしわき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502-0 (EPUB) 

NT$184 限制級  

家有女友. 12/流石景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02-7 (EPUB) 

NT$55 限制級  

拳願奧米迦/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8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51-7 (第 3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時雨羽依之祕密直播 /藤崎ひかり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487-0 (平

裝) NT$220 限制級  

時渦. 第一集/NOBI 璋作 .-- 初版 .-- 

臺 南 市  : 時 光 門 創 意 影 像 文 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88-1-3 (PDF) 普遍級  

時渦. 第二集/NOBI 璋作 .-- 初版 .-- 

臺 南 市  : 時 光 門 創 意 影 像 文 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88-0-6 (PDF) 普遍級  

校 園 霸 王 與 愛 哭 鬼 / 佐 倉 リ コ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03-4 (EPUB) NT$69 限制級  

浪漫的婚姻/由元千子作; 巫白白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7377-0 

(EPUB) NT$9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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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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78-7 (PDF) 

NT$90 限制級  

浪漫與嫉妒/重い実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183-0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海邊的森林/劉倩帆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劉倩帆, 11112 .-- 1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39-7 (平裝) 

NT$380 限制級  

烈焰先鋒 救國的橘衣消防員. 2/曾田

正人, 冨山玖呂作;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04-1 (EPUB) NT$55 普遍

級  

特務刑警 Omega 衝擊/りーるー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44-2 (平裝) NT$150 限制級  

狼先生,請教教我。/七ノ日作; 琦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901-2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琉璃與騎士. 1/依歡原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7-933-3 (EPUB) NT$55 普遍級  

眩目晨光/森世作; 澤野凌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347-957-9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958-6 (下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960-9 (下

冊:平裝特裝版) NT$180 限制級  

砲友關係/甘詰留太作;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848-

7 (第 4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祕密的師生同居生活 3 守則!?/台作; 

東ゆき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899-2 (EPUB) 

NT$40 限制級  

神或惡魔. 1/茂呂織繪作; 黃翊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19-9 (PDF) 

普遍級  

神或惡魔. 1/茂呂織繪作; 黃翊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120-5 

(EPUB) 普遍級  

神或惡魔. 2/茂呂織繪作; 黃翊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17-5 (PDF) 

普遍級  

神或惡魔. 2/茂呂織繪作; 黃翊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118-2 

(EPUB) 普遍級  

神返少女. 1/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1-2 

(EPUB) 普遍級  

神返少女. 1/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7-4 

(EPUB) 普遍級  

神返少女. 2/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2-9 

(EPUB) 普遍級  

神返少女. 2/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1-1 

(PDF) 普遍級  

神返少女. 3/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3-6 

(EPUB) 普遍級  

神返少女. 3/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8-1 

(PDF) 普遍級  

神返少女. 4/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5-0 

(EPUB) 普遍級  

神返少女. 4/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2-8 

(PDF) 普遍級  

神返少女. 5/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4-3 

(EPUB) 普遍級  

神返少女. 5/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3-5 

(PDF) 普遍級  

神返少女. 6/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6-7 

(EPUB) 普遍級  

神返少女. 6/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29-8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1/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4-2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1/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6-5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10/硝音あや作;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5-8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10/硝音あや作;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54-0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2/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5-9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2/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7-2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3/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8-0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3/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8-9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4/硝音あや作; KT 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0-4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4/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39-7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5/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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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0-3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5/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9-6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6/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1-0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6/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50-2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7/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2-7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7/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51-9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8/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3-4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8/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52-6 

(PDF)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9/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44-1 

(EPUB) 普遍級  

純血+彼氏 . 9/硝音あや作 ; K.T.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53-3 

(PDF) 普遍級  

純真之人/坂本真一作; 平川遊佐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6-188-

5 (第 5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航海王學園/小路壮平作; 游非凡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6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81-4 (第 3 冊:

平裝) NT$100 普遍級  

荒枝君與佐久間先生/ナコ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202 .-- 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1-526-6 ( 平 裝 ) 

NT$220 限制級  

討伐魔王之後不想出名,於是成為公

會會長. 1/ROHGUN 漫畫; 朱月十話

原 作 ; 凜 峰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06-5 (EPUB) NT$69 普遍級  

退魔士沙耶: 身體的內側不斷湧現出,

無止盡的快感/クリムゾン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914-2 (EPUB) NT$40 限制級  

逃避現實二人組/田口囁一作; 陳瑞

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903-

6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鬼和魔的共同性生活/NETERU 作; 某

批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79-4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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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80-0 (PDF) NT$90 限制級  

鬼娘們想和雄性人類生孩子. 宴會篇

/しんどう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202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516-7 (平裝) NT$200 限制級  

假裝放蕩的南同學/栗原カナ作; 陳

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935-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婚活老是搞砸沒關係肉食前男友即

刻救援愛火捲土又重來!/百山ネル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900-5 (EPUB) 

NT$40 限制級  

強壯的雙臂擁我入懷,你的指尖令人

融化其中: 今天依然被貼身保鑣溺愛

到天明/ピ野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901-2 

(EPUB) NT$40 限制級  

採集人的野帳. 3/英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20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735-5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啟示錄四騎士/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70-1 (第 9 冊:

平裝) NT$110 普遍級  

殺戮的天使 Episode.0/真田まこと原

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242-

8 (第 5 冊:平裝) 限制級  

殺戮的天使 Episode.0. 5/真田まこと

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84-8 

(EPUB) 限制級  

淫溺的令嬢. 6, 沉溺於肉慾的野獸/

クロ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503-7 

(PDF) NT$184 限制級  

淫溺的令嬢. 6, 沉溺於肉慾的野獸/

クロ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504-4 

(EPUB) NT$184 限制級  

淘氣貓咪牽起的回憶/出樹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038-

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深夜 2 點為止,我屬於你(上+下)(首刷

限定版)/奥田枠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

347-931-9 (全套:平裝) NT$400 限制級  

理想的戀愛條件(特裝版)/灰田ナナ

コ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07-2 (EPUB) NT$99 限制級  

理想的戀愛條件. II/灰田ナナコ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

035-5 (平裝特裝版) NT$180 限制級  

甜美.疼痛.治癒/冬至冬作; 夏瑜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53-

4 (平裝) NT$150 限制級  

甜美苦澀的情感/こん炉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08-9 (EPUB) 

NT$69 限制級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43-5 (第 9 冊:

平裝) 普遍級  

異世界悠閒農家. 9/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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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52-296-1 (EPUB) 普遍

級  

異世界精靈發情之魔眼. 2, 魔鏡篇/

あやかわりく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505-1 (PDF) NT$200 限制級  

異世界精靈發情之魔眼. 2, 魔鏡篇/

あやかわりく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506-8 (EPUB) NT$200 限制級  

異世界賢者的轉生無雙: 用遊戲知識

成為異世界最強/進行諸島原作; 三

十三十作畫; 梁勝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3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847-0 (第 2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移居、鄉下老房、還附贈炮友!?甜

蜜夫妻新婚生活篇/藤那トムヲ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902-9 (EPUB) NT$40 限制

級  

第一神拳/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71-8 (第 136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組長女兒和保姆/つきや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40-

846-3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終末的女武神. 7/アジチカ作; 梅村

真也原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09-6 (EPUB) NT$69 普遍級  

終末的後宮 . 14/宵野小太郎漫畫 ; 

LINK 原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10-2 (EPUB) NT$55 限制級  

被我的魅魔三姊妹榨得一乾二淨. 1, 

次女菈米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507-5 (PDF) NT$240 限制

級  

被我的魅魔三姊妹榨得一乾二淨. 1, 

次女菈米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508-2 (EPUB) NT$240 限

制級  

被背叛的 S 級冒險者決定跟心愛的

奴隸們組成奴隸後宮公會/柊咲原作; 

川田暁生漫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45-6 (第 2 冊: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貫徹輔助魔法支援弱小隊友的宮廷

魔法師,慘遭驅逐後目標成為最強冒

險者/アルト原作; 門司雪漫畫;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911-

1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這裡是充滿笑容的職場。/くずしろ

作 ; 尤 靜 慧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60-116-1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

的本子. 6/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509-9 (PDF) NT$160 限制級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

的本子. 6/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510-5 (EPUB) NT$160 限制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22/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11-9 

(EPUB) NT$120 普遍級  

逢 緣 感 情 淨 化 / 大 島 か も め 作 ;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46-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逢 緣 感 情 淨 化 / 大 島 か も め 作 ;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81-7 (EPUB) NT$90 限制級  

逢 緣 感 情 淨 化 / 大 島 か も め 作 ;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82-4 (PDF) NT$90 限制級  

都是幽靈幹的好事/Noise 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044-7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野性風暴: Touch me baby!/黒井モリ

ー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12-6 (EPUB) NT$69 限制級  

陷眠者/KUCHiXO 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相之丘,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92-1-8 (EPUB) NT$850 普

遍級  

鳥山明 滿漢全席/鳥山明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927-2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347-928-9 (第

2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麻辣教師 GTO‧失落的樂園. 18/藤

沢亨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13-3 (EPUB) NT$55 普遍級  

最後,我的青春愛情喜劇以童貞收尾。

/宮越良月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513-6 (PDF) NT$160 限制級  

最後,我的青春愛情喜劇以童貞收尾。

/宮越良月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514-3 (EPUB) NT$160 限制級  

最弱的魔物使從撿垃圾開始/ほのぼ

のる 500 原作; 蕗野冬漫畫; 志野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

844-9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創業砸錢不復返: 魯蛇小資的悲慘開

店手札/志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

志強(臺北市), 11203 .-- 1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01-0933-2 (平裝) 

NT$270 普遍級  

喪屍.逃命.性愛/淀川ゆお作; 布丁媽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022-5 (第

4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新裝版)/水上悟

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冊 .-- ISBN 978-626-00-

7327-5 (第 9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00-7328-2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10/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405-0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10/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406-7 (PDF)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7/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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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411-1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7/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412-8 (PDF)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8/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409-8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8/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410-4 (PDF)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9/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407-4 (EPUB) NT$90 普遍級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9/水上悟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408-1 (PDF) NT$90 普遍級  

悶絕的她是方言少女: 47 都道府縣後

宮天堂抽插評選/Shimoya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812-8 (EPUB) 限制級  

敢做敢愛。/夏目かつら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903-6 (EPUB) NT$40 限制級  

朝劇!/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347-866-4 (第 7 冊:平裝) NT$160 .-

- ISBN 978-626-360-180-2 (第 7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160 普遍級  

渣男、笨蛋和婊子/CHILLDOL 作; 巫

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83-1 (EPUB) NT$90 限制級  

渣男、笨蛋和婊子/CHILLDOL 作; 巫

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84-8 (PDF) NT$90 限制級  

渴望被愛的雙子星/柳瀬せの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904-3 (EPUB) NT$40 限制級  

無法拒絕孤單女孩 /樫風作;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174-1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無法喘息的甜美熾熱. 1/蜂巣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14-0 

(EPUB) NT$69 限制級  

無意間變成狗,被喜歡的女生撿回家。

/古川五勢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69-5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30 限制級  

無罪之聲/吐崽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動力, 11202 .-- 18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59-74-6 (第 4 冊:平

裝) 普遍級  

童年玩伴忍不住/百瀬あん作; 翁蛉

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80-

0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童年玩伴忍不住. 2/百瀬あん作; 翁

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15-7 

(EPUB) NT$69 限制級  

紫雲寺家的兄弟姊妹 /宮島禮吏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897-8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虛構推理/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

畫; 光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

867-1 (第 18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超絕!抓狂一族/浜岡賢次作; 蘇黎衡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40-4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逮捕令. 1/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73-1 (PDF) 普遍級  

逮捕令. 1/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74-8 (EPUB) 普遍

級  

逮捕令. 2/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71-7 (PDF) 普遍級  

逮捕令. 2/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72-4 (EPUB) 普遍

級  

逮捕令. 3/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9-4 (PDF) 普遍級  

逮捕令. 3/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70-0 (EPUB) 普遍

級  

逮捕令. 4/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7-0 (PDF) 普遍級  

逮捕令. 4/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8-7 (EPUB) 普遍

級  

逮捕令. 5/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5-6 (PDF) 普遍級  

逮捕令. 5/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6-3 (EPUB) 普遍

級  

逮捕令. 6/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3-2 (PDF) 普遍級  

逮捕令. 6/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4-9 (EPUB) 普遍

級  

逮捕令. 7/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1-8 (PDF) 普遍級  

逮捕令. 7/藤島康介著; 彭春美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6-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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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520-4 (第

2 冊:平裝) NT$280 限制級  

集 合 !RENDEZVOUS. 003, THE 

MISSING LETTER/Rendezvous Studi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澄波藝術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2228-8-4 (PDF) 普遍級  

集 合 !RENDEZVOUS. 003, THE 

MISSING LETTER/Rendezvous Studi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澄波藝術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2228-9-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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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合 !RENDEZVOUS. 3, THE 

MISSING LETTER/Rendezvous Studi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澄波藝術文化, 

11203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2228-7-7 (平裝) NT$220 普遍級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貓咪超有事. 3, 

貓貓美食救援計畫 /志銘與狸貓圖 .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 

11201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56-31-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黃泉果實 來自死者之國/柿崎正澄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48-7 (第 1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黑岩目高不把我的可愛放在眼裡/久

世蘭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47-983-8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黑貓與魔女的教室/金田陽介作;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888-

6 (第 3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傲嬌反派千金莉潔洛特與實況主遠

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惠ノ島す

ず原作; 逆木ルミヲ作; 黛西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841-8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傲嬌狐狸輕咬花朵(全一冊)/あやみ

ね稜緒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0-856-2 

(EPUB) 限制級  

圓一個香噴噴的夢想/玖樂文創有限

公司執行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性

別平等辦公室, 11112 .-- 8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264-05-8 (平裝) 

普遍級  

愛在髮梢染上情慾色彩 男大姊美髮

師用魔法金手指將我攻陷/ジャギ岩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905-0 (EPUB) 

NT$40 限制級  

愛我,直達深處. II/百瀬あん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16-4 (EPUB) 

NT$69 限制級  

愛情能使鬼推磨/高見乙作; 加奈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17-1 (EPUB) 

NT$69 限制級  

惹人憐愛的長毛(全一冊)/赤いシラ

フ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57-9 (EPUB) 

限制級  

搖曳露營△/あ f ろ作; 陳楷錞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878-7 (第 14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敬業魅魔柊小姐/ちると作; 夏飴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7357-

2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敬業魅魔柊小姐. 1/ちると作; 夏飴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85-5 

(EPUB) NT$80 限制級  

敬業魅魔柊小姐. 1/ちると作; 夏飴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7386-2 

(PDF) NT$80 限制級  

新.鐵路便當之旅: 鐵路攝影迷.菜菜

篇/早瀨淳漫畫;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092-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新進職員. 1/ZEC 漫畫; moscareto 原

作; 李禎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

心出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573-3 (PDF) 限制級  

業餘愛好者/カシオ作; 鍾明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0-842-5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0-843-2 (下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溫柔的抖 S: 被老公大人過剩的愛所

填 滿 /Peco★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0-813-5 (EPUB) 限制級  

溫熱的銀蓮花/櫻木蓮著; 蕭嘉慧譯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日 月 書 版 , 

11202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52-50-8 (第 2 冊:平裝) NT$230

普遍級  

照料可愛的你/仁神ユキタカ作; 琦

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122-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獅子藏匿的書屋/小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12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73-9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當上警察先生的前不良少年做愛猛

如虎: 我年紀比妳小妳就認為我不會

和妳做愛?/缶乃チェリ子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906-7 (EPUB) NT$40 限制級  

經久. 壹/靜水邊原作; 糖六藏, 好了神

文化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

版, 1120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01-42-8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詩歌川百景/吉田秋生作; 江昱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14-2 (第 2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鉛 色之 空= Graphite heaven/薛琮憲

作  .-- 初 版  .-- 高 雄 市  : 薛 琮 憲 , 

1111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56-4 (平裝) 限制級  

境界觸發者. 24/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18-8 (EPUB) 

NT$55 普遍級  

夢幻紳士/高橋葉介畫; 丁安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6-24-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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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6-21-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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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6-22-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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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6-23-0 (EPUB) 普遍級  

對好友施展催眠術後爬上他的床。/

由元千子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202 .-- 15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00-7350-3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對你的承諾/南月ゆう作; 蔡夢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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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47-891-6 (第 1 冊:

平裝) NT$160 限制級  

徹夜之歌/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360-052-2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626-360-053-9 (第

1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626-

360-054-6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普

遍級  

徹夜之歌. 6/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19-5 (EPUB) NT$55 普遍

級  

慢慢山行/咪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陳雨琦, 11112 .-- 1288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5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滿足你的胃 挑逗我的心/赤星ジェイ

ク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2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7-912-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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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68-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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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69-9 

(EPUB) 普遍級  

監禁王/マサイ原作; あしもと☆よ

いか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16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52-254-1 (第 1 冊:平

裝) 限制級  

監禁王. 1/マサイ原作; あしもと☆

よいか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298-5 (EPUB) 限制

級  

維多利亞王妃世界第一高傲/海月崎

まつり作; 新城一漫畫;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45-4 (第 1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與妳相戀到生命盡頭/あおのなち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

904-3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與異世界來的神推軍人展開溺愛性

活/ミヤケ円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87-7 (EPUB) 限制

級  

與異世界來的神推軍人展開溺愛性

活/ミヤケ円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88-4 (PDF) 限制級  

蜜室逃脫/おわる作; 澤野凌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360-046-1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60-047-8 (下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輕咬甜甜的你/背筋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96-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銀河英雄傳說/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

竜漫畫;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840-1 ( 第 2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劍 與魔法的 稅金對 策 @comic/SOW

原作; 蒼井日名太作畫; 矢部そうす

け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38-1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嘴上說著不要,下面卻濕透了哦?: 和

腹黑京都男的國寶級 SEX/よいがら

し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07-4 (EPUB) 

限制級  

德蘇戰爭首部曲: 巴巴羅薩作戰/小

林源文作; 王佐榮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蒼璧, 1120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24-0-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憂國的莫里亞蒂. 13/三好輝漫畫; 柯

南.道爾原案;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60-020-1 (EPUB) NT$55 普遍級  

憂國的莫里亞蒂. 14/三好輝漫畫; 柯

南.道爾原案;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60-021-8 (EPUB) NT$55 普遍級  

模擬後宮體驗/齊藤祐作; yoshiki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850-

0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熱愛/直野儚羅作; 陳家恩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929-6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緬 甸 , 最 後 一搏 /斐德希 克 .德波米

(Frédéric Debomy)腳本; 柳廣成漫畫 .-

- 初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93-6-5 

(PDF) 普遍級  

緬 甸 , 最 後 一 搏 = Myanmar, the last 

stand/ 斐 德 希 克 . 德 波 米 (Frédéric 

Debomy), 柳廣成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慢工文化, 11202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493-4-1 (平裝) 

普遍級  

緣結名為怪食的神明大人。: 讓我將

妳那散發厄味的愛液舔食殆盡/くり

お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907-4 (EPUB) 

NT$40 限制級  

請在瞬間真心愛上我: 霸道社長與內

向後輩的左右夾擊/姫嶋ひまり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908-1 (EPUB) NT$40 限制

級  

請趁冷掉前盡情享用 /山田ユギ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16-9 (平裝) NT$150 限制級  

請趁冷掉前盡情享用 /山田ユギ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87-9 (EPUB) NT$100 限制級  

請趁冷掉前盡情享用 /山田ユギ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88-6 (PDF) NT$100 限制級  

誰攻誰受上一下勝負分曉!/チドリア

シ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915-9 (EPUB) 

NT$40 限制級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 24/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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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60-060-7 (EPUB) NT$55 普遍

級  

魅惑紳士居然是惡魔!?: 底層 OL 因

甜蜜性愛而沉醉蕩漾/海原ゆ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909-8 (EPUB) NT$40 限制

級  

黎明軍團/片山ユキヲ作; 陳楷錞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84-5 (第 2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學生會也有洞!/無知麻呂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976-0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626-347-977-7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戰國權兵衛. 7/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61-4 (EPUB) 

NT$55 普遍級  

戰勝魔王的勇者逐漸墮落為魅魔的

故事/かんむり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519-8 (平裝) NT$220 限制級  

戰隊大失格. 3/春場葱作; 江昱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65-2 (EPUB) 

NT$55 普遍級  

機動戰士 MOON 鋼彈/虎哉孝征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2 .-- 23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52-246-6 (第 8 冊:平裝) 普遍

級  

歷經 10 年的戀慕/多摩緒べべ作; 灰

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118-

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激愛淫魔 300 年、此生卻是漸漸被

遺忘: 無論醒著或睡著失去的那些記

憶捲土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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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910-4 (EPUB) NT$40 限制級  

燄凰: 凝秦遺夢/吳柔萱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176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00-7335-0 (第 19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獨占我的英雄/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

名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108-6 (第 13

冊 :平裝 ) NT$140 .-- ISBN 978-626-

360-109-3 (第 13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00 普遍級  

獨占我的英雄. XII/ありいめめこ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62-1 

(EPUB) NT$69 普遍級  

親吻描繪的閃亮星星 /綿レイニ作; 

灰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127-

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貓妖傳/艾莉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2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5-314-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優秀飯店禮賓員的性愛服務/うたみ

つほ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11-1 

(EPUB) 限制級  

螳螂之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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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58-8 (EPUB) 限制級  

螳螂之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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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59-5 (PDF) 限制級  

還算不上是愛情/アマミヤ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90-

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雖然轉生成路人角色,卻因為本命還

活著而開心不已 /つちのえいち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40-829-6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藍色時期/山口飛翔作; Niva 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876-3 (第 13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薰香花朵凛然綻放. 1/三香見 SAKA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60-064-5 (EPUB) NT$55 普遍級  

轉生貴族憑鑑定技能扭轉人生: 繼承

弱小領土後,招募優秀人才打造最強

領土/未来人 A 原作; 井上菜摘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60-

171-0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離水的魚難以呼吸/遊木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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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89-3 (EPUB) NT$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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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90-9 (PDF) NT$70 限制級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伏瀬

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黃則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7-886-2 (第 22 冊:平

裝) NT$150 普遍級  

鯛代,你這傢伙。. 2/ヤマダ作; 張芳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63-8 (EPUB) 

NT$69 限制級  

寶可夢 SPECIAL 劍.盾/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40-849-4 (第 1 冊:平裝) NT$99 普

遍級  

獻祭公主與獸王/友藤結作;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202 .-- 

冊 .-- ISBN 978-626-00-7329-9 (第 1 冊:

平 裝 ) NT$110 .-- ISBN 978-626-00-

7330-5 (第 2 冊:平裝) NT$110 普遍級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草壁レ

イ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0-837-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普遍級  

殲滅魔導的最強賢者/進行諸島原作; 

月澪, 彭傑作畫; 某ㄚ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203 .-- 20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40-839-5 (第 3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灌籃少年 ACT4/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47-868-8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灌籃高手(完全版)= スラムダンク

(完全版)/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 4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1 .--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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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56-160-1 (全套:平裝) 

NT$8500 普遍級  

續!我們成了真人 CP?/腰オラつばめ

作 ; 李 其 馨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955-

5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626-360-179-6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10 限制級  

續.情色♂實況轉播/メリノ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912-8 (EPUB) NT$40 限制級  

魔都精兵的奴隸/タカヒロ原作; 竹

村洋平漫畫; 陳楷錞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2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60-051-5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00 限制級  

鶴我夫妻的祕密: 與女體化兒時玩伴

交往 0 日閃婚/ゆきのこう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916-6 (EPUB) NT$40 限制級  

戀上哥哥的前任男友 /斧原ヨーコ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0-808-1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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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91-6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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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7392-3 (PDF) NT$90 限制級  

靈異教師神眉(愛藏版)/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

919-7 (第 16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47-920-3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626-347-921-0 (第

18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

347-922-7 (第 19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47-923-4 (第 20 冊:平

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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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93-0 (EPUB) N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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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94-7 (PDF) NT$90 限制級  

靈魂伴侶限定/カトウロカ作; 潘琳

芸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7343-5 (平裝) NT$160 限制級  

鑽石魔女們/今井ユウ作; 陳瑞璟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60-005-8 (第 5 冊:

平裝) NT$130 限制級  

喵喵可蘿姬. 11, 和宇佐美的祕密公

寓幽會/konomi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20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1-523-5 (平裝) NT$280 限制級  

喵喵可蘿姬總集篇. 2/konomi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511-2 (PDF) NT$464

限制級  

喵喵可蘿姬總集篇. 2/konomi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512-9 (EPUB) 

NT$464 限制級  

銃夢火星戰記/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47-875-6 (第

9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小說及雜文 

尽欢/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64-9 (EPUB) NT$3880 普

遍級  

谎话缠绵/三杯水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旭儒, 112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3-20-9 ( 平 裝 ) 

NT$340 .-- ISBN 978-626-7213-21-6 (精

裝) NT$470 限制級  

进击的包租婆/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86-1 (EPUB) 

NT$3880 普遍級  

误以为爱/二尘[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旭儒, 11201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3-15-5 ( 平 裝 ) 

NT$440 限制級  

当你慢慢爱上我/溅血封喉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51-9 (EPUB) 

普遍級  

还是合离吧/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65-6 (EPUB) 

NT$3880 普遍級  

顾家二少/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53-3 (EPUB) 

NT$7760 普遍級  

严禁造谣/春意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旭儒, 11202 .-- 4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3-17-9 ( 平 裝 ) 

NT$740 普遍級  

D 級冒險者的我,不知為何受邀加入

勇者團隊,還被公主纏上了/白青虎猫

作 ; 陳 士 晉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073-

7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

626-360-074-4 (第 2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290 普遍級  

I Will Knock You 痞 子 壞壞 愛 . 下

/Korean Rabbit 作; 舒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2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41-1 (EPUB) 

普遍級  

I Will Knock You 痞 子 壞壞 愛 . 上

/Korean Rabbit 作; 舒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2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40-4 (EPUB) 

普遍級  

You're My Sky 你是我的晴空/Karnsaii

作; 極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2-308-1 (EPUB) 普遍級  

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46-487-2 (第 29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

件,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 4/

櫻木櫻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19-7 (EPUB) 普遍

級  

七個邪惡預兆/星子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34-8 (EPUB) 普遍

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83-4 (第 61 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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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84-

1 (第 6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85-8 ( 第 6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86-5 (第

6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8/岬鷺宮作;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312-8 (EPUB) 普遍級  

大将军的娇妻/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50-2 (EPUB) 

NT$3880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509-1 ( 第 2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510-7 (第

2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大理寺卿. 下/安妮薇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星巡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7020-1-5 (EPUB) 限制

級  

大理寺卿. 上/安妮薇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星巡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89-9-9 (EPUB) 限制

級  

大理寺卿. 中/安妮薇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星巡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7020-0-8 (EPUB) 限制

級  

大喊一聲「好想摸女生胸部」後,我

和妹妹的朋友開始交往了。. 2/凪木

エコ作; 白クマシェイク插畫; 何宜

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906-7 (EPUB) 

普遍級  

大齊仙差/海岸邊的船隻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59-9 (第 3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60-

5 (第 3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61-2 ( 第 3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62-9 (第

3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63-6 (第 3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大鑒定師/冰火闌珊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76-6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500-8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524-4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25-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26-8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527-5 (第 1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28-2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29-

9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530-5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531-2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532-9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小 星 星 /約翰 .傑 維德 . 倫 德維 斯特

(John Ajvide Lindqvist)著; 郭寶蓮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異,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171-8-0 

(EPUB) 普遍級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羊太

郎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60-070-6 (第 10 冊:平裝) NT$210

普遍級  

不能讓老師發現的霸凌日記/崑崙作; 

蘇郁翔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 

11201 .-- 約 6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14-9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今天你喜歡上我了嗎?/林落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7-12-2 

(EPUB) 普遍級  

反 派 角 色 只 有 死 亡 結 局 . 1/Gwon 

Gyeoeul 作; 蔡宛育譯 .-- 新北市 : 知

翎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87-424-5 (PDF) 普遍級  

天魔. 10/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3-2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11/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2-5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12/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1-8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13/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0-1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14/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89-5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15/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88-8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16/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0-7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4/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9-4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5/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8-7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6/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7-0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7/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6-3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8/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5-6 (EPUB) NT$125 普

遍級  

天魔. 9/棺材裡的笑聲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194-9 (EPUB) NT$125 普

遍級  

尤利西斯. 下卷/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著; 金隄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0-525-8 (PDF) 普遍級  

尤利西斯. 上卷/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著; 金隄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0-524-1 (PDF) 普遍級  

文榆街的遺願相談所/東燁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7-13-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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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歸零/楊牧作; 楊日瀚朗讀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112 .-- 約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10-1 (線上

有聲書(MP3)) 普遍級  

木有枝/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63-2 (EPUB) NT$3880 普

遍級  

王爺輕點寵/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46-6 (EPUB) 普遍

級  

王爺輕點寵/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47-3 (PDF) 普遍級  

世界之外,有妳存在/貓邏, 凝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01-2 

(EPUB) 普遍級  

世界最強後衛: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 

8/とーわ作; 龔持恩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07-4 (EPUB) 普遍級  

他 不 是 我 . 下 /++saisioo++ 作 ; 胡 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69-6 (PDF) 普遍級  

他 不 是 我 . 上 /++saisioo++ 作 ; 胡 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68-9 (PDF) 普遍級  

仙域科技霸主/試劍天涯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64-3 (第 2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65-

0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66-7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67-4 (第

2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68-1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仙道方程式/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8-220-3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221-0 (第

27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仙藥大亨/寂寞我獨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48-3 (第 6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49-

0 (第 6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50-6 ( 第 6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51-3 (第

6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52-0 (第 7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北岛日记/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43-4 (EPUB) 

NT$3880 普遍級  

半糖/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44-1 (EPUB) NT$3880 普

遍級  

打贏魔王後,勇者的下一個任務是相

親?!/千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

月書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2-55-3 (EPUB) 普遍級  

玉珮銀鈴. 第一冊/南湘野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61-4 (PDF) NT$300 普遍級  

玉珮銀鈴. 第二冊/南湘野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62-1 (PDF) NT$300 普遍級  

玉珮銀鈴. 第三冊/南湘野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63-8 (PDF) NT$300 普遍級  

白 教 堂 疑 案 / 喬 安 娜 . 古 斯 塔 夫 森

(Johana Gustawsson)作; 林琬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6-55-1 (EPUB) NT$315 普遍級  

光之旅/劉懿作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883-1-9 (EPUB) NT$180 普遍級  

光之祭司. vol.9/香草作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18-8 (EPUB) 普遍級  

全知讀者視角. 6/sing N song 著; 林季

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89-7-5 (EPUB) 普遍級  

因為女朋友被學長 NTR 了,我也要

NTR 學長的女朋友. 2/震電みひろ作;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31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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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977-9 (PDF) 

普遍級  

她的孩子氣/敘娜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原創,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7-14-6 (EPUB) 普遍

級  

成人遊戲轉生: 對抗命運的金豬貴族

奮鬥記/名無しの権兵衛作; 陳柏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075-1 (第 2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626-360-076-8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30 普遍

級  

百兵. 伍/星子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22-5 (EPUB) 普遍級  

百兵. 柒/星子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20-1 (EPUB) 普遍級  

百兵. 捌/星子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19-5 (EPUB) 普遍級  

百兵. 參/星子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24-9 (EPUB) 普遍級  

百兵. 陸/星子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21-8 (EPUB) 普遍級  

百兵. 壹/星子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26-3 (EPUB) 普遍級  

百兵. 貳/星子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25-6 (EPUB) 普遍級  

百兵. 肆/星子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723-2 (EPUB) 普遍級  

羽绒/晚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203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3-18-6 (平裝) NT$320 限制級  

血海行舟. 第一冊/唐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43-0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海行舟. 第二冊/唐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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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41-544-7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海行舟. 第三冊/唐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45-4 (PDF) 

NT$300 普遍級  

余物語/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156-4 (EPUB) 

普遍級  

余物語/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157-1 (PDF) 

普遍級  

克羅洛戰記: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最

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サイトウ

アユム作; 林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60-078-2 (第 5 冊:平裝) NT$220

普遍級  

冷情公主/嵐靜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26-7 (EPUB) 普遍級  

告 白 預 演 系 列 . 15, 少 女 們 啊 。

/HoneyWorks 原案; 香坂茉里作; 咖比

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311-1 (EPUB) 普遍級  

吻我,騙子/Zig 著; 梁辰曦譯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201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0-7358-9 (第 3 冊:

平裝) NT$360 限制級  

弟弟/陳慧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349-4 (EPUB) NT$252 普遍級  

弟弟/陳慧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4-350-0 (PDF) NT$252 普遍級  

我,精靈王,缺錢!. 11/醉琉璃作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29-4 (EPUB) 普遍

級  

我在大乾修長生/蕭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54-4 (第 5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55-

1 (第 5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56-8 ( 第 5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57-5 (第

5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58-2 (第 5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我在東宮當佞臣/蔡小雀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48-0 (EPUB) 

普遍級  

我在東宮當佞臣/蔡小雀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849-7 (PDF) 

普遍級  

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海空りく

作 ; 吳 天 立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60-029-

4 (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626-360-030-0 (第 4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80 普遍級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 3/三嶋与

夢 作 ; 偽 善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08-1 (EPUB) 普遍級  

我家掌門天下第一/鹿食萍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8-242-5 (第 20

冊 :平裝 ) NT$190 .-- ISBN 978-626-

348-241-8 (第 19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40-1 (第 18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39-

5 (第 1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48-238-8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237-1 (第

1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236-4 (第 1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35-7 (第 13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34-

0 (第 1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48-233-3 (第 11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我搭檔今天也如此迷人/阿滅的小怪

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1-44-2 (EPUB) 普遍級  

我獨自升級. 1/Chugong 作; 林芳如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87-425-2 (PDF) 普遍級  

把班上的孤單辣妹帶回家改造成清

純美女的故事/柚本悠斗作; 何力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7-925-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30 .-- ISBN 978-626-347-926-5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50 普遍

級  

每遭放逐就能獲得技能的我,在 100

個世界大開第二輪無雙/日之浦拓作; 

黃于倫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60-079-9 (第 1 冊:

平裝) NT$210 .-- ISBN 978-626-360-

080-5 ( 第 1 冊 :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NT$250 普遍級  

沈默的爱人/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52-6 (EPUB) 

NT$3880 普遍級  

沉浮事/十三把剑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旭儒, 1120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213-16-2 ( 平 裝 ) 

NT$610 限制級  

沒有傳過緋聞的謝先生/幸 PR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蝸牛慢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911-0 

(EPUB) NT$320 普遍級  

狂仙/陳風笑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

346-511-4 (第 3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12-1 (第 3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13-

8 (第 3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514-5 ( 第 3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515-2 (第

35 冊: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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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島史詞作; 吳苾

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60-077-

5 (第 16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14/棺材裡的笑聲著 .-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187-1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15/棺材裡的笑聲著 .-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9-209-0 (EPUB) 

NT$125 普遍級  

兔兒神的服務包含談戀愛?/草子信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7-905-0 (平

裝) NT$220 限制級  

幸福的偽善者/麥克斯.畢爾邦作; 石

瑾謙朗讀 .-- 初版 .-- 臺北市 : 尚儀數

位學習, 11112 .-- 約 83 分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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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7277-04-1 (線上有聲書

(MP3)) NT$250 普遍級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14/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14-2 (EPUB) 普遍

級  

拂雪/決明 2.0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決明 2.0,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98-4 (EPUB) NT$350 普

遍級  

*昔我往矣/楊牧作; 楊日瀚朗讀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112 .-- 約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11-8 (線上

有聲書(MP3)) 普遍級  

明明是魔族的我,為什麼變成了拯救

人界的英雄?. vol.2/天罪作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30-0 (EPUB) 普遍級  

芥川龍之介集/芥川龍之介作; 石瑾

謙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55-99-

8 (上冊: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 

ISBN 978-626-7277-00-3 (下冊:線上有

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金杖螢光. 第一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64-5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杖螢光. 第七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70-6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杖螢光. 第二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65-2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杖螢光. 第三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66-9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杖螢光. 第五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68-3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杖螢光. 第六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69-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杖螢光. 第四冊/憶文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67-6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陵俠隱. 下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73-7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陵俠隱. 上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71-3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陵俠隱. 中冊/司馬紫煙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72-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僕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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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574-4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僕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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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575-1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僕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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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576-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僕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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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578-2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僕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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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41-577-5 

(PDF) NT$300 普遍級  

青春之後. 上/曠生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曠生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934-9 (EPUB) 普遍

級  

侯府洛娘/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66-3 (EPUB) 

NT$3880 普遍級  

哈尔滨的爱情/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67-0 (EPUB) 

NT$3880 普遍級  

哈 利 波 特 魔 法 年 鑑 = Harry Potter 

wizarding almanac/J.K. 羅 琳 (J.K. 

Rowling)著; 林靜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1210 .-- 20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33-3974-8 (平裝) 普遍

級  

恨海情天. 第一冊/南湘野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46-1 (PDF) NT$300 普遍級  

恨海情天. 第二冊/南湘野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47-8 (PDF) NT$300 普遍級  

恨海情天. 第三冊/南湘野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79-9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粉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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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0-5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粉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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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6-7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粉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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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1-2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粉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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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2-9 (PDF) NT$300 普遍級  

紅鶴/鄭海蓮著; 王品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621-5 (EPUB) 

普遍級  

英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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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3-6 (PDF) NT$300 普遍級  

英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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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4-3 (PDF) NT$300 普遍級  

英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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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1-1 (PDF) NT$300 普遍級  

英雄歲月. 第四冊/司馬紫煙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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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85-0 (PDF) NT$300 普遍級  

風暴的一天/蕾奧妮.羅斯(Leone Ross)

著; 李建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

明,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69-0-2 (EPUB) NT$392 普遍級  

凌天聖尊/青燈孤影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8-218-0 ( 第 3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8-219-7 (第

32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原本陰沉的我要向青春復仇. 1, 和那

個天使般的女孩一起 Re life/慶野由

志作;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05-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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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70-4 (第 16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626-

346-471-1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72-8 (第 18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73-

5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74-2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夏日蟬不鳴/兔子說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17-3 (EPUB) 普遍

級  

師姐,我不想努力了/暗獄領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39-1 (第 1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

440-7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41-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42-1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恩怨不了情. 第一冊/慕容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48-5 (PDF) NT$300 普遍級  

恩怨不了情. 第二冊/慕容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49-2 (PDF) NT$300 普遍級  

恩怨不了情. 第三冊/慕容美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50-8 (PDF) NT$300 普遍級  

恩怨不了情. 第四冊/慕容美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57-7 (PDF) NT$300 普遍級  

時生/東野圭吾著; 阿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6-25-4 (EPUB) 

普遍級  

時而輕啄,時而深吻/柳孝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51-0 

(EPUB) 普遍級  

核動力劍仙/乘風御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6-438-4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核動力劍仙/乘風御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75-9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93-3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516-9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17-6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18-3 (第

1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519-0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20-6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21-

3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522-0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523-7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格雷的畫像/奧斯卡.王爾德著; 顧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65-6 (EPUB) 普遍級  

格雷的畫像/奧斯卡.王爾德著; 顧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66-3 (PDF) 普遍級  

破唐案 : 裴氏手札  續鶯鶯記 /鵲頤

著 .-- 初版 .-- 澎湖縣 : 鵲頤文字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7032-0-3 (PDF) 普遍級  

神醫下山/墨問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348-223-4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224-1 (第

1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225-8 (第 1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26-5 (第 14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27-

2 (第 1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48-228-9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229-6 (第

1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230-2 (第 1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31-9 (第 19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48-232-

6 (第 20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荒野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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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7-4 (PDF) NT$300 普遍級  

荒野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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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8-1 (PDF) NT$300 普遍級  

荒野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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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89-8 (PDF) NT$300 普遍級  

荒野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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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0-4 (PDF) NT$300 普遍級  

逆袭的人生/吴松融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吳松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914-1 (EPUB) 

NT$3880 普遍級  

迷霧正在散開/古榕蔭著 .-- 臺北市 : 

陳忠信, 11202 .-- 3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932-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酒蟲化龍/醉夢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3-24-3 (PDF) 普遍級  

鬼滅之刃. 決戰無限城!忍的念想篇/

吾峠呼世晴原作; 松田朱夏作; 黃健

育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60-069-0 (平

裝) NT$210 普遍級  

啞巴/QJF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202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213-22-3 (平裝) NT$588 限制級  

基建狂魔/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68-7 (EPUB) 

NT$7760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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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46-453-7 ( 第 6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82-7 (第

6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501-5 (第 6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02-2 (第 6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39-

8 (第 6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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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70-6 (EPUB) 

普遍級  

棄宇宙/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8-215-9 ( 第 6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48-216-6 (第

6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48-217-3 (第 68 冊:平裝) NT$190 普

遍級  

殺戮靈魂. 3/草子信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53-9 (EPUB) 

普遍級  

理由 /宮部美幸著; 陳寶蓮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258-8 (EPUB) 

NT$336 普遍級  

異世界漫步. 1, 艾雷吉亞王國篇/あ

るくひと作; K.K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04-3 (EPUB) 普遍

級  

第六病房/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汝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臉譜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256-4 (EPUB) NT$175 普遍級  

脫衣舞男的等價交換法/非逆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1-47-3 

(EPUB) 普遍級  

被消失的貼文/哈娜.貝爾芙茨(Hanna 

Bervoets)著; 郭騰傑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50-2 (PDF) 普遍級  

被消失的貼文/哈娜.貝爾芙茨(Hanna 

Bervoets)著; 郭騰傑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51-9 (EPUB) 普遍

級  

這究竟仍是一場夢/陳竹奇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12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4-76-6 (平

裝) NT$180 普遍級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

界的聖戰. 12/細音啟作;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99-2 

(EPUB) 普遍級  

逍遙小散仙. 27/迷男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8-3 (EPUB) NT$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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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島秀一作; 黃雅婷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09-8 (EPUB) 普遍級  

*雪/任明信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

學, 11112 .-- 約 8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09-5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傑克: 基列系列. 第四部/瑪莉蓮.羅賓

遜(Marilynne Robinson)作; 姬健梅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51-7 

(EPUB) NT$450 普遍級  

傑克: 基列系列. 第四部/瑪莉蓮.羅賓

遜(Marilynne Robinson)作; 姬健梅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52-4 

(PDF) NT$450 普遍級  

最後安慰/邱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10-3 (PDF) 普遍級  

最後安慰/邱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11-0 (EPUB) 普遍級  

最後的獨角獸/彼得.畢格(Peter Beagle)

著; 劉曉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45-2 (EPUB) 普遍級  

最強不敗的神劍使. 3, 十傑選定動亂

篇/羽田遼亮作; 趙鴻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60-071-3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惡德輪舞曲/中山七里作; 李彥樺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1-606-8 

(PDF) 普遍級  

惡魔/谷崎潤一郎作; 石瑾謙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約

5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7-

03-4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

級  

期間限定的理想男友/艾利克西斯.霍

爾作; 唐亞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571-9 (PDF) 普遍級  

湊陣/吳明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

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0-520-3 (PDF) 普遍級  

湊陣/吳明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

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0-521-0 (EPUB) 普遍級  

無刃止戰錄. 1/三分微光作 .-- 臺南

市 : 三分微光,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900-4 (EPUB) 

NT$180 普遍級  

無刃止戰錄. 1/三分微光作 .-- 臺南

市 : 三分微光,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901-1 (PDF) 普遍級  

琥珀異境.39 城/聞人悅閱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509-5 (PDF)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77-3 ( 第 6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78-0 (第

6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79-7 (第 6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80-3 (第 6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81-

0 (第 7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絕世家族/傲無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46-414-8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15-5 (第

4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16-2 (第 4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17-9 (第 4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18-

6 (第 5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2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8-222-7 (第 7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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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代俠醫/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88-9 (第 2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89-

6 (第 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490-2 ( 第 2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91-9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萊拉: 基列系列第三部/瑪莉蓮.羅賓

遜(Marilynne Robinson)作; 姬健梅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53-1 

(PDF) NT$400 普遍級  

萊拉: 基列系列第三部/瑪莉蓮.羅賓

遜(Marilynne Robinson)作; 姬健梅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54-8 

(EPUB) NT$400 普遍級  

菜鳥鍊金術師開店營業中. 3, 錢財短

缺了?/いつきみずほ作;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310-4 

(EPUB) 普遍級  

虛位王權. 2, 龍與碧藍深海之間/三

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16-6 (EPUB) 普遍

級  

超级电网/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45-8 (EPUB) 

NT$7780 普遍級  

超级男朋友/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54-0 (EPUB) 

NT$3880 普遍級  

超能星武/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69-8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92-

6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552-7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553-4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鄉下醫生/巴爾扎克作; 石瑾謙朗讀 .-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77-01-0 (上冊: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 ISBN 

978-626-7277-02-7 (下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250 普遍級  

傳奇世代/潘尚均作 .-- 新竹市 : 潘尚

均,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1-0915-8 (EPUB) 普遍級  

傾我一生守護你/星魚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3-16-8 (PDF) 

普遍級  

愛妳不正經/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50-3 (EPUB) 普遍

級  

愛妳不正經/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851-0 (PDF) 普遍級  

搶不到男主 ,我決定鹹魚 /芝芝貓貓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203 .-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213-19-3 (平裝) NT$660 普遍級  

搖籃曲/金翠著; 周桂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90-8 (PDF) 

普遍級  

搖籃曲/金翠著; 周桂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91-5 (EPUB) 

普遍級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8/支倉

凍砂作;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02-9 (EPUB) 普遍級  

暗夜女神(簡體字版)/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34-2 

(EPUB) NT$3880 普遍級  

暗夜爍光/史黛西.威林漢著; 楊沐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72-4 

(PDF)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346-503-9 ( 第 5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504-6 (第

5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505-3 (第 5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06-0 (第 5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507-

7 (第 6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46-508-4 (第 6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煞劍情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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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2-8 (PDF) NT$300 普遍級  

煞劍情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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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3-5 (PDF) NT$300 普遍級  

煞劍情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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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4-2 (PDF) NT$300 普遍級  

煞劍情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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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5-9 (PDF) NT$300 普遍級  

痴情封二少/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55-7 (EPUB) 

NT$7760 普遍級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43-8 (第 13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44-

5 (第 13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45-2 (第 1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46-9 (第

13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47-6 (第 14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經驗值賦予者<<Point gifter>>的異世

界最強單人冒險: 擺脫黑心公會,以

最強萬能職業大開無雙/九十九弐式, 

すかいふぁーむ作; 梁詩莛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60-081-2 (第 1 冊:平

裝) NT$210 普遍級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6/志瑞祐作; 王

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62-6 

(EPUB) 普遍級  

落跑的宫女/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71-7 (EPUB) 

NT$3880 普遍級  

過橋米線/功夫包子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60-072-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2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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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芽之旅/新海誠著; 黃涓芳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2-278-7 

(EPUB) 普遍級  

漫漫長夜/露莉文.圖; 賴毓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41-8 (PDF) 

普遍級  

漫漫長夜/露莉文.圖; 賴毓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4-42-5 (EPUB) 

普遍級  

福爾摩沙疲憊/王幼華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布里居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528-6-2 (EPUB) 

普遍級  

翠堤潛龍. 一冊/秋夢痕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41-6 (PDF) 

NT$300 普遍級  

翠蝶紫虹. 下冊/憶文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52-2 (PDF) 

NT$300 普遍級  

翠蝶紫虹. 上冊/憶文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51-5 (PDF) 

NT$300 普遍級  

豪门宠妻/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72-4 (EPUB) 

NT$3880 普遍級  

遣悲懷/駱以軍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0-382-5 (EPUB) 普遍級  

鳳求凰: 溺寵醫妃 . 卷一/薄荷微涼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43-4-1 (EPUB) NT$99 普遍級  

鳳求凰: 溺寵醫妃 . 卷二/薄荷微涼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43-3-4 (EPUB) NT$99 普遍級  

鳳求凰: 溺寵醫妃 . 卷三/薄荷微涼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43-2-7 (EPUB) NT$99 普遍級  

鳳求凰: 溺寵醫妃 . 卷五/薄荷微涼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43-0-3 (EPUB) NT$99 普遍級  

鳳求凰: 溺寵醫妃 . 卷四/薄荷微涼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43-1-0 (EPUB) NT$99 普遍級  

劍指天下. 10/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214-4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11/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215-1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12/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216-8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13/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217-5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6/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210-6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7/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211-3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8/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212-0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指天下. 9/蕭九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9-213-7 (EPUB) NT$125 普遍級  

劍氣縱橫三萬里. 下冊/墨餘生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54-6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氣縱橫三萬里. 上冊/墨餘生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53-9 (PDF) NT$300 普遍級  

劍起雲深. 1/紫屋魔戀作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7-6 (EPUB) NT$125 普

遍級  

劍起雲深. 2/紫屋魔戀作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6-9 (EPUB) NT$125 普

遍級  

劍起雲深. 3/紫屋魔戀作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5-2 (EPUB) NT$125 普

遍級  

劍起雲深. 4/紫屋魔戀作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4-5 (EPUB) NT$125 普

遍級  

劍起雲深. 5/紫屋魔戀作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3-8 (EPUB) NT$125 普

遍級  

劍起雲深. 6/紫屋魔戀作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2-1 (EPUB) NT$125 普

遍級  

劍起雲深. 7/紫屋魔戀作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9-201-4 (EPUB) NT$125 普

遍級  

劍影情魂. 第一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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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6-6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情魂. 第二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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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7-3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情魂. 第三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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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8-0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情魂. 第四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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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9-7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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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08-180-5 (全套:精裝) 

NT$11050 普遍級  

憂國的莫里亞蒂 看見彩虹的少女/竹

内良輔, 三好輝原作; 埼田要介作; 周

若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60-082-

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潮騷/三島由紀夫著; 尤海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95-0 

(EPUB) 普遍級  

潮騷/三島由紀夫著; 尤海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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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53-396-7 (PDF) 

普遍級  

蓮花樓. 一/藤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624-6 (EPUB) 普遍級  

蓮花樓. 二/藤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625-3 (EPUB) 普遍級  

賜給名偵探甜美的死亡/方丈貴惠著;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26-28-5 (EPUB) 普遍級  

鋅皮娃娃兵: 聆聽死亡的聲音/斯維

拉娜.亞歷塞維奇作; Kat KUO 朗讀 .-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約

97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7-

05-8 (線上有聲書(MP3)) NT$480 普遍

級  

靠 著 魔 法 藥 水 在 異 世 界 活 下 去 !. 

5/FUNA 作; 王昱婷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863-3 (EPUB) 普遍級  

戰鬥員派遣中!/暁なつめ作; 林孟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2-307-4 (EPUB) 普遍級  

擁抱陽光的黑夜. 下/JittiRain 作; 儂若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75-7 (PDF) 普遍級  

擁抱陽光的黑夜. 上/JittiRain 作; 儂若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74-0 (PDF) 普遍級  

機械煉金術士/盲候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6-494-0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46-495-7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96-4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97-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46-498-8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46-499-5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燕食記/葛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83-2 (EPUB) 普遍級  

賴定財神妻/楓橋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627-4 (EPUB) 普遍級  

龍槍傳奇. 1, 時空之卷/瑪格麗特.魏

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作; 朱學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20-8 (EPUB) 普遍

級  

龍槍傳奇. 2, 烽火之卷/瑪格麗特.魏

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作; 朱學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21-5 (EPUB) 普遍

級  

龍槍傳奇. 3, 試煉之卷/瑪格麗特.魏

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作; 朱學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22-2 (EPUB) 普遍

級  

龍 槍 傳 奇 三 部 曲 / 瑪 格 麗 特 . 魏 絲

(Margaret Weis), 崔西 .西克曼 (Tracy 

Hickman)作; 朱學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23-9 (EPUB) 普遍

級  

龍槍編年史. 1, 秋暮之巨龍/瑪格麗

特.魏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

(Tracy Hickman)作; 朱學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0-24-6 

(EPUB) 普遍級  

龍槍編年史. 2, 冬夜之巨龍/瑪格麗

特.魏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

(Tracy Hickman)作; 朱學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0-25-3 

(EPUB) 普遍級  

龍槍編年史. 3, 春曉之巨龍/瑪格麗

特.魏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

(Tracy Hickman)作; 朱學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0-26-0 

(EPUB) 普遍級  

龍槍編年史三部曲 /瑪格麗特 .魏絲

(Margaret Weis), 崔西 .西克曼 (Tracy 

Hickman)作; 朱學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27-7 (EPUB) 普遍

級  

謎戀/蜂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品讀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037-1-8 (EPUB) 普遍級  

謊言烏托邦/安普特著 .-- 初版 .-- 嘉

義市 : 幻夢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7009-0-5 (EPUB) 

NT$300 普遍級  

謊言遊戲. 3, 騙子轉學生尋找冒牌大

小姐的偽裝者。/久追遥希作; 呂郁

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64-0 (EPUB) 

普遍級  

賽門祕密事件簿/KJ 查爾斯作; 康學

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72-6 (PDF) 限制級  

*鍾肇政客語有聲書繪本: 靈潭恨/鍾

肇政文; 鍾延威客語翻譯 .-- 桃園市 : 

台灣鍾肇政文學推廣協會, 11112 .-- 

100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626-

96984-0-0 (平裝附隨身碟) NT$600 普

遍級  

鍾肇政客語有聲書繪本: 靈潭恨/鍾

肇政文; 鍾延威客語翻譯 .-- 桃園市 : 

台灣鍾肇政文學推廣協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84-1-7 

(PDF) NT$200 普遍級  

雖然是公會的櫃檯小姐,但因為不想

加班所以打算獨自討伐迷宮頭目/香

坂マト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7-910-4 (EPUB) 普遍級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23/愛

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2-309-8 (EPUB) 普遍

級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

廢柴這件事/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60-031-7 ( 第 7 冊 : 平 裝 ) 

NT$210 .-- ISBN 978-626-360-032-4 (第

7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 NT$500 .-- 

ISBN 978-626-360-033-1 (第 7 冊:平裝

會場限定版) NT$750 普遍級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

廢柴這件事. 5.5/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7-865-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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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子×攻略×穿越/頹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墨扉, 11202 .-- 冊 .-- ISBN 978-

626-96548-7-1 (上冊:平裝) NT$390 .-- 

ISBN 978-626-96548-8-8 (下冊:平裝) 

NT$390 .-- ISBN 978-626-96548-9-5 (全

套:平裝) NT$780 普遍級  

籃球,情人,MAN/水心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625-0 (EPUB) 普遍級  

飄渺孤鸿. 第一冊/南湘野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600-0 (PDF) NT$300 普遍級  

飄渺孤鸿. 第二冊/南湘野叟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55-3 (PDF) NT$300 普遍級  

飄渺孤鸿. 第三冊/南湘野叟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56-0 (PDF) NT$300 普遍級  

飄渺孤鸿. 第五冊/南湘野叟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58-4 (PDF) NT$300 普遍級  

飄渺孤鸿. 第六冊/南湘野叟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60-7 (PDF) NT$300 普遍級  

飄渺孤鸿. 第四冊/南湘野叟著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1-559-1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掌佛心. 第二冊/憶文著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1-542-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蟲人間/陳浩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15-4 (EPUB) 普遍

級  

魔蟲人間. 1/陳浩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10-9 (EPUB) 普遍

級  

魔蟲人間. 2/陳浩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11-6 (EPUB) 普遍

級  

歡迎搭乘轉運計程車 /喜多川泰著; 

王蘊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73-4-4 (EPUB) NT$350 普遍級  

靈魂之戰. 1, 落日之巨龍/瑪格麗特.

魏 絲 (Margaret Weis), 崔 西 . 西 克 曼

(Tracy Hickman)作; 織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0-16-1 (EPUB) 

普遍級  

靈魂之戰. 2, 隕星之巨龍/瑪格麗特.

魏 絲 (Margaret Weis), 崔 西 . 西 克 曼

(Tracy Hickman)作; 織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0-17-8 (EPUB) 

普遍級  

靈魂之戰. 3, 逝月之巨龍/瑪格麗特.

魏 絲 (Margaret Weis), 崔 西 . 西 克 曼

(Tracy Hickman)作; 織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0-18-5 (EPUB) 

普遍級  

靈 魂 之 戰 三 部 曲 / 瑪 格 麗 特 . 魏 絲

(Margaret Weis), 崔西 .西克曼 (Tracy 

Hickman)作; 織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0-19-2 (EPUB) 普遍

級  

惊鸿佳人/溅血封喉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劉繼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69-4 (EPUB) 

NT$3880 普遍級  

闇夜探花/玥嶺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628-1 (EPUB) 普遍級  

裏八仙. 卷二/蒼葵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731-7 (EPUB) 普遍

級  

AE 事件簿. 6, 聖誕戀歌/喬許.蘭昂

(Josh Lanyon)著;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4-566-5 (PDF) 

普遍級  

AE 事件簿. 外傳, 詭話連篇/自己的故

事自己寫/喬許.蘭昂(Josh Lanyon)著;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

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4-567-2 (PDF) 普遍級  

其他 

<<島嶼上的兒權進行式>>: 10 堂給

孩子的兒童權利必修課/吳立萍作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69-02-2 (EPUB) 

NT$1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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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496-6 (PDF) 普遍級  

(司法特考)法學大意測驗勝經/成宜

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480-5 (PDF) 普遍級  

(全圖解)財報比較圖鑑: 108 張圖表

看懂財報真相,買對飆股/矢部謙介作; 

葉廷昭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8-006-0 (PDF) NT$294 普遍級  

(高餐大的店)創業與夢想: 18 位餐飲

職人創業的夢想與實踐/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21-3 (PDF) 普遍級  

(最易懂圖解版)相對論,愛因斯坦教

會我們什麼?: 看漫畫理解 20 世紀最

偉大的科學經典,探索空間與時間之

謎,培養科學腦!/松井シノブ作; 李佳

褞譯 .-- 新北市 : 美藝學苑,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220-55-5 

(EPUB) 普遍級  

(圖解)生活自立支援照護指南/葉建

鑫, 賴暖婷, 賴俞綺合著 .-- 增訂一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68-02-5 

(EPUB) NT$315 普遍級  

(圖解版)芬蘭生活提案 100/周末北歐

部 Chika 著; 王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86-1 (PDF) 普遍級  

(圖解版)芬蘭生活提案 100/周末北歐

部 Chika 著; 王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87-8 (EPUB) 普遍

級  

(漫畫圖解)不懂帶人、不懂帶團隊

套書/石田淳著; 賴郁婷, 何信蓉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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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 ISBN 978-626-7045-77-0 (全套: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0 個改變世界的人: 聖經啟動的跨文

化宣教故事/丹尼.埃金(Daniel Akin)

著; Hannah 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2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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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86-1 

(EPUB) NT$380 普遍級  

30 個不可不知的細胞免疫處方箋: 全

面了解細胞、免疫、病毒相關知識,

當個聰明的病人/王泰允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77-6 (PDF) 

普遍級  

30 個不可不知的細胞免疫處方箋: 全

面了解細胞、免疫、病毒相關知識,

當個聰明的病人/王泰允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78-3 (EPUB) 

普遍級  

380 個精選實例: 一步步昇華成.NET 

Core 大內高手/周家安著; 胡嘉璽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3-05-0 

(PDF) 普遍級  

40 張圖學會不蝕本選股法: K 線很老

實、基本面很重要,買股前你一定要

懂的 68 件事!/塩見努作; 賴惠鈴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8-39-6 

(PDF) 普遍級  

52 赫茲的鯨魚們/町田苑香作; 王蘊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37-7 (EPUB) 普遍級  

56 天還你濃密頭髮: 世界最多成功案

例的生髮權威醫師!獨創三合一酵素

療法,根治掉髮、短期見效的奇蹟生

髮術/方基浩著; 顏崇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623-9 (EPUB) 

普遍級  

5 分鐘征服英語會話 /張瑪麗, Scott 

William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哈福企

業,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65-2-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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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635-3 (EPUB) 普遍級  

学生のための宗教.哲学入門/藤井大

地, 落合由治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1112 .-- 315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60-99-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财富法则 /富兰克林 .霍布斯(Frankli 

Hobbs)著; 李津编译 .-- 新北市 : 大眾

國際書局, 11201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258-01-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创意叙事 : 三年纪 .纪三年 /吴熙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亞洲創意對話

中心, 11112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681-3-7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荣 耀 教 会 查 经 集 (2023)/ 林 泰 钟

(Jonathan Lin)作 .-- 臺北市 : 華冠拼音

書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56-6-9 (PDF) 普遍級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tourist behavior: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co-author Sungjun (Steven) 

Park, Heejung Lee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1112 .-- 3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60-97-3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AI 黃金時期正好學: Tensorflow 2 高

手有備而來/龍良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73-09-8 (PDF) 

普遍級  

*AM 先生和同事聚餐去= Mr. AM 

going to dinner with colleagues/ 杜 岳

作 .-- 臺北市 : 杜岳, 11202 .-- 3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919-

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APCS 使用 C++/數位新知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58-9 (PDF) 普遍級  

Aventure!/Isabelle Rajnfeld 主編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201 .-- 5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179-

48-2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Azure 證照帶你翻轉雲端職涯: 模擬

試題解析 x 雲端核心知識 x 面試求

職指南/葉心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70-3 (PDF) NT$650 普遍

級  

Azure 證照帶你翻轉雲端職涯: 模擬

試題解析 x 雲端核心知識 x 面試求

職指南/葉心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71-0 (EPUB) NT$650 普

遍級  

Chinese chess in Taiwan Mandarin-based 

citizenship education for the new 

Taiwanese/author Tsung-Hung Su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96-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Curr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the APEC 

region/editor-in-chief Grace Chung .-- 臺

北市 : APEC 研究中心, 11112 .-- 1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157-7-

6 (平裝) 普遍級  

Days/林庭歆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愛

文社, 11201 .-- 52 面; 47 公分 .-- ISBN 

978-626-95744-1-4 (線裝) NT$300 普

遍級  

ESP32 工业物联网 6 门课(簡體中文

版)/曹永忠, 蔡英德, 許智誠著 .-- 初

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74-3-7 (PDF) 

NT$1200 普遍級  

ESP32 工業物聯網 6 門課/曹永忠, 蔡

英德, 許智誠著 .-- 初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74-2-0 (PDF) NT$1200 普

遍級  

Excel 選股法: 我用一張表,每天早上

5 分鐘,3 步驟選出穩賺股/森口亮著; 

李友君譯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82-9 (EPUB) 普遍級  

*Exegesis in late Ming China: as 

exemplified in "a direct explanation of 

holy scripture" by the Jesuit Manuel 

Dias/written by Luigino Marchioron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華裔學志漢學

研究中心, 11201 .-- 40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780-22-2 (平裝) 普遍

級  

Facebook 流量爆炸終極心法/林建睿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95-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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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ioneers in white coats: 

International Medical Model Award 

winners/editor Taiwan Global Healthcare 

Association .-- 臺北市 : 台商資源國際, 

11112 .-- 289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6809-4-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HTML/CSS/JavaScript 與前端框架的

完美結合: 使用 Bootstrap 與 PWA 技

術 ,新手從這開始!/陳婉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63-5 (PDF) 

NT$690 普遍級  

HTML/CSS/JavaScript 與前端框架的

完美結合: 使用 Bootstrap 與 PWA 技

術 ,新手從這開始!/陳婉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64-2 

(EPUB) NT$690 普遍級  

I love grammar/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202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9686-63-1 (第 1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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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達茲著; 黃意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51-6 (EPUB) 

普遍級  

Java 最強入門邁向頂尖高手之路: 王

者歸來/洪錦魁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3-10-4 (PDF) 普遍級  

Kasyaman: 傳 統 Kasyaman 文 化

/Syaman Macinanao 謝永泉撰文 .-- 臺

東縣 : 東縣蘭嶼天文協會, 11112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874-

6-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Love in El Menahil: now that my eyes 

have seen,there's no way for me to 

pretend to be blind/author Shu-Nu Yen; 

artist Chia-June Chang .-- 花蓮縣 : 佛教

慈濟基金會, 11112 .-- 6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626-95759-7-8 (精裝) 

NT$580 普遍級  

Mibalaya ki Susu ki Alid: 現代中文譯

本 (2019)/李淑芬(Seyluf Tama-Tavali)

著 .-- 臺南市 : 南市西拉雅文化山城

社區合作社, 11202 .-- 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205-7-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N5-N1 新日檢文法大全: 精選出題頻

率最高的考用文法 ,全級數一次通

過!/金星坤著; 潘采思譯 .-- 修訂一

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62-8 (PDF) 

普遍級  

N5-N1 新日檢單字大全: 精選出題頻

率最高的考用單字 ,全級數一次通

過!/金星坤著; 徐瑞羚, 呂欣穎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4-263-5 (PDF) 

普遍級  

NestJS 基礎必學實務指南: 使用強大

且易擴展的 Node.js 框架打造網頁應

用程式/謝浩哲(HAO)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碩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58-1 (PDF) NT$620

普遍級  

NestJS 基礎必學實務指南: 使用強大

且易擴展的 Node.js 框架打造網頁應

用程式/謝浩哲(HAO)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碩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65-9 (EPUB) 

NT$620 普遍級  

NEW TOEIC 必備新多益單字: 口袋

就是你的腦袋/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5-15-8 (PDF) 

普遍級  

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 2023/鄭庭薇, 

柯乃禎 Jessica Ko, 林明儀 Dora Lin, 胡

治鋼 John Hu 責任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亞太連線藝術, 11201 .-- 19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251-4-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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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0-268-5 (EPUB) 普遍

級  

Phonics step-by-step. 2, short vowels/目

川文化作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 

11201 .-- 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5946-7-2 (精裝) NT$799 普遍級  

Phonics step-by-step. 3, long vowels/目

川文化作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 

11202 .-- 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5946-8-9 (精裝) NT$799 普遍級  

Phonics step-by-step. 4, long vowel 

digraphs/目川文化作 .-- 桃園市 : 目川

文化, 11202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5946-9-6 (精裝) NT$799 普

遍級  

Pinocchio/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202 .-- 32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57-9686-65-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Python 面試題目與解答: 邁向高薪之

路/洪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98-9 (PDF) 普遍級  

Python 最強入門: 邁向頂尖高手之路: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99-6 (PDF) 普遍級  

Python 零基礎學程式設計與運算思

維: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73-00-5 (PDF) 

普遍級  

Python 邁向領航者之路: 超零基礎/洪

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73-11-1 (PDF) 普遍級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written by Andre Louw .-- fifth 

printing .-- 臺北市 : 敦煌, 11201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231-10-

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大塚真

一郎 Art Works Re:BOX 2nd/大塚真一

郎作; 許國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203 .-- 1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40-825-8 (平裝 ) NT$959 .-- 

ISBN 978-626-340-826-5 (平裝限定版) 

NT$1599 普遍級  

R 語言邁向 Big Data 之路: 王者歸來/

洪錦魁, 蔡桂宏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3-01-2 (PDF) 普遍級  

Serendipity/詹宜軒作 .-- 新北市 : 詹宜

軒, 11202 .-- 6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1-0909-7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SMIA 永續經營與智慧應用創新管

理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22= 2022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t Application/盧鑫理總編

輯 .-- 新北市 : 真理大學管理與資訊

學院, 11112 .-- 47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758-86-7 (隨身碟)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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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202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686-66-2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1 階/

穆益新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

西拉雅文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229-7-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2 階/

陳語汎, 吳俊霖, 蔡馨慧, 蔡汶娟著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西拉雅文

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229-8-9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4 階/

王俊元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

西拉雅文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11-0-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5 階/

陳琮曜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

西拉雅文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11-1-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6 階/

李玉霞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

西拉雅文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11-2-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7 階/

萬盈穗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

西拉雅文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11-3-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8 階/

萬淑娟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

西拉雅文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11-4-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Su ka maka Siraya 西拉雅語. 第 9 階/

萬盈綠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

西拉雅文化協會,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11-5-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Swayay/岳駿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音樂園文化, 11112 .-- 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018-2-9 ( 平 裝 ) 

NT$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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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2-92-7 (PDF) 普遍級  

The foreign relations yearbook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2019/ .-- 臺北市 : 外

交部,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47-59-5 (PDF) 普遍級  

The frog prince/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市  : 東西圖書 , 11202 .-- 32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686-64-

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The journal of Asian arts & aesthetics. 

vol. 8= 亞洲藝術與美學/ .-- 新北市 : 

Ainosco Press, 11112 .-- 13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286-78-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Tibetan and Uyghur refugees in the new 

colonial era: reflection on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lonialism/edited by Dolma 

Tsering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

社, 111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35-77-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toʉsvʉsvʉ tʉ談論 . 第 2 期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總編輯 .-- 臺北市 : 

原語會,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8-33-3 (HTML) 普遍級  

Troy: 特洛伊寫真書/Troy 特洛伊作; 

曾崇倫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2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2-281-7 (平裝) 普遍級  

Troy: 特洛伊寫真書/Troy 特洛伊作; 

曾崇倫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2-313-5 (EPUB) 限制級  

V.K 克鋼琴曲集. 初階. Vol.2= V.K 

elementary piano collection. Vol.2/V.K

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巨人音樂, 

1111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0434-9-6 (平裝) NT$488 普遍級  

WebGL 建構網頁中的 3D 遊戲: 從基

礎渲染原理、光影到應用/邱冠喻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91-0 (PDF) 普遍級  

Writing: let's get serious!/ .-- 臺北市 : 

Occental TenTen Publishing and 

Resources, 11201 .-- 5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758-2-7 (volume 1:平

裝) NT$250 普遍級  

「天朝」艦隊: 亞丁灣護航鍛鍊出的

21 世紀中共海軍/黃丞佑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28-1-4 (EPUB) 

NT$385 普遍級  

*「凝視之間」平面設計作品 /于敏

玲作 .-- 初版 .-- 新竹市 : 于敏玲 , 

111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93-9 (平裝) 普遍級  

一人登山完全攻略/山與溪谷編輯部

編著;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38-0 (PDF) 普遍級  

一人登山完全攻略/山與溪谷編輯部

編著;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39-7 (EPUB) 普遍級  

一切都是陰謀惹的禍: 史上最狂陰謀

論教你如何避免上當/湯姆.菲利普斯

(Tom Phillips), 約 翰 . 艾 立 奇 (John 

Elledge)著; 彭臨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本事,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4-34-3 (EPUB) NT$322 普

遍級  

一午二紅沙,三鯧四馬鮫: 台灣海產

的身世/曹銘宗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貓頭鷹,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606-1 (EPUB) 普遍級  

一日一日: 佩蒂.史密斯的影像紀年/

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作; 陳德政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

播,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1-55-8 (EPUB) NT$520 普遍級  

一日丟一物的簡單生活提案: (1 書+

「1 日丟 1 物」極簡記錄筆記本)讓

生活 7 分滿,最剛好!1 天斷捨 1 件東

西,只要 2 週,就有明顯改變/蜜雪兒著; 

黃筱涵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

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4-67-7 (PDF) NT$245 普遍級  

一日丟一物的簡單生活提案: (1 書+

「1 日丟 1 物」極簡記錄筆記本)讓

生活 7 分滿,最剛好!1 天斷捨 1 件東

西,只要 2 週,就有明顯改變/蜜雪兒著; 

黃筱涵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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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84-68-4 (EPUB) NT$245 普遍級  

一本精通: LINE BOT+Python+Google 

Dialogflow 完整掌握 LINE BOT 的開

發技巧 打造全方位 AI 機器人/張宗

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92-7 (PDF) 普遍級  

一直走就不怕孤獨了/黃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68-3 

(EPUB) 普遍級  

一筆一劃,減壓修復正念筆記: 每天 5

分鐘,神奇的手寫字力量,打造心靈免

疫力,遠離煩惱,疼惜自己/木蔵 Shafe

君子, 荻野淳也, 一般社團法人正念

領導力機構著; 卓惠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346-3 (PDF) 

普遍級  

一筆一劃,減壓修復正念筆記: 每天 5

分鐘,神奇的手寫字力量,打造心靈免

疫力,遠離煩惱,疼惜自己/木蔵 Shafe

君子, 荻野淳也, 一般社團法人正念

領導力機構著; 卓惠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347-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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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56-6 (EPUB) 

普遍級  

一鍋到底亂亂煮/Claire 克萊兒的廚

房日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29-5 (PDF) 普遍級  

一鍋到底亂亂煮/Claire 克萊兒的廚

房日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30-1 (EPUB) 普遍級  

一邊吃著爆米花,一邊療著傷: 透過

電影看見我們說不出口的心理創傷/

金峻基作; 黃子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79-0 (PDF) 普遍級  

一邊吃著爆米花,一邊療著傷: 透過

電影看見我們說不出口的心理創傷/

金峻基作; 黃子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80-6 (EPUB) 普遍

級  

*乙女的鞘翅/方峻攝影 .-- 初版 .-- 桃

園市 : 天河創思, 11112 .-- 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7304-7-1 (精裝)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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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家良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7-018-4 (EPUB) 普遍級  

二戰背後的陰謀: 德蘇條約的幕後故

事、珍珠港事件始末、德軍迷途飛

機的命運、希特勒的未解之謎,12 個

隱藏在戰爭中的歷史真相 /劉幹才 , 

李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7-057-3 (EPUB) 普遍級  

二戰諜報史: 「特派記者」佐爾格、

雙重間諜波波夫、代號「Tate」、

格魯烏王牌特務、清朝格格川島芳

子 ,二戰歷史因他們而改變 /李飆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7-05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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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33-0-6 (EPUB) NT$2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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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61-7-5 (EPUB)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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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61-9-9 (PDF) 普遍級  

人生順利需要設計,偶爾也要靠演技: 

黃小柔女人柔性覺醒的 20 堂課/黃小

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6-33-6 (EPUB) NT$350 普遍級  

人良人 食善食/社團法人健康化長壽

發展協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健康

化長壽發展協會, 11201 .-- 40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7041-0-1 (平裝) 

普遍級  

人脈,從建立好感開始/蜜雪兒.提利

斯.萊德曼著; 黃庭敏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74-3 (PDF) 普遍級  

人脈,從建立好感開始/蜜雪兒.提利

斯.萊德曼著; 黃庭敏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1-75-0 (EPUB) 普遍級  

人脈風格: 找出你專屬的人際關係模

式,創造工作與生活的最佳表現/瑪莉

莎.金恩(Marissa King)著;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59-2 

(EPUB) NT$450 普遍級  

人脈風格: 找出你專屬的人際關係模

式,創造工作與生活的最佳表現/瑪莉

莎.金恩(Marissa King)著;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60-8 

(PDF) NT$450 普遍級  

人資人員常用法典/李聰成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59-6 (PDF) 

普遍級  

人際關係與人際溝通/陳皎眉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2-68-7 (PDF) 

普遍級  

入世、修持與跨界: 當代臺灣宗教的

社會學解讀/齊偉先, 劉怡寧, 丁仁傑, 

黃克先, 林峯燦, 范綱華, 林育生, 楊

弘任, 邱炫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83-6 (PDF) NT$620

普遍級  

入世、修持與跨界: 當代臺灣宗教的

社會學解讀/齊偉先, 劉怡寧, 丁仁傑, 

黃克先, 林峯燦, 范綱華, 林育生, 楊

弘任, 邱炫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84-3 (EPUB) 

NT$620 普遍級  

十三世紀元宇宙: 一口氣讀完像風一

樣的元朝興衰史下篇/梅毅(赫連勃勃

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61-9 (EPUB) 普遍級  

十三世紀元宇宙: 一口氣讀完像風一

樣的元朝興衰史上篇/梅毅(赫連勃勃

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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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60-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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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7-019-1 (EPUB) 普遍級  

三酉聯展: 周由美, 吳東昇, 謝深淵/

台灣茶書畫藝術協會總編輯 .-- 臺北

市 : 康寧大學, 11112 .-- 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199-7-2 (平裝) 

普遍級  

上 帝 的 情 書 /雪莉 .蘿絲 . 雪波 爾德

(Sheri Rose Shepherd)著; 謝玉如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56-951-8 (EPUB) 

普遍級  

上 帝 的 情 書 /雪莉 .蘿絲 . 雪波 爾德

(Sheri Rose Shepherd)著; 謝玉如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56-953-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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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浪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7-9-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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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浪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73-0-4 (EPUB) 普遍

級  

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錢課/李雅雯著 .-- 

新北市 : 虎吉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87-1-5 (EPUB) 

普遍級  

凡人的告白書: 第二十四屆臺大文學

獎作品集/劉正忠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85-0 (PDF) 

NT$610 普遍級  

千年之約. 一/太陽盛德等作 .-- 臺北

市 : 天圓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44-2-6 (PDF) 普遍級  

土產物語: 從伊勢赤福到東京芭娜娜,

細數日本土產的前世今/鈴木勇一郎

作; 劉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這邊

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15-1-9 (PDF) 普遍級  

土產物語: 從伊勢赤福到東京芭娜娜,

細數日本土產的前世今生/鈴木勇一

郎作; 劉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這

邊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15-2-6 (EPUB) 普遍級  

大河文藝季. 2022, <村道个味緒>成

果專刊/財團法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編著 .-- 桃園市 : 桃園市客家文

化基金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725-3-9 (PDF) 普遍級  

大河的原點.文學的原鄉: 鍾肇政文

學生活園區專刊/財團法人桃園市客

家文化基金會編著 .-- 桃園市 : 桃園

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725-4-6 (PDF) 

普遍級  

大腸癌篩檢指引/台灣大腸癌篩檢指

引制定小組作 .-- 臺北市 : 台灣消化

系醫學會, 11112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54-1-6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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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26-1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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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27-8 

(PDF) NT$400 普遍級  

大話 AWS 雲端架構: 雲端應用架構

圖解輕鬆學/李秉鴻, 周廷諺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59-8 (PDF) 

NT$650 普遍級  

大話 AWS 雲端架構: 雲端應用架構

圖解輕鬆學/李秉鴻, 周廷諺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60-4 

(EPUB) NT$6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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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86-6 (PDF) 普遍級  

大話資料結構(全新彩色版)/程杰著; 

胡嘉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6-93-4 (PDF) 普遍級  

小男人與神= Le petit homme et Dieu/

凱蒂.克羅瑟(Kitty Crowther)著; 陳郁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重版文化整

合事業, 1120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846-2-5 ( 精 裝 )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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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瑩滿編著; 江慧珠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江慧珠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35-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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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瑩滿編著; 江慧珠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江慧珠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887-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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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59-7 

(EPUB) 普遍級  

小秘密 /住野夜作;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630-8 

(EPUB) 普遍級  

小資向錢衝!: 樂活大叔的投資問答

室,6 步驟穩穩賺,賺久久,5 年一桶金!/

施昇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66-03-8 (PDF) 普遍級  

小資理財 90 秒(圖卡小劇場): 一看就

懂的新手理財課,學會「儲蓄+保險+

投資」,擺脫窮忙、存到第一桶金/趙

柏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38-7 (PDF) 普遍級  

小資理財 90 秒(圖卡小劇場): 一看就

懂的新手理財課,學會「儲蓄+保險+

投資」,擺脫窮忙、存到第一桶金/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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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39-4 (EPUB) 普遍級  

小熊媽 親子學英語私房工具 101+/小

熊媽(張美蘭)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413-4 (EPUB) NT$400 普

遍級  

小學生童話字典. 2/小魯文化編輯部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7-29-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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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8-25-9 (EPUB)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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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8-26-6 (PDF) NT$420 普遍級  

山之音/川端康成作; 劉子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70-5 (PDF) 

普遍級  

山之音/川端康成作; 劉子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71-2 (EPUB) 

普遍級  

工業 4.1: 零缺陷的智慧製造/鄭芳田

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635-75-6 (EPUB) NT$2500 普遍級  

不只是盛宴: 餐盤裡的歐洲文化史/

周惠民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57-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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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1-21-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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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1-22-5 (EPUB) 普遍級  

不待黃昏的貓頭鷹: 陳紹馨的學術生

命與臺灣研究/鄭力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77-5 (PDF) 

NT$520 普遍級  

不待黃昏的貓頭鷹: 陳紹馨的學術生

命與臺灣研究/鄭力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86-7 

(EPUB) NT$520 普遍級  

不看盤,我才賺到大錢: 只想靠一檔

股票、買了不理也能獲利?你要選

ETF,低成本指數型基金/比爾.蘇西斯

(Bill Schultheis)作 ; 劉真如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10-2 (PDF) 

普遍級  

不看盤,我才賺到大錢: 只想靠一檔

股票、買了不理也能獲利?你要選

ETF,低成本指數型基金/比爾.蘇西斯

(Bill Schultheis)著 ; 劉真如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1-11-9 

(EPUB) 普遍級  

不要用別人的腦子思考你的人生/采

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78-6 (EPUB) 普遍級  

不要用別人的腦子思考你的人生/采

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24-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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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55-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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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75-2 (EPUB) 普遍級  

不懂神話,就只能看裸體了啊(暢銷經

典版)/顧爺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

點,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4-67-0 (EPUB) 普遍級  

中唐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 大王細說

帝國的正午四百年下篇之 1/梅毅(赫

連勃勃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

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62-6 (EPUB) 普遍級  

中唐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 大王細說

帝國的正午四百年下篇之 2/梅毅(赫

連勃勃大王) .-- 初版 .-- 臺北市 : 達

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63-3 (EPUB) 普遍級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余英時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52-9 

(EPUB) 普遍級  

中國文化叢談/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869-7 (EPUB) 普遍

級  

中國文學論叢/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877-2 (EPUB) 普遍

級  

中國哲學概論/曾春海, 李賢中, 葉海

煙, 尤煌傑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37-4 (PDF) 普遍級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四編/許

育龍等著; 許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4-246-7 (全套:精裝) 

NT$30000 普遍級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七編/張

永超等著; 林慶彰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4-186-6 (全套:精裝) 

NT$46000 普遍級  

中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三十

週年回顧與未來展望: 承先啟後 30/

宋家驥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 11112 .-

- 96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6995-0-6 (平裝) 普遍級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論文摘要集. 2022 第十七屆/朝陽

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 初版 .-- 雲

林縣 :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11112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749-

5-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中學生高分讀書法/葉一著; 張翡臻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2-818-3 

(EPUB) NT$245 普遍級  

五彩繽紛玄奇奧妙的能量棋/林明翰

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新星國

際, 11112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963-0-7 (平裝) NT$699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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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氣不錯,我打算把上司幹掉/夕

鷺叶作; 丁世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631-5 (EPUB) 普遍

級  

今天吃素便當: 異國風、重口味、古

早味、低卡養生等 150 道美味料理

自由配/齋心主廚著 .-- 臺北市 : 朱雀

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64-44-3 (EPUB) NT$450 普遍級  

內線交易專題研究/郭大維, 張心悌, 

吳盈德, 陳彥良, 劉連煜, 戴銘昇, 江

朝聖, 許兆慶, 蘇琬鈺, 賴英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201 .-- 3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927-0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公務員貪瀆犯罪預防之研究/楊育杰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934-8 

(PDF) NT$600 普遍級  

分人: 我,究竟是誰/平野啓一郎著; 陳

系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

文傳播,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53-4 (EPUB) 普遍級  

化粧品標示法規暨問答集/方韻淑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食 藥 署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60-03-6 (PDF) 普遍級  

友達以上,莎元滿滿: 林莎 x 元元寫真

書/林莎, 吳婕安作; 何晨瀧攝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6-178-

6 (精裝限定特裝版) NT$1520 普遍級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 21

屆: 心物一元新境界 至仁行德創新

機/賴文志(緒照)總編輯 .-- 初版 .-- 南

投縣 :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11203 .-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649-2-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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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2-830-5 (EPUB) 

NT$294 普遍級  

太陽心語. 第一集/太陽盛德著 .-- 臺

北市 : 天圓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44-3-3 (PDF) NT$150

普遍級  

太陽心語. 第二集/太陽盛德著 .-- 臺

北市 : 天圓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44-4-0 (PDF) NT$150

普遍級  

太陽心語. 第三集/太陽盛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44-5-7 (PDF) 

NT$150 普遍級  

太陽心語. 第四集/太陽盛德著 .-- 臺

北市 : 天圓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44-8-8 (PDF) 普遍級  

少年/川端康成著; 黃詩婷譯 .-- 臺北

市 : 皇冠,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976-2 (PDF) 普遍級  

少年(川端康成｡耽美初戀)/川端康成

作; 劉姿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832-5 (PDF) 普遍級  

少年(川端康成｡耽美初戀)/川端康成

作; 劉姿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833-2 (EPUB) 普遍級  

少食生活: 吃少一點,變瘦一些,活久

一點,讓頭腦與身體都變年輕的活力

飲食法/石黒成治作; 林巍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50-9 

(EPUB) 普遍級  

少食生活: 吃少一點,變瘦一些,活久

一點,讓頭腦與身體都變年輕的活力

飲食法/石黒成治作; 林巍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51-6 (PDF) 

普遍級  

巴拉克.歐巴馬 x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漫聊美國夢 /巴拉克 .歐巴馬(Barack 

Obama), 布魯斯 .史普林斯汀 (Bruce 

Springsteen)作;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2-16-1 

(EPUB) NT$700 普遍級  

巴拉克.歐巴馬 x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漫聊美國夢 /巴拉克 .歐巴馬(Barack 

Obama), 布魯斯 .史普林斯汀 (Bruce 

Springsteen)作;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17-8 (PDF) 

NT$700 普遍級  

巴菲特的決策邏輯: 身價 1113 億美

元的投資之神,解讀世界的八大原則/

桑原晃彌著; 林姿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樂金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80-5 (EPUB) 普遍

級  

巴塞隆納,不只高第: 跟著中文官方

導遊深度行/王儷瑾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奇光,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1-11-2 (EPUB) NT$420 普

遍級  

巴塞隆納,不只高第: 跟著中文官方

導遊深度行/王儷瑾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奇光,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1-12-9 (PDF) NT$420 普遍

級  

幻想妖怪解剖圖/天野行雄作; 黃琳

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8-27-3 (PDF) NT$350 普遍級  

心流: 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

學 / 米 哈 里 . 契 克 森 米 哈 伊 (Mihaly 

Csikszentmihalyi)著; 張瓊懿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行路,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44-05-0 (PDF) 

普遍級  

心流: 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

學 / 米 哈 里 . 契 克 森 米 哈 伊 (Mihaly 

Csikszentmihalyi)著; 張瓊懿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行路,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44-06-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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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0-576-9 (EPUB) 普遍級  

心魂週曆= Seelenkalender/魯道夫.施

泰納作; 葉炯明譯 .-- 二版 .-- 臺中市 : 

自由心苑, 11112 .-- 88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94719-5-4 ( 精 裝 )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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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70-511-6 (PDF) NT$380

普遍級  

手術的發明= The invention of surgery: 

a history of modern medicin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mplant Revolution/

大衛.史耐德(David Schneider)作; 黃馨

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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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 .-- 冊 .-- ISBN 978-626-7255-05-

6 (全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文化創意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22/簡紹琦總編輯 .-- 新竹市 : 竹

宇印刷, 11112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897-0-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文化與教育/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65-9 (EPUB) 普遍級  

文革前的康生/孫超, 周言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8-72-5 

(EPUB) NT$336 普遍級  

文教事業經營與創新/林海清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5-100-1 (PDF) NT$100 普遍級  

方言聖經翻譯者打字用的 Doc 檔案/

林泰鐘(Jonathan Lin)作 .-- 四版 .-- 臺

北市 : 華冠拼音書籍,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56-1-4 (PDF) 

普遍級  

方言翻译用圣经(简体单节排列版)/

林泰钟(Jonathan Lin)作 .-- 四版 .-- 臺

北市 : 華冠拼音書籍,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56-3-8 (PDF) 

普遍級  

方言翻译用圣经(英文单节排列版)/

林泰钟(Jonathan Lin)作 .-- 四版 .-- 臺

北市 : 華冠拼音書籍,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56-2-1 (PDF) 

普遍級  

方言翻譯用聖經(繁體單節排列版)/

林泰鐘(Jonathan Lin)作 .-- 四版 .-- 臺

北市 : 華冠拼音書籍,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56-4-5 (PDF) 

普遍級  

方言圣经翻译者打字用的 Doc 档案/

林泰钟(Jonathan Lin)作 .-- 四版 .-- 臺

北市 : 華冠拼音書籍,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56-0-7 (PDF) 

普遍級  

方言圣经翻译者打字用的 Doc 档案

(英文)/林泰钟(Jonathan Lin)作 .-- 四

版 .-- 臺北市 : 華冠拼音書籍,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10-9-5 

(PDF) 普遍級  

日日有影. 2023/張硯拓主編 .-- 臺北

市 : 有內容,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50-1-3 (PDF) NT$450 普遍

級  

日本半導體產業關鍵企業指南. 2022/

日本產業研究組主編 .-- 初版 .-- 新竹

縣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1112 .-- 4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4-390-

7 (平裝) NT$3000 普遍級  

日本滑雪度假全攻略: 裝備剖析 X 技

巧概念 X 雪場環境 X 特色行程/娜塔

蝦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52-2 (EPUB) 普遍級  

日本資訊安全產業發展綜析. 下, 雲

端平台與資安服務/富士 Chimer 總研

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89-0 

(PDF) NT$12500 普遍級  

日本資訊安全產業發展綜析: 防護、

偵測與資安管理. 上/富士 Chimer 總

研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81-888-3 (PDF) NT$12500 普遍級  

*日本漢文學家傳論/余金龍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合慶國際圖書,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95669-3-8 (第 4

冊 :平裝 ) NT$500 .-- ISBN 978-626-

95669-4-5 (第 5 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626-95669-5-2 (第 6 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626-95669-6-9 (第

7 冊:平裝) NT$500 普遍級  

日本語 GoGoGo/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編著 .-- 增訂一版 .-- 新北

市 : 豪風, 11203 .-- 2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7038-0-7 (第 3 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日本語 GOGOGO(練習帳)/財團法人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 增訂一

版 .-- 新北市 : 豪風, 11203 .-- 7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7038-1-4 (第

3 冊:平裝) NT$199 普遍級  

*日語句型與文法/余金龍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合慶國際圖書, 11112 .-

- 冊 .-- ISBN 978-626-95669-1-4 (第 7

冊 :平裝 ) NT$500 .-- ISBN 978-626-

95669-2-1 (第 8 冊:平裝) NT$500 普遍

級  

日檢拿高分 N5 單字大全/杉本愛子, 

Sayuri Chu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3-12-5 (PDF) 普遍級  

木作用 世界木材事典/河村壽昌, 西

川榮明著; 朱炳樹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66-1 (EPUB) 

普遍級  

木麻黃公路/方秋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卯月霽商行,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63-5-8 (PDF) 

NT$175 普遍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 二编

/宋德发, 张瑞瑶等著; 曹順慶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 冊 .-- ISBN 978-626-344-340-2 (全套:

精裝) NT$76000 普遍級  

比遠方更遠: 走入個人與國族,凝視

政治下的創傷與差異,一場起於革命

年 代 的 人 性 之 旅 / 安 德 魯 . 所 羅 門

(Andrew Solomon)作; 林凱雄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2-91-5 (PDF) 

普遍級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蔡英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87-4 (PDF) NT$450 普遍級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蔡英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703-1 (EPUB) NT$450 普遍級  

水的價值: 為世上最艱鉅的水資源挑

戰尋覓解方/蓋瑞.懷特(Gary White), 

麥特 .戴蒙 (Matt Damon)著 ; 溫力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29-5 (EPUB) NT$450 普遍級  

水的價值: 為世上最艱鉅的水資源挑

戰尋覓解方/蓋瑞.懷特(Gary White), 

麥特 .戴蒙 (Matt Damon)著 ; 溫力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30-1 (PDF) NT$450 普遍級  

王朝劇場直播中: 賽雷三分鐘漫畫中

國史. 3, 三國~魏晉南北朝/賽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36-3 

(PDF) 普遍級  

王朝劇場直播中: 賽雷三分鐘漫畫中

國史. 3, 三國~魏晉南北朝/賽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37-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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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劇場直播中: 賽雷三分鐘漫畫中

國史. 4, 隋唐~五代十國/賽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38-7 (PDF) 

普遍級  

王朝劇場直播中: 賽雷三分鐘漫畫中

國史. 4, 隋唐~五代十國/賽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39-4 

(EPUB) 普遍級  

世界太無聊,我們需要文藝復興(暢銷

經典版)/顧爺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68-7 (EPUB) 普遍級  

世界民藝之旅: 看見手作工藝的風土

與文化之美/巧藝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浩斯,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90-4 (EPUB) 

NT$799 普遍級  

世界的形狀: 臺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2022/龔雅雯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5-88-4 

(PDF) 普遍級  

世界冠軍教我的 8 堂高效能課/傑克.

漢佛瑞(Jake Humphrey), 達米安.休斯

(Damian Hughes)著; 吳宜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18-5 

(PDF) NT$380 普遍級  

世界冠軍教我的 8 堂高效能課/傑克.

漢佛瑞(Jake Humphrey), 達米安.休斯

(Damian Hughes)著; 吳宜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19-2 

(EPUB) NT$380 普遍級  

世界最簡單 自助旅行韓語/朴永美, 

林大君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65-3-8 (PDF) 普遍級  

主管使用說明書: 詳解 7 大類主管,讓

你對症下藥,再難纏都能搞定!/季益

祥, 高利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79-9 (EPUB) 普遍級  

主播的搖籃: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許

志明主編 .-- 臺北市 : 許志明, 11201 .-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

0938-7 (精裝) 普遍級  

以禱告為孩子預備道路 /毛黃秀蓮 , 

曹敬業著 .-- 初版 .-- 基隆市 : 傳愛家

族傳播文化, 11112 .-- 8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94912-7-3 ( 精 裝 ) 

NT$200 普遍級  

包緝庭談京劇: 笑隱堂憶故/包緝庭

原著;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73-2 (EPUB) NT$4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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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大出版中

心,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88-1 (PDF) NT$7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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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大出版中

心,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89-8 (EPUB) NT$720 普遍級  

卡哇伊造型蛋黃酥: 小資創業最讚、

在家接單必會、節慶送禮首選的中

式烘焙點心/王美姬著 .-- 臺北市 : 朱

雀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4-42-9 (EPUB) NT$480 普

遍級  

占星療癒魔法: 透過占星學與宇宙週

期同步,校準自身能量,實現你想要的

健 康 與 豐 盛 / 珍 妮 佛 . 拉 西 奧 皮

(Jennifer Racioppi)著; 韓沁林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45-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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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9-53-9 (EPUB) 普遍級  

去你媽的世界/郝妮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7-4-6 (PDF) 

普遍級  

去你媽的世界/郝妮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57-5-3 

(EPUB) 普遍級  

去法院相告: 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

轉型/王泰升著 .-- 增訂三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90-4 (EPUB) 

NT$480 普遍級  

去法院相告: 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

轉型/王泰升著 .-- 增訂三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704-8 (PDF) 

NT$480 普遍級  

可以馬上和日本人聊不停的日語會

話/渡邊由里, 林小瑜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3-11-8 (PDF) 

普遍級  

*可以強悍,也可以示弱: 有身段也有

手段,人生的規矩我說了算/黃大米作; 

鄭佳如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 

11112 .-- 約 33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12-5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可畏的想像力: 當代小說 26 家/王德

威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80-1 (EPUB) 普遍級  

可讀、可想、可互動的歷史啓蒙書/

伊恩.道森(Ian Dawson)著; 單兆榮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96-6 

(EPUB) 普遍級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九編/謝

敏聰等著; 王明蓀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4-168-2 (全套:精裝) 

NT$70000 普遍級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七編/蘇悟森, 

黃金燦等著; 杜潔祥總編輯 .-- 初版 .-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 ISBN 978-626-344-258-0 (全套:精裝) 

NT$28000 普遍級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六編/蕭登福

等著; 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4-311-2 (全套:精裝) 

NT$140000 普遍級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三輯/李奇

鴻等著; 龔鵬程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4-215-3 ( 全 套 : 精 裝 ) 

NT$16000 普遍級  

*古詩文課/王能憲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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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57-004-7 (EPUB) 普遍

級  

古蘭似海: 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

真諦/卡拉.鮑爾(Carla Power)著; 葉品

岑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4-17-4 (PDF) 普遍級  

古蘭似海: 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

真諦/卡拉.鮑爾(Carla Power)著; 葉品

岑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4-18-1 (EPUB) 普遍級  

只有不會教的父母,沒有管不好的孩

子/晏良雲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

布數位文化 , 1120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943-8-9 (EPUB) 

NT$320 普遍級  

只要看起來很厲害,就可以了!巧妙直

入人心的暗黑心理學: 優雅的狡猾才

是王道,90 個讓你穩居優勢的必勝人

心攻略 /齊藤勇著; 卓惠娟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72-9 (PDF) 

普遍級  

只要看起來很厲害,就可以了!巧妙直

入人心的暗黑心理學: 優雅的狡猾才

是王道,90 個讓你穩居優勢的必勝人

心攻略 /齊藤勇著; 卓惠娟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1-73-6 (EPUB) 

普遍級  

台北當代藝術館. 2021 年報/駱麗貞

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當代藝術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83-0-1 (PDF) 普遍級  

台灣人的心頭話: <<民報>>評論選

集. 2/劉志聰, 陳永興主編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28-4-5 (EPUB) NT$224 普

遍級  

台灣人的心頭話: <<民報>>評論選

集. 1/劉志聰, 陳永興主編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28-3-8 (EPUB) NT$224 普

遍級  

台灣日常: 百年 ê 生活記持/Hena Ma

作 .-- 嘉義縣 : 培鈺工作室,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23-2-9 

(EPUB) 普遍級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23/

孫明德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經

院,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93-111-5 (PDF) NT$6000 普遍級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6/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64-0-6 (EPUB) 普遍級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6/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64-1-3 (PDF) 普遍級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2022 第 15 屆/王

耀邦, 甘泰來, 何以立, 沈中怡, 林平, 

胡德如, 張耿華, 梁豫漳, 莊豐賓, 郭

旭原, 黃惠美, 謝禎舜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室內設計協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85-0-9 (PDF) 

NT$590 普遍級  

台灣鴉片類藥物所致便祕之臨床處

置 指 引 . 2022= 2022 Taiwan opioid-

induced constipation(OIC) management 

guidance/台灣鴉片類藥物所致便祕

諮詢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疼痛醫學會, 11112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8495-3-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台灣餐旅教育的實踐/紙矢健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12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4-74-2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外資金融菁英的最強說明術/駭客大

學 PESO 作;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23-2 (PDF) 普遍級  

外資金融菁英的最強說明術/駭客大

學 PESO 作;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24-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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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筧裕介著; 林

姿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742-1 (EPUB) NT$406 普遍級  

巨震創生: 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與

制度韌性/龔怡文, 劉季宇, 簡文郁, 鍾

立來, 葉錦勳, 張宜君, 陳慈忻, 陳淑

惠, 陳亮全, 周偉賢, 曾裕淇, 林冠慧, 

林宗弘, 林沛暘, 邱聰智, 李俊穎, 李

宗義作; 林宗弘, 劉季宇, 陳亮全主

編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78-2 

(PDF) NT$880 普遍級  

巨震創生: 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與

制度韌性/龔怡文, 劉季宇, 簡文郁, 鍾

立來, 葉錦勳, 張宜君, 陳慈忻, 陳淑

惠, 陳亮全, 周偉賢, 曾裕淇, 林冠慧, 

林宗弘, 林沛暘, 邱聰智, 李俊穎, 李

宗義作; 林宗弘, 劉季宇, 陳亮全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91-1 (EPUB) NT$880 普遍級  

*平原的密碼/許輝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05-4 (EPUB) 普遍

級  

平靜的力量: 遠離痛苦,掌握內在平

靜喜悅的秘訣/顏秉田著 .-- 1 版 .-- 新

北市 : 樂果數位科技,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41-0-5 (PDF) 

NT$150 普遍級  

必備六法/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3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90-9 (PDF) 

普遍級  

必須精通 MySQL 最新版: 最成功應

用範例全書/王英英著; 胡嘉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96-5 

(PDF) 普遍級  

打開藝術致富門道,買對一年半漲 10

倍: 專業藝術經紀人教你欣賞→收藏

→投資三部曲/王玉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91-1 (PDF) NT$350

普遍級  

打貓街時光地圖 /重構大學路計畫 , 

打貓街坊文化協會團隊 .-- 嘉義縣 : 

重構大學路-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

計畫, 11112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63-6-6 (平裝) 普遍級  

民初珍史/張任民等著; 蔡登山主編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74-9 

(EPUB) NT$343 普遍級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六編/康碧

真等著; 杜潔祥總編輯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4-192-7 (全套:精裝) 

NT$140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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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與文化/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66-6 (EPUB) 普遍級  

永恆之王: 亞瑟王傳奇/特倫斯.韓伯

瑞.懷特(Terence Hanbury White)作; 譚

光磊, 簡怡君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55-5 (PDF) 普遍級  

永恆之王: 亞瑟王傳奇/特倫斯.韓伯

瑞.懷特(Terence Hanbury White)作; 譚

光磊, 簡怡君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356-2 (EPUB) 普遍級  

永靖百年合院與宗祠: 東永靖/邱美

都總編撰 .-- 第一版 .-- 彰化縣 : 臺灣

城鄉聚落永續發展協會, 11112 .-- 10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01-0-

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永續年夜飯: 人類世的餐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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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灣博物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2-779-8 (PDF) 

NT$28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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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528-9 (EPUB) 普遍級  

生生菩薩世世佛: 小部經典本生經/

夏丏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547-0 (EPUB) NT$420 普遍級  

生肖開運 200 問: 趨吉避凶本命年/杜

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57-2 (EPUB) 普遍級  

生來憂傷/謝知橋作 .-- 首版 .-- 臺北

市 : 悅知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00-4-9 (PDF) NT$300

普遍級  

用 Node.js 一統 JavaScript 前後端: 強

勢 Web 開發親手作/趙榮嬌著; 胡嘉

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73-02-9 (PDF) 普遍級  

用一天說歷史: 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

代,你的一天是人類累積的百萬年/葛

瑞格.詹納(Greg Jenner)作; 楊惠君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6-56-8 (EPUB) NT$294 普遍級  

用散文打拍子/孟樊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7-42-5 (EPUB) 

NT$203 普遍級  

白令海峽的輓歌: 漂浮在自然與文明

之間的海岸,現代人類殖民萬物的野

心 與 潰 敗 / 芭 絲 榭 芭 . 德 穆 思

(Bathsheba Demuth)著; 鼎玉鉉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71-9 

(EPUB) NT$441 普遍級  

白色城堡/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作; 陳芙陽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86-3 (EPUB) 普遍級  

伊能嘉矩: 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陳偉智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

版中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79-9 (PDF) NT$660 普遍

級  

伊能嘉矩: 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陳偉智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

版中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92-8 (EPUB) NT$660 普

遍級  

休庵隨筆/白雲老禪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19-6-2 (PDF) 

NT$150 普遍級  

全民英檢中級閱讀題庫解析段落填

空/珊卓沃克, 張清芳著 .-- 再版 .-- 新

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3-20-0 (PDF) 

普遍級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題庫解析段落填

空/拉斯曼菲, 張清芳合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3-21-7 (PDF) 

普遍級  

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 創刊號/ .-- 

臺北市  : 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 , 

11201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7027-0-1 (平裝) 普遍級  

全國民生產業與創新設計研討會論

文集. 2022= Proceedings for the 2022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velihood 

Industry and Innovative Design/聖約翰

科技大學民生與設計學院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聖約翰科大民設院, 

111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765-47-6 (平裝) 普遍級  

全國眷村攝影比賽暨二空文物影像

展. 第二屆/劉國珠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一印刷影印行, 11201 .-- 100

面 ; 18X2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035-0-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全新!新制多益 TOEIC 題庫解析: 狠

準 6 回聽力+閱讀模擬試題,完全反映

最新命題趨勢、全方位建立新制多

益實戰能力!/Hackers Academia 著; 魏

詩珈, 談采薇, 許竹瑩, 蔡宜庭譯 .-- 新

北市 : 國際學村,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61-1 (EPUB) 普遍

級  

全齡顧齒攻略: 13 位北醫大醫師聯手

解答/林惠君, 陳培思, 黃筱珮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69-8 (PDF) 普遍級  

再聚: 邁向後疫日常的會面點/沈揚

庭, 林煌迪, 林軒丞, 鄭方哲, 廖士豪, 

呂武隆, 盧紀邦, 張庭嘉, 許家茵編

著 .-- 第一版 .-- 臺南市 : 沈揚庭 , 

11201 .-- 8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60-1 (平裝) 普遍級  

吉他大師技法 /Hidenori 著; 黃大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0-262-3 (EPUB) NT$490 普遍級  

地獄之行: 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 卷

一 /伊恩 .克蕭(Ian Kershaw)著; 林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4-14-3 (PDF) 普遍級  

地獄之行: 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 卷

一 /伊恩 .克蕭(Ian Kershaw)著; 林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4-15-0 (EPUB) 普遍級  

在乎生命,不在乎字句= Rely on life 

not words/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李承勳, 10509 .-- 3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01-0925-7 (平裝) 普遍

級  

*在商研賞/于敏玲作 .-- 初版 .-- 新竹

市 : 于敏玲, 11112 .-- 92 面; 28X40 公

分 .-- ISBN 978-626-01-0894-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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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隱居 10 年,我過得還不錯: 只

是維持最低限度的工作量和人際關

係,九成的焦慮也遠離了/大原扁理著; 

姜柏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35-9 (PDF) 普遍級  

在都市隱居 10 年,我過得還不錯: 只

是維持最低限度的工作量和人際關

係,九成的焦慮也遠離了/大原扁理著; 

姜柏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36-6 (EPUB) 普遍級  

在霧中和你說話/陳繁齊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201 .-- 約 26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9-15-6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多元創新教學之實踐/陳曉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384-

8 (平裝) 普遍級  

多巴胺國度: 在縱慾年代找到身心平

衡/安娜.蘭布克(Anna Lembke)著; 鄭

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

社,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5-18-5 (EPUB) NT$320 普遍級  

多媒體概論與實務應用 /數位新知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60-2 

(PDF) 普遍級  

好 故 事 的 力 量 / 凱 特 . 法 瑞 爾 (Kate 

Farrell)作; 王惟芬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58-2 (EPUB) 

普遍級  

好痛,但能跟誰說?: 陪伴自閉兒、亞

斯兒等特殊孩子走出霸凌的傷/王意

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339-0 (EPUB) 普遍級  

如水: 流散時代的香港文化/張崑陽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水協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0-4-1 (PDF) NT$450 普遍級  

如此蒼白的心/哈維爾.馬利亞斯著; 

張淑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15-8 (PDF) 普遍級  

如此蒼白的心/哈維爾.馬利亞斯著; 

張淑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16-5 (EPUB) 普遍級  

如何提升和陌生人的溝通能力/鄧兮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43-5-8 (EPUB)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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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36-0 (EPUB) 普遍級  

*字由字在 : 文字造型設計 /于敏玲

作 .-- 新竹市 : 于敏玲, 111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921-9 (平

裝) 普遍級  

守約的神與以色列/Melody Yao 著 .-- 

臺北市 : 妥拉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35-4-5 (PDF) 普遍級  

安伏自己內心的苦,就是最好的佈施/

吳九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彙通文

流社,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7960-5-7 (EPUB) 普遍級  

成長性思維行動指南: 培養孩子恆毅

力與心理韌性的 45 堂實踐課/安妮.

布魯克 (Annie Brock), 希瑟 .韓德利

(Heather Hundley)著; 簡大為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395-3 

(EPUB) 普遍級  

成長性思維學習指南(長銷經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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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397-7 (EPUB) 普遍級  

成為新耶路撒冷型創業家/沃特.卓普

(Wouter Droppers)著; 王瑜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天恩,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77-365-9 (EPUB) 普遍

級  

有 IQ 沒 EQ,小孩遇事只會哭: 認知自

我 X 同理他人 X 自我激勵,教導孩子

掌握情緒,體諒他人,別讓他們成為低

情商討厭鬼!/洪春瑜, 蕭晨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60-3 

(EPUB) 普遍級  

有些日子,你只能自己撐過去/沈莫塵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43-6-5 (EPUB) NT$300 普遍級  

有故事的宋詞: 經典名句是這樣來的

/夏昆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61-02-6 (EPUB) 普遍級  

有故事的唐詩: 經典名句是這樣來的

/夏昆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61-01-9 (EPUB) 普遍級  

有故事的唐詩宋詞套書/夏昆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201 .-- 冊 .-- 

ISBN 978-626-7261-08-8 (全套:平裝) 

NT$860 普遍級  

有時你會寂寞但那並非沒有道理/查

爾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作; 

陳榮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69-2-6 (EPUB) 普遍級  

此時此刻 ,就是最好的時刻 /何權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626-0 (EPUB) 普遍級  

死亡可以教我們什麼: 圓滿生命的五

個邀請/法蘭克.奧斯塔薩斯基(Frank 

Ostaseski)著; 許可欣, 鄭襄憶譯 .-- 再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5-80-0 

(EPUB) 普遍級  

死亡否認 /歐內斯特 .貝克爾 (Ernest 

Becker)著; 林和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92-2 (PDF) 普遍級  

江祖望篆刻創作: 套印集/江祖望作 .-

- 臺北市 : 石雲堂畫室, 11112 .-- 16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982-0-

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百年變局裡的歐盟: 疫情治理與經濟

外交/丁純, 羅天宇, 洪德欽, 陳蔚芳, 

羅至美, 楊娜, 楊三億, 鄭春榮, 林子

立, 劉書彬, 李貴英, 葉斌, 胡子南, 忻

華, 楊成玉, 趙懷普, 卓忠宏, 朱景鵬, 

金玲, 賴昀辰作; 朱景鵬, 陳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693-5 (EPUB) NT$860 普遍級  

百年變局裡的歐盟: 疫情治理與經濟

外交/丁純, 羅天宇, 洪德欽, 陳蔚芳, 

羅至美, 楊娜, 楊三億, 鄭春榮, 林子

立, 劉書彬, 李貴英, 葉斌, 胡子南, 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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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楊成玉, 趙懷普, 卓忠宏, 朱景鵬, 

金玲, 賴昀辰作; 朱景鵬, 陳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705-5 (PDF) NT$860 普遍級  

老僧常譚/白雲老禪師著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519-7-9 (PDF) NT$100

普遍級  

老臺灣新人類: 他們的故事我們的生

活/王派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23-7 (PDF) NT$300 普遍級  

肉品加工學實習/鄭富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53-4 (PDF) 

普遍級  

自由平等博愛,and you?/盧建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52-9-8 

(EPUB) 普遍級  

自成一派: 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張曼

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5-049-0 (PDF) NT$285 普遍級  

自成一派: 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張曼

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5-050-6 (EPUB) NT$285 普遍級  

自殺防治年報. 110 年/李明濱主編 .-- 

臺北市 :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

自殺防治中心,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7195-38-8 (PDF) 普遍級  

自發的腦: 從心-身到世界-腦問題/格

奧爾格 .諾赫夫著; 洪瑞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94-2 

(PDF) NT$800 普遍級  

自發的腦: 從心-身到世界-腦問題/格

奧爾格 .諾赫夫著; 洪瑞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95-9 

(EPUB) NT$800 普遍級  

行動化學館/陳大為, 陳大量, 王昊, 許

威, 王翰, 王虹, 蘇傑, 林君薇, 馮優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冊 .-- ISBN 978-626-343-652-7 (全套: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行 雲 . 流 水  葉 子 奇 = Drifting 

clouds.flowing water: Tzu-Chi Yeh/葉子

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別古藏文化

藝術, 111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996-0-5 (平裝) 普遍級  

佇桃園: 桃園市社會住宅/莊敬權總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住宅發展處,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64-07-2 (PDF) 普遍級  

何日君再來,明日花先來: 明日花綺

羅寫真集/明日花綺羅著; ZeffStudio

攝影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 

1120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6526-3-1 (平裝) NT$72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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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79-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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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80-9 (EPUB) 普遍級  

你不能不知道的行為心理學全集/陶

然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2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56-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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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夫著; 簡毓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72-20-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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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夫著; 簡毓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72-21-6 (EPUB) 普遍級  

你可以有情緒,但不要往心裡去: 讓

你不隱忍、懂釋懷,突破關係困境的

14 個情感練習/全美暻著; 胡椒筒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73-3-7 

(EPUB) 普遍級  

你可以連結任何人/李楠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71-4 (PDF) 

普遍級  

你可以連結任何人/李楠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72-1 (EPUB) 

普遍級  

你走了以後,我想繼續好好活: 擁抱

逝者,回歸自我人生的六次聚會/高璿

圭著;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28-8 (PDF) 普遍級  

你走了以後,我想繼續好好活: 擁抱

逝者,回歸自我人生的六次聚會/高璿

圭著;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29-5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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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61-8-2 

(EPUB) NT$420 普遍級  

你是幾號人: 生命靈數解析你的愛情.

事業.財運/倪端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81-3 (PDF) 普遍級  

你是幾號人: 生命靈數解析你的愛情.

事業.財運/倪端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82-0 (EPUB) 普遍級  

你會坦然面對,每一場告別/角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33-4-8 (PDF) 

普遍級  

你聞到了嗎?: 從人類、動植物到機

器,看嗅覺與氣味如何影響生物的愛

恨、生死與演化/比爾.S.漢森(Bill S. 

Hansson)作; 孟令函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臉譜,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55-7 (EPUB) 普遍級  

低 GI 減脂蔬菜湯: 降體脂、低熱量、

刮油消肚、高纖飽足不挨餓!/楊馥美

[作]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4-43-6 

(EPUB) NT$360 普遍級  

免疫: 一趟旅程,帶你進入維持生命

的神秘系統 /菲利普 .德特默(Philipp 

Dettmer)作; 周序諦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鷹出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5-02-5 (PDF) 普遍級  

免疫: 一趟旅程,帶你進入維持生命

的神秘系統 /菲利普 .德特默(Philipp 

Dettmer)作; 周序諦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鷹出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5-03-2 (EPUB) 普遍級  

別人怎麼愛你,都因為你怎麼愛自己/

黃啟團著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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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1-49-2 (PDF) 普遍級  

別因為敏感,讓心被委屈填滿/陳允皓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81-6 (PDF) 普遍級  

別因為敏感,讓心被委屈填滿/陳允皓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282-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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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77-6 

(EPUB) 普遍級  

別 樣 的 色 彩 / 奧 罕 . 帕 慕 克 (Orhan 

Pamuk)著; 顏湘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92-4 (EPUB) 普遍級  

完美英語心靈饗宴= Perfect English 

for the soul/劉毅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學習, 11201 .-- 184 面; 13 公分 .-- 

ISBN 978-986-231-477-7 (第 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完美英語心靈饗宴= Perfect English 

for the soul/劉毅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學習, 11201 .-- 184 面; 13 公分 .-- 

ISBN 978-986-231-478-4 (第 2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錢穆作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78-9 (EPUB) 

普遍級  

宋晚學盲言. 上/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79-6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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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31-8 (EPUB)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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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32-5 (PDF) NT$420 普遍級  

我.身體.我的身體/艾蜜莉.瑞特考斯

基(Emily Ratajkowski)作; 賴嬋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0-07-6 (PDF) 

普遍級  

我.身體.我的身體/艾蜜莉.瑞特考斯

基(Emily Ratajkowski)作; 賴嬋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40-10-6 

(EPUB) 普遍級  

我 不 是 耶 穌 的 粉 絲 / 凱 爾 . 艾 德 曼

(Kyle Idleman)著; 童貴珊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5-66-0 (EPUB) 

NT$336 普遍級  

我心中的陌生人/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著; 顏湘如譯 .-- 臺北市 : 麥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87-0 (EPUB) 普遍級  

我在阿帕拉契山徑: 一趟向山思考的

旅程/徐銘謙作; 曾紫庭朗讀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201 .-- 約 50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29-13-2 (線上有

聲書(MP3)) 普遍級  

我在計程車上看到的財富風景/畢德

歐夫著 .-- 臺北市 : 先覺,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4-446-1 

(EPUB) 普遍級  

我決定刻薄地生活: 在不受傷害的情

況下,打動人心的關係心理學/楊昌順

著; 游芯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

神,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61-3 (EPUB) 普遍級  

我的名字叫紅 /奧罕 .帕慕克 (Orhan 

Pamuk)著; 李佳姍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88-7 (EPUB)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觀光.遊學日語課本: 沉

浸式學習!從日本生活學好對話、文

法、單字,教學有效率,自學最實用/

藤井麻里著; 賴毓棻譯 .-- 新北市 : 國

際學村,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64-2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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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77-8-2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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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9-1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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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路與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3-29-3 (EPUB) 普遍

級  

我發瘋的那段日子: 一個全球熱議的

醫療案例 /蘇珊娜 .卡哈蘭 (Susannah 

Cahalan)著; 張瓊懿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行路,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4-07-4 (PDF) 普遍級  

我發瘋的那段日子: 一個全球熱議的

醫療案例 /蘇珊娜 .卡哈蘭 (Susannah 

Cahalan)著; 張瓊懿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行路,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4-08-1 (EPUB) 普遍級  

我與你 /馬丁 .布伯(Martin Buber)著 ; 

林宏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557-9 (EPUB) NT$300 普遍級  

抗戰紀聞/岳騫等著;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75-6 

(EPUB) NT$378 普遍級  

把妹達人. 2, 遊戲規則/尼爾.史特勞

斯(Neil Strauss); 李建興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56-4-6 (EPUB) 普遍

級  

把妹達人. 完結篇, 搞定人生下半場/

尼爾.史特勞斯(Neil Strauss); 李建興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56-5-3 

(EPUB) 普遍級  

把妹達人: 從宅男到型男之路/尼爾.

史特勞斯(Neil Strauss); 貓學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856-6-0 (EPUB) 

普遍級  

找一個解釋/凌性傑, 吳岱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81-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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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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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957-680-578-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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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87-8 (EPUB) NT$380 普遍級  

改變心境,就能改變環境全集/黛恩編

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2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5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改變日本歷史的總理大臣: 從伊藤博

文到岸田文雄/李拓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80-9-0 (EPUB) 

普遍級  

改變世界: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人

大事(科技先驅篇)/胡川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52-3 

(EPUB) 普遍級  

改變世界: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人

大事(科技先驅篇)/胡川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53-0 (PDF) 

普遍級  

改變世界: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人

大事 . 典範聖賢篇 /胡川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40-0 (PDF) 

普遍級  

改變世界: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人

大事 . 典範聖賢篇 /胡川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41-7 

(EPUB) 普遍級  

改變世界: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人

大事 . 國家領袖篇 /胡川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42-4 (PDF) 

普遍級  

改變世界: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人

大事 . 國家領袖篇 /胡川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43-1 

(EPUB) 普遍級  

改變世界: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人

大事 . 藝文人物篇 /胡川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44-8 (PDF) 

普遍級  

改變世界: 25 個影響歷史文明的名人

大事 . 藝文人物篇 /胡川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45-5 

(EPUB) 普遍級  

改變未來的祕密交易: 英國 BBC 調

查記者揭露!他們怎麼創造了問題,然

後把答案賣給我們 /傑克斯 .帕雷帝

(Jacques Peretti)作 ;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07-2 (PDF) 

普遍級  

改變未來的祕密交易: 英國 BBC 調

查記者揭露!他們怎麼創造了問題,然

後把答案賣給我們 /傑克斯 .帕雷帝

(Jacques Peretti)作 ;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1-08-9 

(EPUB) 普遍級  

攻克五千單字圖像記憶法 . 2/高嫚

Ivana Kao 作 .-- 初版 .-- 彰化縣 : 竹凰

跳動國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90-4-2 (PDF) NT$358 普遍

級  

李步雲漢詩選集/李步雲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3-6-5 (PDF) 

NT$220 普遍級  

每天追一齣大唐詩人穿越劇: 看大唐

詩人彎彎繞繞的人生劇場,細讀人人

都是男主角的才華較勁/周公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4-69-4 (EPUB) 

普遍級  

每天讀點積極心理學/柳波編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12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43-7-2 

(EPUB) NT$300 普遍級  

沉淪/安妮.艾諾(Annie Irnaux)著; 蔡孟

貞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975-5 (PDF) 普遍級  

沒有不可能的畢爸爸: 畢嘉士醫師的

故事/江淑文文; 蔡兆倫圖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 11112 .-- 38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21-49-

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沒有終點的戰爭: 二戰波蘭猶太少女

和她們不為人知的戰鬥/茱蒂.巴塔利

恩(Judy Batalion)著 ; 聞翊均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73-3 

(EPUB) 普遍級  

男人,30 歲後的規則你懂了沒: 不是

20 歲毛頭小子,也不是 40 歲年上大

叔,30 歲就該用 30 歲的眼光看世界!/

林庭峰, 肖勝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20-7 (EPUB) 普遍

級  

男人的戀愛邏輯/羅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83-7 (PDF) 

普遍級  

男人的戀愛邏輯/羅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84-4 (EPUB) 

普遍級  

那些成語典故中的戰爭大小事: 史記

X 左傳 X 三國志 X 戰國策,穿梭於先

秦到晚清的文化典籍,87 個引人深思

的歷史故事/歐陽翰, 周治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61-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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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93-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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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御

庭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3-25-0 (PDF) NT$280 普遍級  

*乳酸菌應用講義/江文豪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心想事成, 111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12-5-

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來自北海道的科學家: 14 位日籍開拓

者的臺灣紀行/張文亮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57-5 (PDF) 

NT$224 普遍級  

來自北海道的科學家: 14 位日籍開拓

者的臺灣紀行/張文亮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202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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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7200-58-2 

(EPUB) NT$224 普遍級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穆作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70-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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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94-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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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95-9 (EPUB) 普遍級  

取得 IP 授權並打造聯名商品的系統

化做法/蔡承穎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識博管理顧問,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31-6-6 (PDF) 

普遍級  

周氏易經通解. 第五冊/周鼎珩遺著;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31-2 (PDF) 普遍級  

周氏易經通解. 第六冊/周鼎珩遺著;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17-6 (PDF) 普遍級  

周易原文精校/郭和杰作 .-- 屏東縣 : 

郭和杰,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99-1 (EPUB) NT$250 普

遍級  

孟想之旅: 孟潔寫真書/孟潔作; 黃天

仁攝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20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56-176-2 ( 精 裝 限 定 特 裝 版 ) 

NT$1280 普遍級  

幸福人生/蔡宏昭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商鼎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44-218-1 (PDF) 普遍級  

幸 福 之 路 / 伯 特 蘭 .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著; 傅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43-5 (PDF) 普遍級  

幸福跟著來/太陽盛德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44-6-4 (PDF) 

NT$262 普遍級  

幸福對決/周榮河作; 尹嘉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632-2 

(EPUB) 普遍級  

府城四年/李瑞騰作 .-- 新北市 : 遠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9-

1156-2 (PDF) 普遍級  

怡慧老師的原子習慣實踐課/宋怡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25-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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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88-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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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289-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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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69-0 

(EPUB) 普遍級  

招財曆. 2023/IEObserve 國際經濟觀

察, 財女 Jenn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嘖創創新,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48-1-8 (EPUB) NT$4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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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動督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803-7-0 (PDF) 普遍級  

東京半日慢行/張維中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62-5 (EPUB) 普遍

級  

東海特藏檔案文獻. part II/李光臨整

理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130-8 

(PDF) 普遍級  

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愛沙尼亞.拉

脫維亞.立陶宛/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82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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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477-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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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0-509-3 (PDF)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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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61-1 (PDF) 

NT$6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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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62-8 

(EPUB) NT$690 普遍級  

直說無妨: 非常關係. 2/鄧惠文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1-42-3 

(PDF) NT$240 普遍級  

社會工作人員安全維護手冊/社團法

人高雄市社會工作師公會編著 .-- 第

二版 .-- 高雄市 : 高市社工師公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0616-5-0 (PDF) 普遍級  

社會正義與社會評論/蔡宏昭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44-219-8 

(PDF) 普遍級  

社會團體工作: 理論與實務/許臨高, 

曾麗娟, 莫藜藜, 張宏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61-9 (PDF) NT$600

普遍級  

空腹才是最强的良藥/青木厚著; 王

薇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68-01-8 (EPUB) 普遍級  

空調機現場運轉性能檢測準則/周瑞

法, 張滌淞, 朱萬卿, 林嘉育, 張景閎, 

章國揚, 莫鳳民, 華人輝編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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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

聯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86382-6-6 (PDF) 普遍級  

股市大贏家. II, 贏在修正 不在預測/

陳進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99-8 (PDF) NT$420 普遍級  

股票是在漲什麼?: <<致富心態>>作

者摩根.豪瑟強力推薦,了解股市的第

一本書 /布萊恩 .費羅迪著 ; 黃意雯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一 起 來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2-02-8 (EPUB) 普遍級  

股票是在漲什麼?: <<致富心態>>作

者摩根.豪瑟強力推薦,了解股市的第

一本書 /布萊恩 .費羅迪著 ; 黃意雯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一 起 來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12-03-5 (PDF) 普遍級  

股票發大財: 用 Python 預測玩轉股市

高手精解/胡書敏著; 胡嘉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94-1 (PDF) 

普遍級  

芬園寶藏寺志/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

研究 所寶 藏寺 志編 纂小 組執 行編

纂 .-- 初版 .-- 彰化縣 : 芬園寶藏寺管

委會, 111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06-0-8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虎頭龍尾: 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

飛/任雪麗(Shelley Rigger)作; 馮奕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6-07-9 (PDF) NT$460 普遍級  

虎頭龍尾: 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

飛/任雪麗(Shelley Rigger)作; 馮奕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6-08-6 (EPUB) NT$460 普遍級  

初級電資實務日語. II/賴優和, 橫山

忠之, 王敏東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81-0 (PDF) NT$380 普遍級  

表 演 課 = Acting class/ 尼 克 . 德 納 索

(Nick Drnaso)著; 宋瑛堂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2 .-- 2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5-253-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返回愛的靈性之旅/安娜.卡蜜拉.庫

普卡(Anna Camilla Kupka)著; 賴雅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95-9 

(EPUB) NT$280 普遍級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發展與革新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2022 第九屆/陳韻竹, 

方子毓, 李盈瑩, 鄭亘芷, 周少豪, 郭

妍伶, 邱才銘, 孫國華, 林乃慧, 陳獻

宗, 陳雅青等編著 .-- 1 版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11 .-- 1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288-3-

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阿疼說/李瑞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7-43-2 (EPUB) 

NT$175 普遍級  

雨揚 2023 兔年開運這樣做/雨揚作.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約 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

296-0 (線上有聲書(MP3)) NT$149 .-- 

ISBN 978-626-353-297-7 (線上有聲書

(WAV)) NT$14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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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28-7-4 (EPUB) 普遍級  

前端三雄首強: 用 Angular 高速聰明

開發多介面/李一鳴著; 胡嘉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3-06-7 

(PDF) 普遍級  

南投縣投緣畫會會員聯展專輯. 2022/

巫玉娟總編輯 .-- 南投縣 : 投縣投緣

畫會, 11112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2921-3-0 (平裝) 普遍

級  

南明一孤臣: 張蒼水傳/李一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87-2 (EPUB) 

普遍級  

南明一孤臣: 張蒼水傳/李一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688-9 (PDF) 

普遍級  

品宋詞,賞詞人: 流連宋代最美的風

華/林玉玫作.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

選, 11112 .-- 約 28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70-9 (線上有聲書(M4A)) 

NT$525 普遍級  

品牌設計必修課: 從商標到經營,全

方位的品牌塑造書/凱薩琳.斯拉德.

布魯金(Catharine Slade-Brooking); 張

雅億, 楊雯祺譯 .-- 一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83-6 (EPUB) 普遍級  

垂釣睡眠/鍾怡雯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526-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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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62-7 (EPUB) 普遍級  

客家與周邊族群關係/張維安主編 .-- 

新 竹 市  :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出 版 社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0-58-6 (EPUB) 普遍級  

屏安心 環保經: 屏東慈濟環保教育

站的故事/屏東人文真善美志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6-29-9 

(EPUB) 普遍級  

帝國的悲劇: 從君士坦丁到羅馬義大

利的瓦解/麥可.庫利科斯基(Michael 

Kulikowski)作; 馮奕達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56-61-2 

(EPUB) 普遍級  

建構台灣法學: 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王泰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

版中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80-5 (PDF) NT$970 普遍

級  

建構台灣法學: 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王泰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

版中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96-6 (EPUB) NT$970 普

遍級  

後疫情不見了/張佳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頌榮,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45-0-1 (PDF) 普遍級  

後真相時代之假訊息管制結構: 以刑

法規範為中心/李侑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926-3 (PDF)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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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続可能なる文学の原動力: エコフ

ェミニズム、AI、村上春樹を切口

にー/曾秋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

蘭國際, 1111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0-98-0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星有所屬: 藍星蕾寫真書/藍星蕾作; 

黃天仁攝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2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56-175-5 (精裝限定特裝版) 

NT$1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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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6-62-9 (EPUB) 普遍級  

洋風和魂: 美式流行 X 日本改造,戰

後日本的時尚文化史 /W.大衛 .馬克

思(W. David Marx)著; 吳緯疆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56-7-1 

(EPUB) 普遍級  

洋風和魂: 美式流行 X 日本改造,戰

後日本的時尚文化史 /W.大衛 .馬克

思(W. David Marx)著; 吳緯疆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456-8-8 

(PDF) 普遍級  

洪惠風醫師心臟保健室: 心臟血管塞

了 80%,該放支架嗎?控制三高、平衡

自律神經,從心臟病的預防、診斷、

治療到延緩老化的專業建議/洪惠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57-5 (EPUB) NT$420 普遍級  

洪惠風醫師心臟保健室: 心臟血管塞

了 80%,該放支架嗎?控制三高、平衡

自律神經,從心臟病的預防、診斷、

治療到延緩老化的專業建議/洪惠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58-2 (PDF)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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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06-1 

(EPUB) 普遍級  

活用心智圖快速抓重點,精準拆解考

題與文章: 新課綱必備讀書方法、高

效筆記與考試拿高分的技巧/孫易新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48-7 

(EPUB) NT$315 普遍級  

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 我是警察/王

惀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340-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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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7-021-4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要戀愛: 情愛、孤獨與人際關

係 / 史 娣 芬 妮 . 卡 喬 波 (Stephanie 

Cacioppo)著; 張嘉倫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29-2 

(EPUB) NT$400 普遍級  

為什麼要戀愛: 情愛、孤獨與人際關

係 / 史 娣 芬 妮 . 卡 喬 波 (Stephanie 

Cacioppo)著; 張嘉倫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5-030-8 (PDF) 

NT$400 普遍級  

為什麼總是感到很受傷: 五個精神分

析的真實故事,帶你找到不斷逃跑的

自己/腦內探險隊作; 蕭淳介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12 .-- 約

48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7-

07-2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

級  

為家人健康設計的烘焙指南: 戒斷動

物奶、麩質、精製糖、豆類,給自體

免疫失調、腸道不適、慢性發炎、

維根飲食者的 100+道原創美味甜點

食譜/瑞秋.康納斯(Rachel Conners)著; 

徐令軒譯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980-3-5 (EPUB) 普遍級  

相映,身心對症芳療全書/周春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85-0 

(EPUB) 普遍級  

相親相愛聯絡簿= Communication log/

幾米 Jimmy Liao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202 .-- 176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7206-63-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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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79-0 

(EPUB) 普遍級  

看屋驗屋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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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編輯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

浩斯,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8-892-8 (PDF) NT$24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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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22-1 

(EPUB) 普遍級  

*科技創新暨經營管理國際研討會論

文 集 . 2022=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 苗栗縣 : 

育達科大科技創新學院, 11112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90-

4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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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2-9944-8 (EPUB) 普遍級  

突破 800 分,NEW TOEIC 會考的單字

/張小怡, Johnson Mo 著 .-- 新北市 : 布

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3-13-2 (PDF) 普遍級  

突破 900 分 NEW TOEIC 會考的單字

/張小怡, Johnson Mo 著 .-- 新北市 : 布

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3-14-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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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24-4-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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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棟著; Zhou Jia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66-05-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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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髮女子/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著 ; 顏 湘 如 譯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8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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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35-1 

(EPUB) 普遍級  

美 人 心 機 影 像 編 修 必 學 絕 招 : 

Photoshop/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385-9 (PDF) 

NT$360 普遍級  

美好的炸藥家醜/末井昭著; 蔡青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46-5 

(EPUB) NT$27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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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44-99-5 (EPUB) NT$1176 普遍

級  

美國 50 州區域優勢與廠商掃描. 2023

年/石育賢, 黃芸珩, 吳瑾妤, 陳宓, 傅

怡甄, 羅美惠作; 石育賢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1201 .-- 293 面; 18X25 公分 .-- ISBN 

978-986-264-391-4 (平裝) NT$5000 普

遍級  

美國重點產業聚落、趨勢與商機 . 

2023 年/石育賢, 傅怡甄, 黃芸珩, 吳

瑾妤, 陳宓, 羅美惠, 產科所產業研究

群等作 .-- 初版 .-- 新竹縣 : 工研院產

科國際所, 11201 .-- 196 面; 18X25 公

分 .-- ISBN 978-986-264-392-1 (平裝) 

NT$2000 普遍級  

致富心態: 關於財富、貪婪與幸福的

20 堂 理 財 課 / 摩 根 . 豪 瑟 (Morgan 

Housel)著; 周玉文譯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54-4 (PDF) 

NT$338 普遍級  

致富心態: 關於財富、貪婪與幸福的

20 堂 理 財 課 / 摩 根 . 豪 瑟 (Morgan 

Housel)著; 周玉文譯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5-055-1 (EPUB) 

NT$338 普遍級  

英式家庭經典烘焙: 燕麥在北,小麥

在南,大不列顛甜鹹糕點發展及 101

道家庭食譜 /瑞胡菈 .依絲文(Regula 

Ysewijn)著; 陳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61-09-5 (EPUB) NT$546 普

遍級  

英格蘭房產 Step by Step: 地產趨勢跟

買賣步驟/陳建豪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陳建豪, 11202 .-- 303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01-0841-0 ( 平 裝 ) 

NT$790 普遍級  

英國四大浪漫詩人: 華茲華斯、拜倫、

雪萊、濟慈詩選/游元弘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63-9 

(EPUB)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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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5-16-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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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5-17-2 (PDF) 普遍級  

英語輕鬆學: 學好中級口語就靠這

本!/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

春藤有聲,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5-1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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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25-19-6 (PDF) 普遍級  

英檢初級片語 滿分速成攻略/拉斯曼

菲, 張清芳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3-15-6 (PDF) 普遍級  

英檢初級閱讀 滿分速成攻略/拉斯曼

菲, 張清芳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3-16-3 (PDF) 普遍級  

英檢初級聽力 滿分速成攻略/珊卓沃

克, 張清芳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3-17-0 (PDF) 普遍級  

重建逆境復原力套書 /琳達 .格拉翰

(Linda Graham), 布魯斯 .費 雪 (Bruce 

Fisher), 羅伯特.艾伯提(Robert Alberti)

作; 賴孟怡, 熊亭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7261-07-1 (全套 :平裝 ) NT$1110

普遍級  

重新面對經濟學: 經濟學沒有你想得

那麼難,也比你所知道的更加重要/霍

華德.亞魯斯(Howard Yaruss)著; 嚴麗

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02-8 (EPUB) NT$380 普遍級  

重新面對經濟學: 經濟學沒有你想得

那麼難,也比你所知道的更加重要/霍

華德.亞魯斯(Howard Yaruss)著; 嚴麗

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03-5 (PDF) NT$380 普遍級  

風的眼神/湯智秀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61-5 (PDF) 普遍級  

風的眼神/湯智秀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62-2 (EPUB) 普遍

級  

飛越創傷: 蛻變的奧祕/烏蘇拉沃爾

茲(Ursula Wirtz)著作 ; 呂曉婷(Kathy 

Lu), 李佳怡(Ann Chia-Yi Li)翻譯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64-6 (EPUB) 

NT$408 普遍級  

食品加工學/施明智, 蕭思玉, 蔡敏郎

作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44-2 

(PDF) 普遍級  

俱舍論疏點亮所知/絨敦釋迦獅子著; 

堪布洛桑滇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洛桑滇增,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70-0 (PDF) 普遍級  

修復瑜伽的身心放鬆練習: 全身部位

解痛伸展、生活日常減壓放鬆,找回

平衡情緒的安穩力量/Katie(何雨涵)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70-7 (EPUB) NT$294 普遍級  

修復瑜伽的身心放鬆練習: 全身部位

解痛伸展、生活日常減壓放鬆,找回

平衡情緒的安穩力量/Katie(何雨涵)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71-4 (PDF) NT$29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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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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54-8 (EPUB) 

NT$224 普遍級  

原味太太的寶寶手指食物: 6 個月開

始就能自己吃!自製好抓握、營養多

樣化的 72 道副食品,讓孩子在 BLW

中探索五感,快樂吃、健康成長!/原

味太太著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0-570-7 (EPUB) 普遍級  

埃及眾神的冥界巡禮/松本彌作; 趙

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18-31-

0 (全套:平裝) NT$840 普遍級  

家+Homeⁿ: 臻品 32 週年展/ .-- 初版 .-

- 臺中市 : 臻品藝術文化, 11112 .-- 8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8664-

75-3 (精裝) 普遍級  

家住垃圾山: 孟買拾荒者的愛與失去

/索米雅.羅伊(Saumya Roy)作; 黃意然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58-6 (PDF) 普遍級  

家住垃圾山: 孟買拾荒者的愛與失去

/索米雅.羅伊(Saumya Roy)作; 黃意然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359-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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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36-8 (EPUB) 普遍

級  

島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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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90-4 (PDF) 普遍級  

島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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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91-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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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23-8 

(EPUB) 普遍級  

徒手治療椎間盤突出: 不開刀的預防、

保健與物理治療方法/張光祖, 郭惠

雯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54-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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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海圖書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131-5 (PDF) 

普遍級  

恐怖: 反射人類極端情緒的文化形式

/達瑞爾.瓊斯(Darryl Jones)著; 魏嘉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61-0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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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68-9 

(EPUB) NT$41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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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75-00-9 (EPUB) 普遍級  

旅宿品牌設計學: 品牌創新、轉型、

跨域投資旅店的核心規劃法則與提

案策略/袁世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93-5 (EPUB) 普遍級  

時和氣潤.筆硯消閑: 夏士清書法創

作專輯/ .-- 初版 .-- 高雄市 : 夏士清, 

1120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01-0897-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時尚家居 HOUSE STYLE ONE ISSUE. 

NO.1/萬寶隆空間設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立詰企業, 11112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1697-9-0 (平

裝) NT$188 普遍級  

時空旅人/吳錫德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631-1 (EPUB) 

普遍級  

時間、欲望與恐懼: 如何再現最真實

的歷史樣貌,阿蘭.柯爾本的感官史講

義/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著; 林佑

軒, 周桂音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

商務,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5-3472-6 (EPUB) NT$336 普遍級  

校長 關我什麼事/林碧霞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3-18-2 (PDF) 

普遍級  

校長和名師教你成為學霸: 檢視每周

學習成效的驚人學習法,附會考 100

天完勝衝刺安排策略/敬世龍, 許庚

瀚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86-2 (PDF) NT$420 普遍級  

桑尼小中提琴教材: 主題式 羅德隨

想 曲 & 巴 哈 無 伴 奏 = Violin viola 

textbook: rode & Bach/周韶年編選 .-- 

初版 .-- 臺北市 : 周韶年, 111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890-

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桃園詩行/方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7-44-9 (EPUB) 

NT$175 普遍級  

消失的國界: 藍天,麥田,戰火下的烏

克蘭/三立電視, 相振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22-6 (PDF) 

普遍級  

消失的國界: 藍天,麥田,戰火下的烏

克蘭/三立電視, 相振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23-3 (EPUB) 

普遍級  

海洋文化淡水古蹟全國學生攝影競

賽策展作品冊. 2022 第四屆/謝宜芳, 

張維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

書局, 11112 .-- 3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896-7-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海面寂寞得離奇/施文英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7-45-6 

(EPUB) NT$175 普遍級  

特色學校的理念與分析/蔡金田, 張

鴻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297-2 (PDF) NT$500 普遍級  

留白工作法: 為自己創造白色空間,

擺脫瞎忙,做真正重要的事/茱麗葉.

方特(Juliet Funt)作; 許恬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93-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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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工作法: 為自己創造白色空間,

擺脫瞎忙,做真正重要的事/茱麗葉.

方特(Juliet Funt)作; 許恬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94-3 

(EPUB) 普遍級  

真心追夢: 黃政傑回憶錄/黃政傑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56-5 (PDF) 

NT$450 普遍級  

真實色彩: 優席夫的藝術光旅/優席

夫口述; 蔡佳妤採訪撰稿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內容變現,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62-1-5 (EPUB) 

NT$600 普遍級  

祕密瑜伽士的生死莊嚴: <中陰祈願

文>: 契入昭空大手印/多傑仁卿喇嘛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42-5 

(EPUB) 普遍級  

神明值日生執勤中 /青山美智子作;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639-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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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48-0-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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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48-1-6 (EPUB) 普遍級  

神經痛治療法: 啄木鳥檢查法/蔡東

翰 著  .-- 二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60-0 (EPUB) 普遍級  

神與科學: 從大霹靂到五百年戰爭/

楊鳴作 .-- 新北市 : 楊鳴書屋,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7000-0-4 

(EPUB) NT$5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李常受

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2-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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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3-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7-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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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3-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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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4-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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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5-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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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6-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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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7-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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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8-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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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9-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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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0-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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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1-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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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2-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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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2-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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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3-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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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4-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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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5-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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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7-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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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8-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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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9-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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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0-2 (EPUB) NT$30 普遍級  



174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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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1-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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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2-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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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1-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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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3-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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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4-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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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5-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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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6-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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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7-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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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8-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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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46-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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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59-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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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0-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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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1-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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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0-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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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2-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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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3-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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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4-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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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5-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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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6-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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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7-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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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8-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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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69-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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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0-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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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1-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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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9-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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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2-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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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3-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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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4-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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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5-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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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6-2 (EPUB) NT$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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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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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7-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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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8-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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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79-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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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80-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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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81-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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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8-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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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82-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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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7-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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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6-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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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5-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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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4-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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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1-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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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3-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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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2-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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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1-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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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60-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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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9-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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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8-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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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7-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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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6-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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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5-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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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4-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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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0-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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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3-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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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2-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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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1-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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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50-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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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9-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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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8-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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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7-4 (EPUB) NT$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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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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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6-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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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5-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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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4-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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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9-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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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3-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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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2-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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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1-2 (EPUB)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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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40-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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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39-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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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38-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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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37-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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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36-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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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35-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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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34-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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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8-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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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33-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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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8-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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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4-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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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0-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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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2-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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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0-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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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3-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6-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1-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5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5-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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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7-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3-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4-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1-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9-9 (EPUB) NT$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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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9-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8-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12-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8-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5-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6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9-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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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6-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1-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0-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32-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6-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27-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3-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4-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5-6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6-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7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7-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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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5-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8-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89-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0-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1-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2-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3-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4-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5-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6-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8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7-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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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74-0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0/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8-6 (EPUB) NT$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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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1/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6-99-3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2/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0-7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3/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1-4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4/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2-1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5/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3-8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6/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4-5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7/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5-2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8/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6-9 (EPUB) NT$30 普遍級  

神圣启示的高峰专题研读. 99/李常

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

房,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9-007-6 (EPUB) NT$30 普遍級  

秘密圖書館/安東尼歐.依托比作; 吳

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41-627-8 (EPUB) 普遍級  

純 真 博 物 館 / 奧 罕 . 帕 慕 克 (Orhan 

Pamuk)著; 陳竹冰譯 .-- 臺北市 : 麥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90-0 (EPUB) 普遍級  

純素生酮瘦身飲食法: 不吃肉、不喝

油,60 道素食食譜 x4 週飲食計畫,第

一本針對 Vegan 打造的健康燃脂指

南/莉茲.麥道威爾(Liz MacDowell)作;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822-2 (EPUB) NT$364 普遍級  

耕讀集: 第十二屆美濃後生文學獎/

吳紘慈等著作; 古錦松主編 .-- 高雄

市  :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 

11112 .-- 1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06013-3-6 (平裝) 普遍級  

草莓乾媽媽少女手記/咩子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757-1 (EPUB) 

NT$27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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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83-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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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284-7 

(EPUB) 普遍級  

追火車的日子/黃威勝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77-0-0 (PDF) 

普遍級  

追火車的日子/黃威勝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77-3-1 (EPUB) 

普遍級  

馬上錄取 面試日語/渡邊由里, 星野

良文, 林小瑜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3-19-4 (PDF) 普遍級  

馬若瑟的文學世界/李奭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97-3 

(EPUB) NT$500 普遍級  

馬若瑟的文學世界/李奭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707-9 

(PDF) NT$500 普遍級  

高年級的理想姿態: 資深精神科醫師

也嚮往的老後人生/和田秀樹著; 莊

雅琇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

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30-6-3 (EPUB) NT$320 普遍級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6/艾迪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179-3 (EPUB) 

普遍級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6/艾迪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6-180-9 (PDF) 

普遍級  

高績效獲利團隊: 優化合作流程+提

升心理安全感=高效學習、有效產出

的永續成長團隊/史提凡諾.馬斯楚齊

亞科莫(Stefano Mastrogiacomo), 亞歷

山大.奧斯瓦爾德(Alex Osterwalder)作; 

葉妍伶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861-1 (PDF) 普遍級  

停雲: 粟耘散文選/粟耘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3-7-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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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6-1-6 (PDF)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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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6-2-3 (EPUB) 

NT$380 普遍級  

假裝自己很外向,你在迎合什麼?: 外

向孤獨者的勇氣之書/楊思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3-862-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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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63-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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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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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86-8 (EPUB) 

普遍級  

參軍戲與元雜劇/曾永義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731-2 (EPUB) 普遍

級  

參軍戲與元雜劇/曾永義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732-9 (PDF) 普遍級  

商事法實例解析/林洲富著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68-8 (PDF) 

普遍級  

商務談判: 創造雙贏的策略與技巧/

鄧東濱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城

邦印書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61-5 (EPUB) 普遍級  

商業服務業年鑑. 2022: ESG 低碳與

數位轉型/經濟部, 財團法人商業發

展研究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3-369-1 (PDF) 普遍級  

商業服務業年鑑. 2022: ESG 低碳與

數位轉型/經濟部, 財團法人商業發

展研究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3-370-7 (EPUB) 普遍級  

商戰與孫子兵法/郭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82-4 (PDF) 普遍級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年報. 2021/林美

伶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

史博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76-7 (PDF) 普遍級  

國家的視角: 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

何失敗/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著; 梁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385-6 (EPUB) NT$406 普遍級  

國 家 醫 療 品 質 獎 優 秀 案 例 專 刊 . 

2019~2021 年 /王拔群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醫策會,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5353-8-5 (上冊:平裝) 

NT$550 .-- ISBN 978-626-95353-9-2 (下

冊:平裝) NT$550 普遍級  

國際觀系列套書/丹尼爾.奎恩.密斯

(Daniel Quinn Mills), 史蒂芬.羅斯菲爾

德(Steven Rosefielde), 安謝爾.帕菲佛

爾(Anshel Pfeffer)作; 陳珮榆, 呂志翔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202 .-- 冊 .-- ISBN 978-626-7216-17-

0 (全套:平裝) NT$860 普遍級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九编/郑松等

著; 何光沪, 高师宁主编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4-236-8 (全套:精裝) 

NT$56000 普遍級  

帶風向的 3%法則: 隱形影響力!看似

沒有存在感的員工,其實具有想像不

到 的 潛 力 與 影 響 力 !/ 希 瑟 . 漢 森

(Heather Hansen)著; 費克森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6-20-0 

(EPUB) NT$450 普遍級  

從台灣的地方創生到大學創生的研

究/紙矢健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

良, 11112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4-75-9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從怕學習到愛學習: 名校和家長都肯

定的自主自律學習/張萌著 .-- 臺北

市 : 方智,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728-5 (EPUB) 普遍級  

從孩子的天性開始(兒童的心智&意

識發展.華德福教育精髓)/魯道夫.史

代納(Rudolf Steiner)著; 徐明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6-7-8 

(PDF) 普遍級  

從孩子的天性開始(兒童的心智&意

識發展.華德福教育精髓)/魯道夫.史

代納(Rudolf Steiner)著; 徐明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56-8-5 

(EPUB) 普遍級  

從零基礎開始學生命靈數: 日本生命

靈數教父帶你解讀生日數字,破解人

生劇本的關鍵密碼/葉月虹映著; 林

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丘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900-5-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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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55-4 (PDF)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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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56-1 (EPUB) NT$480 普遍級  

採購談判與議價技巧/丁振國, 黃憲

仁編著 .-- 增訂五版 .-- 臺北市 : 憲業

企管, 11202 .-- 3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113-6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教出富小孩,猶太媽媽這樣說: 用 EQ

教 FQ 最有效!(塔木德的財商教養智

慧)/沙拉.伊麥斯(Sara Imas)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835-6 (PDF) 

普遍級  

教出富小孩,猶太媽媽這樣說: 用 EQ

教 FQ 最有效!(塔木德的財商教養智

慧)/沙拉.伊麥斯(Sara Imas)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836-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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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64-1 

(EPUB) 普遍級  

教學原理與實務/張清濱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00-8 (PDF) NT$580

普遍級  

啟程: 帶著被愛的記號/鄭起老圖.文; 

朴同成翻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19-1 (EPUB) 普遍級  

斜槓牙醫的花花世界/林健成, 邱靖

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侏羅紀 , 

11112 .-- 4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345-2-5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晚學盲言. 下/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880-2 (EPUB) 普遍

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其他語系電影/

梁良作; 何明蒼朗讀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128-87-9 (第 1 集:線上有聲

書 (MP3)) NT$420 .-- ISBN 978-626-

7128-88-6 (第 2 集:線上有聲書(MP3)) 

NT$310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其他語系電影

(全)/梁良作; 何明蒼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2 .-- 約 86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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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89-3 

(線上有聲書(MP3)) NT$730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英語電影/梁良

作; 蕭沛晴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7128-81-7 (第 1 集:線上有聲書

(MP3)) NT$290 .-- ISBN 978-626-7128-

82-4 ( 第 2 集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290 .-- ISBN 978-626-7128-83-1 (第

3 集 :線上有聲書(MP3)) NT$310 .-- 

ISBN 978-626-7128-84-8 (第 4 集:線上

有聲書(MP3)) NT$320 .-- ISBN 978-

626-7128-85-5 (第 5 集:線上有聲書

(MP3)) NT$250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英語電影(全)/梁

良作; 蕭沛晴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2 .-- 約 1659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8-86-2 (線上有

聲書(MP3)) NT$1460 普遍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華語電影/梁良

作; 駱家安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2 .-- 冊 .-- ISBN 978-

626-7128-77-0 (第 1 集:線上有聲書

(MP3)) NT$240 .-- ISBN 978-626-7128-

78-7 ( 第 2 集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370 .-- ISBN 978-626-7128-79-4 (第

3 集: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

級  

梁良影評 50 年精選: 華語電影(全)/梁

良作; 駱家安朗讀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12 .-- 約 988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8-80-0 (線上有

聲書(MP3)) NT$1030 普遍級  

毫端清興: 林榮森書法藝術時尚創作

展/林榮森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

尚藝廊, 11201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19-6-3 (平裝) 普遍

級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系刊. 2020-2021= 

Dep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portfolio 2020-2021/淡江大

學建築學系著 .-- 新北市 : 淡大建築

系, 112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32-39-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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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18-8 

(EPUB) 普遍級  

清明上河圖: 宋朝的一天/田玉彬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43-2 

(EPUB) NT$413 普遍級  

清空練習: 從剁手族走向極簡生活,

人生更幸福的 24 個方法/筆子作; 洪

于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2-695-0 (EPUB) NT$266 普遍級  

清朝其實很有趣全集/霧滿攔江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201 .-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855-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深: 海洋怪奇物語;自由潛水人、叛

逆科學家與我們的海洋手足/詹姆斯.

奈斯特作; 黃珈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92-3-1 (PDF) 普遍級  

深: 海洋怪奇物語;自由潛水人、叛

逆科學家與我們的海洋手足/詹姆斯.

奈斯特作; 黃珈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92-4-8 (EPUB) 普遍級  

深度行銷: 沒有賣不好只有不會賣/

楊青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

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43-9-6 (EPUB) NT$320 普遍級  

深思考的鍛鍊: 透視本質,化繁為簡,

建立觀點,從根源提升解決問題的能

力/杜書伍作; 蕭定睿朗讀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201 .-- 約 27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853-3 (線上有

聲書(MP3)) NT$400 普遍級  

深海點燈/姚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758-8 (EPUB) NT$245 普

遍級  

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 /奧罕 .帕慕克

(Orhan Pamuk)著; 顏湘如譯 .-- 臺北

市 : 麥田,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9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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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65-8 (EPUB) 普遍

級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錢穆作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872-7 (EPUB) 

普遍級  

現代身體的再現: 十九世紀西方藝術

中的運動文化/曾少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681-2 (PDF) 

NT$620 普遍級  

現代身體的再現: 十九世紀西方藝術

中的運動文化/曾少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98-0 

(EPUB) NT$620 普遍級  

現 在 學 正 是 時 候 : 用

Docker+Kubernetes 建立永續叢集服

務/羅利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73-07-4 (PDF) 普遍級  

現金為王套書: 新零售時代的流量變

現術與投資陷阱/易觀互聯網+研究

院, 王健, 余劍峰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7216-19-4 ( 全 套 : 平 裝 ) 

NT$760 普遍級  

異議的聲音: 民國在野期刊雜誌述評

/陳正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296-5 (EPUB) NT$500 普遍級  

笨小孩不是天生的,只是大腦尚未開

發: 專注力 X 實踐力 X 好奇心,用故

事激發學習熱情,讓孩子離夢想更靠

近/呂定茹, 薛梅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66-5 (EPUB) 

普遍級  

第一本社群行銷實戰攻略: 提高營收、

創造流量、粉絲激增!從行銷設計、

社群經營、到媒體傳播,一步步教你

掌握「網路時代最有效行銷法則」

的日常實務工具書,不花錢、零經驗

也能成功打造品牌、締造長紅業績!/

笹木郁乃著; 李亞妮譯 .-- 新北市 : 財

經傳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7-11-0 (EPUB) 普遍級  

第一本認識恐懼的神經科學讓焦慮

不見了: 別讓擔心、恐懼和焦慮,耗

盡你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凱瑟琳.皮

特曼(Catherine M. Pittman), 伊莉莎白.

卡爾 (Elizabeth M. Karle)著 ; 李明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8-21-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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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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如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40-1 

(EPUB) 普遍級  

第一次學法語,超簡單!(精修版)/林曉

葳編著 .-- 增訂 1 版 .-- 新北市 : 哈福

企業,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65-6-9 (PDF) 普遍級  

第二大腦/提亞戈.佛特(Tiago Forte)著; 

陳文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10-9 (PDF) 普遍級  

第二大腦/提亞戈.佛特(Tiago Forte)著; 

陳文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2-11-6 (EPUB) 普遍級  

第三文化小孩: 在世界之間成長的經

歷/大衛.波洛克(David C. Pollock), 露

絲.范.雷肯(Ruth E. Van Reken), 邁克

爾.波洛克(Michael V. Pollock)著; 邱慕

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版社,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48-3-0 (PDF) 普遍級  

第三文化小孩: 在世界之間成長的經

歷/大衛.波洛克(David C. Pollock), 露

絲.范.雷肯(Ruth E. Van Reken), 邁克

爾.波洛克(Michael V. Pollock)著; 邱慕

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版社,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48-4-7 (EPUB) 普遍級  

統 計 , 讓 數 字 說 話 !/ 墨 爾 (David S. 

Moore), 諾茨(William I. Notz)著; 鄭惟

厚, 吳欣蓓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55-040-7 (EPUB) 

NT$413 普遍級  

統 計 , 讓 數 字 說 話 !/ 墨 爾 (David S. 

Moore), 諾茨(William I. Notz)著; 鄭惟

厚, 吳欣蓓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2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55-041-4 (PDF) NT$413

普遍級  

習慣紅利: 從工作管理到人生管理,

從微小改變到人生蛻變/艾爾文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8-001-5 (EPUB) 

NT$280 普遍級  

莎士比亞給人生的智慧 /陳書凱編

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96-5 

(PDF) NT$260 普遍級  

莎士比亞與公眾演說之跨領域教學

策略研究/朱靜美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82-9 (PDF) 

NT$560 普遍級  

莎士比亞與公眾演說之跨領域教學

策略研究/朱靜美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99-7 (EPUB) 

NT$560 普遍級  

莫忘那一年 1990 最美的雙手. 3, 慈濟

環保史: 清淨的智慧-2011~2020.臺灣/

張晶玫, 陳秀雲, 胡瑞珠, 胡青青編

著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528-6-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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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04-6 (PDF) NT$380 普遍級  

莊老通辨/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74-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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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崧燁

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7-067-2 (EPUB) 普遍級  

被繼承人之遺產處分與特留分扣減/

黃詩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202 .-- 2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929-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規模化效應: 從 A 到 A+,讓好創意擴

大影響力/約翰.李斯特(John A. LIST)

著; 廖月娟譯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32-2 (EPUB) NT$500 普遍級  

規模化效應: 從 A 到 A+,讓好創意擴

大影響力/約翰.李斯特(John A. LIST)

著; 廖月娟譯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33-9 (PDF) NT$500 普遍級  

這一次,你該捨不得的是自己/婕咪.

瓦克斯曼(Jamye Waxman)著; 羅亞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529-6 

(EPUB) NT$265 普遍級  

這究竟仍是一場夢/陳竹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4-77-3 (PDF) 

NT$180 普遍級  

這樣預防,40 歲以後不用跑醫院: 日

本名醫最強「預防醫學」聖經!74 個

不生病終極秘訣!/森勇磨著; 連雪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1-48-5 (PDF) 普遍級  

通往幸福的哲學/漫步黃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3-28-1 (PDF) 

普遍級  

通膨時代,我選擇穩定致富/理財館長, 

狂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932-5 (EPUB) 普遍級  

連戰回憶錄/連戰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55-064-3 (全套:精裝) 

NT$1500 普遍級  

造訪西元一世紀的耶穌: 從歷史的耶

穌到信仰基督的連接線/陳嘉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56-955-6 (EPUB) 

普遍級  

造訪西元一世紀的耶穌: 從歷史的耶

穌到信仰基督的連接線/陳嘉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56-956-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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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8-28-0 (PDF) 

NT$420 普遍級  

野火集/龍應台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73-8 (PDF) 普遍級  

野火集/龍應台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74-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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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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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13-9-2 (EPUB) NT$38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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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橡實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5-64-6 

(EPUB) NT$315 普遍級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余英時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53-6 

(EPUB) 普遍級  

陶文 2023 兔年開財運賺大錢這樣做/

陶文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約 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3-294-6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49 .-- ISBN 978-626-353-295-3 (線

上有聲書(WAV)) NT$149 普遍級  

陶廢 X 重生/廖淑鳳, 翁子馨, 簡淑君

撰文 .-- 初版 .-- 南投縣 : 臺灣工藝研

發中心,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760-6 (PDF) NT$280 普遍

級  

*陶藝物語= とうげいいものがたり/

祁慶玲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中

市陶藝文化協會, 11112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360-6-4 (平裝) 

NT$520 普遍級  

雪卡毒/林楷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336-9 (EPUB) 普遍級  

魚 與 熊 掌 兼 得  打 造

「CLEAN.REFRE」: 兼顧「安全」

與「除菌」/內海洋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3-33-5 (PDF) 普遍級  

傑出大陸台商獎專輯. 2022 第十屆= 

2022 Outstanding Awards/潘金英總編

輯 .-- 臺北市 :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基金會, 111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49-5-4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最後的訪談: 沙林傑/沙林傑著; 劉議

方譯 .-- 臺北市 : 大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689-89-2 (EPUB) 

普遍級  

最後的訪談: 海明威/海明威著; 陳榮

彬譯 .-- 臺北市 : 大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689-90-8 (EPUB) 

普遍級  

最後的訪談: 馬奎斯/馬奎斯著; 林熙

強譯 .-- 臺北市 : 大寫, 111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689-91-5 (EPUB) 

普遍級  

最高提問力: 問話力 9 訣竅+好問題 7

要領,幫你輕鬆開啟話題,讓對方暢快

說 ,交談變熱絡!/渡瀨謙著; 林曜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3-42-8 (EPUB) 普遍級  

最貼近消費者的企業 NFT: 全面個人

化互動,資料保存更安全的革新服務

趨勢/馬克.貝克曼(Marc Beckman); 龐

元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91-7-3 (EPUB) 普遍級  

最貼近消費者的企業 NFT: 全面個人

化互動,資料保存更安全的革新服務

趨勢/馬克.貝克曼(Marc Beckman); 龐

元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91-8-0 (PDF) 普遍級  

創造人生奇蹟的 100 天冥想書寫: 當

心一靜,好運也跟著來了/采奐著; 林

建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72-1 (EPUB) 普遍級  

創造人生奇蹟的 100 天冥想書寫: 當

心一靜,好運也跟著來了/采奐著; 林

建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84-73-8 (PDF) 普遍級  

創造力: 創意表現的起源、進程與作

用/弗拉多.格拉維努(Vlad Glăveanu)

著; 何玉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61-10-1 (EPUB) 普遍級  

創造快樂大腦: 重塑大腦快樂習慣-

提升血清素、多巴胺、催產素、腦

內 啡 /羅瑞塔 . 葛 蕾吉 亞 諾 .布魯 寧

(Loretta Graziano Breuning)作; 王美音

譯; 李秀慧朗讀 .-- 臺北市 : 閱樂國際

文化, 11112 .-- 約 49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01-2-1 (線上有聲書

(WAV)) NT$360 普遍級  

創意敘事與對話實踐 25 週年紀念寶

盒/吳熙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亞洲

創意對話中心, 11112 .-- 冊 .-- ISBN 

978-626-96681-2-0 ( 全 套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創意龔作心得報告/龔大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04-2 (PDF) 

普遍級  

創意龔作心得報告/龔大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09-7 

(EPUB) 普遍級  

尋道者趙紫陽. 下/林雪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33-2 (PDF) 

普遍級  

尋道者趙紫陽. 下/林雪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67-7 (EPUB) 

普遍級  

尋道者趙紫陽. 上/林雪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32-5 (PDF) 

普遍級  

尋道者趙紫陽. 上/林雪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66-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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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724-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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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725-1 (EPUB) 普遍級  

復合與和諧的生命倫理/戴正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45-9 (PDF) 

普遍級  

悲劇哲學家尼采(經典全新修訂版)/

陳鼓應作; 于承右朗讀 .-- 臺北市 : 尚

儀數位學習, 11112 .-- 約 389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77-06-5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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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出 版 社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0-59-3 (EPUB) NT$280 普遍級  

斯托得研经材料: 以弗所书/斯托得

(John Stott)著; 許祥玲译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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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書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27-6 (EPUB) 普遍級  

斯托得研经材料: 加拉太书/斯托得

(John Stott)著; 顾琼华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23-8 (EPUB) 普遍級  

斯托得研经材料: 使徒行传: 圣灵与

事奉/斯托得(John Stott)著; 吴品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3-24-5 (EPUB) 

普遍級  

斯托得研经材料: 登山宝训: 品格与

生活 /斯托得 (John Stott)著 ; 许尚武

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33-25-2 

(EPUB) 普遍級  

斯托得研經材料: 以弗所書/斯托得

(John Stott)著; 許祥玲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26-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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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854-0 (EPUB) 普遍級  

欺竊成群: 美國第一代詐騙大師,初

代華爾街之狼親筆自傳/喬治.葛拉罕.

萊斯(George Graham Rice)著; 郭騰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0-11-3 (PDF) 普遍級  

欺竊成群: 美國第一代詐騙大師,初

代華爾街之狼親筆自傳/喬治.葛拉罕.

萊斯(George Graham Rice)著; 郭騰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0-12-0 (EPUB) 普遍級  

湖上閒思錄/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75-8 (EPUB) 普遍級  

焦慮新解: 區分「假焦慮」、「真焦

慮」,瞭解並克服身體的恐懼反應/艾

倫.沃拉(Vora Ellen)著; 陳亦苓譯 .-- 

首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600-5-6 

(PDF) NT$379 普遍級  

猶記風吹水上鱗: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

術/余英時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54-3 (EPUB) 普遍級  

發酵聖經: 奶、蛋、肉、魚、水酒/

山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王秉

慧 譯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大 家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2-93-9 (PDF) 普遍級  

發酵聖經: 奶、蛋、肉、魚、水酒/

山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王秉

慧 譯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大 家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2-94-6 (EPUB) 普遍級  

發酵聖經: 蔬果、穀類、根莖、豆類

/山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王秉

慧 譯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大 家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2-95-3 (PDF) 普遍級  

發酵聖經: 蔬果、穀類、根莖、豆類

/山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王秉

慧 譯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大 家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2-96-0 (EPUB) 普遍級  

發酵聖經= The art of fermentation: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essential concepts 

and processes from around the world/山

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王秉慧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562-99-1 (全套:

平裝) NT$920 普遍級  

短時間就上榜的國考訣竅: 大三通過

會計師考試、準備四年通過司法考

試的會計師兼 律師,教你高效讀書法

全圖解/平木太生(jiji)著; 方嘉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14-0 

(PDF) 普遍級  

短時間就上榜的國考訣竅: 大三通過

會計師考試、準備四年通過司法考

試的會計師兼 律師,教你高效讀書法

全圖解/平木太生(jiji)著; 方嘉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15-7 

(EPUB) 普遍級  

窗的彼端: 從男孩亨利克到孩子的守

護者,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傳

記故事/安娜.切爾雯絲卡-李德爾著; 

林蔚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創意,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55-1 (PDF) 普遍級  

窗的彼端: 從男孩亨利克到孩子的守

護者,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傳

記故事/安娜.切爾雯絲卡-李德爾著; 

林蔚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創意,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0-56-8 (EPUB) 普遍級  

結構方程模型: 運用 AMOS 分析/陳

寬裕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3-671-8 (PDF) 普遍級  

絕世流光: 遊戲讓我回魂/黃佩如(紫

兒佩佩)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黃佩

如,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1-0929-5 (PDF) NT$120 普遍級  

給我一點耍廢的勇氣: 你的存在,永

遠值得被愛!擁抱過度努力的內在小

孩 ,用自我接納翻轉厭世代 /王雅涵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96-6 (PDF) 普遍級  

給我一點耍廢的勇氣: 你的存在,永

遠值得被愛!擁抱過度努力的內在小

孩 ,用自我接納翻轉厭世代 /王雅涵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97-3 (EPUB) 普遍級  

善良の魔/郭小維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3-34-2 (PDF) 普遍級  

華山論賤. 職場篇(彩色版)/李元顧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3-176-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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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7-037-5 (EPUB) 普遍級  

華麗血時代下篇: 大王細說南北朝另

類史之 1/梅毅(赫連勃勃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66-4 (EPUB) 

普遍級  

華麗血時代下篇: 大王細說南北朝另

類史之 2/梅毅(赫連勃勃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67-1 (EPUB) 

普遍級  

華麗血時代上篇: 大王細說東西晉另

類史之 1/梅毅(赫連勃勃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2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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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199-64-0 (EPUB) 

普遍級  

華麗血時代上篇: 大王細說東西晉另

類史之 2/梅毅(赫連勃勃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9-65-7 (EPUB) 

普遍級  

菜英文. 生活應用篇/張瑜凌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5-04-0 (PDF) 

普遍級  

診療室裡的傷痕: 25 個人生檔案的修

復練習/楊重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7-15-4 (PDF) 普遍級  

診療室裡的傷痕: 25 個人生檔案的修

復練習/楊重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7-16-1 (EPUB) 普遍級  

越自然越抗癌 清除癌細胞,找回自癒

力: 以愛抗癌,啟動一個全新的自己/

韓柏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88-2 (PDF) 普遍級  

越自然越抗癌 清除癌細胞,找回自癒

力: 以愛抗癌,啟動一個全新的自己/

韓柏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89-9 (EPUB) 普遍級  

超好學 我的第一本法語發音/派翠克

馬丁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3-18-7 (PDF) 普遍級  

超級生活密碼/太陽盛德作 .-- 臺北

市 : 天圓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44-0-2 (PDF) NT$262

普遍級  

超級沒用的大人/幾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202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206-61-4 (平

裝) NT$420 .-- ISBN 978-626-7206-62-

1 (精裝) NT$520 普遍級  

超級健康密碼/太陽盛德作 .-- 二版 .-

-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44-1-9 (PDF) 

NT$262 普遍級  

超越天啟: 疫病、全球化、人類世/

熊秉真 , 杜震華 , 張登及 , Woosung 

Kang, 蔡振興, 張君玫, 廖咸浩, 黃心

雅, 黃建宏作; 廖咸浩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人社高研院,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4-07-7 

(PDF) NT$400 普遍級  

超 實用 ! 業務 .總管 .人 資的 辦公 室

Word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Office 365)/

張雯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66-6 (PDF) NT$450 普遍級  

超 實用 ! 業務 .總管 .人 資的 辦公 室

Word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Office 365)/

張雯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367-3 (EPUB) NT$450 普遍級  

超簡單易經占卜/原來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355-6 (EPUB) 普遍

級  

跑步,該怎麼跑?: 認識完美的跑步技

術,姿勢跑法的概念、理論與心法/尼

可拉斯.羅曼諾夫(Nicholas Romanov), 

約翰.羅伯遜(John Robson)著; 徐國峰

譯 .-- 四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51-9 

(EPUB) 普遍級  

量子霸權(Quantum supremacy)世界大

戰開打: 量子電腦真的來了/李聯寧

編著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3-08-1 

(PDF) 普遍級  

隋唐立國到安史之亂: 大王細說帝國

的正午四百年上篇之 1/梅毅(赫連勃

勃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58-9 (EPUB) 普遍級  

隋唐立國到安史之亂: 大王細說帝國

的正午四百年上篇之 2/梅毅(赫連勃

勃大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99-59-6 (EPUB) 普遍級  

集合的掩體/鄒佑昇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雙囍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77-1-7 (PDF) 普遍級  

集合的掩體/鄒佑昇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雙囍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77-2-4 (EPUB) 普遍

級  

集體錯覺: 為什麼我們寧可欺騙自己,

也 不敢跟 別人不 一樣 ?/陶德 .羅斯

(Todd Rose)著; 劉維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1-43-0 (PDF) 

普遍級  

雲嘉嘉營視覺藝術連線 . 2021-2022/

邱俊達, 葉育君主編 .-- 嘉義市 : 嘉義

市立美術館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09-44-1 (PDF) 普遍級  

雲端運算應用與實務/黃正傑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88-6 

(PDF) 普遍級  

飲食健身養肌全套書/鄭信義, 新開

省二著; 廖慧淑, 呂丹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202 .-- 冊 .-- 

ISBN 978-626-7065-91-4 (全套:平裝) 

NT$740 普遍級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貓咪超有事. 3, 

貓貓美食救援計畫 /志銘與狸貓圖 .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6-32-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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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73-40-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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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80-7-9 

(EPUB) NT$266 普遍級  

奧秘之鑰 解鎖妥拉系列. 二, 出埃及

記/鹽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妥拉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35-5-2 (PDF) 普遍級  

微創新大突破: 八大心法教你培育創

意的火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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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凱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45-5 (EPUB) 

NT$450 普遍級  

微 調 有 差 の 日 系 版 面 設 計 套 書

/ingectar-e 著; 李佳霖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點, 11201 .-- 冊 .-- ISBN 978-

626-7084-71-7 (全套:平裝) NT$9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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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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月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27-1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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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月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28-8 (PDF) NT$400 普遍級  

想像: <<個人實相的本質>>讀書會. 

5/許添盛主講; 李宜懃文字整理 .-- 新

北市 : 賽斯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92-2 (PDF) 普遍級  

愛情 .婚姻 .家庭 /蔡宏昭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44-217-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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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544-9 (EPUB) NT$350 普遍級  

愛顧你 A Goodness/宋佳玲, 蔡欣妤, 

林禹妗, 錢柏均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愛顧你,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40-3 (EPUB) 普遍級  

搖滾神話學: 性、神祇、搖滾樂(經

典改版)/露芙.帕黛(Ruth Padel)著; 何

穎怡譯 .-- 2 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550-0 (EPUB) 普遍級  

新千年.新异象/斯托得(John Stott)著; 

廖元威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22-1 (EPUB) 普遍級  

新亞遺鐸/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73-4 (EPUB) 普遍級  

新視界: 懸念一線間/牧雲著 .-- 高雄

市 : 桂瑞華, 11112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01-0935-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新價值投資: 掌握全球金流趨勢,從

能源、電池到電動車,散戶穩健獲利

的投資機會/黃又植, 劉權日, 金成佑

著; 蔡佩君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90-6-7 (PDF) 普遍級  

新價值投資: 掌握全球金流趨勢,從

能源、電池到電動車,散戶穩健獲利

的投資機會/黃又植, 劉權日, 金成佑

著; 蔡佩君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590-7-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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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24-5 

(EPUB) 普遍級  

會友集: 余英時序文集. 下/余英時著; 

彭國翔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56-7 (EPUB) 普遍級  

會友集: 余英時序文集. 上/余英時著; 

彭國翔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55-0 (EPUB) 普遍級  

會開瓦斯就會煮. 3: 就是這個味!/大

象主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24-0 (PDF) 普遍級  

會開瓦斯就會煮. 3: 就是這個味!/大

象主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825-7 (EPUB) 普遍級  

業務之神的回話細節: 逼人買到「剁

手指」還停不了,的 46 個銷售成交技

巧!/張靜靜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8-38-9 (PDF) 普遍級  

極簡巴西史/関眞興作;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8-20-4 

(EPUB) NT$350 普遍級  

極簡巴西史/関眞興作;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8-21-1 (PDF) 

NT$350 普遍級  

溫泉健康研究室: 發現泡湯的養生療

癒力/陳家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

水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828-6-7 (EPUB) 普遍級  

滑鼠掰!Office365 快鍵工作術: 年省

120 小時的 50 個技巧,績效翻倍 x 時

間管理 x 遠端工作 x 活用快速鍵/森

新著; 歐兆苓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29-702-5 (EPUB) NT$280 普遍級  

滑鼠掰!Outlook 高效整理術: 年省 100

小時的 32 個技巧,資料整理 x 減少切

換 x 工作革新 x 活用快速鍵/森新著; 

歐兆苓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29-789-6 (EPUB)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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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393-9 

(EPUB) NT$350 普遍級  

照顧殺人: 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

每日新聞大阪社會部採訪組著; 石雯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337-6 (EPUB) 普遍級  

瑜伽飲食指南: 125 道以阿育吠陀飲

食法則設計,滿足蔬食、純素、低卡、

高蛋白、無麩質、無穀物、無奶、

無精緻糖各種飲食需求,滋養身體與

靈魂的美味食譜/傑里米.洛克.史密

斯(Jeremy Rock Smith), 大衛.約阿希

姆(David Joachim)著; 王心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980-5-9 

(EPUB) 普遍級  

當代犯罪預防與警政策略 /孫義雄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83-1 

(PDF) 普遍級  

當我們童在醫起: 瑞信兒童醫療基金

會的理念與實踐/裴凡強採訪撰文 .-- 

新 北 市  : 瑞 信 兒 童 醫 療 基 金 會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308-1-3 (EPUB) 普遍級  

當權力背叛人民:<撒母耳記>中的權

力興起歷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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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高霈芬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954-7 (EPUB) NT$360 普

遍級  

當靈魂蛻變時: 高靈談未來/Asha 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30-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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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彙/蔡振名編著 .-- 臺中市 : 中市

海線社大, 11112 .-- 31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2417-3-1 (平裝) 普遍

級  

*聖經充滿我/杜佳諭文字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 

1111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21-50-8 (第 13 冊:平裝) NT$80

普遍級  

聖經當代譯本/和合本(中文雙排對

照)= The Holy Bible/ .-- 初版 .-- 新北

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201 .-- 2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627-5-3 (精

裝皮面索引-金) 普遍級  

葛拉漢談財務報表 /班傑明 .葛拉漢

(Benjamin Graham), 史賓瑟.梅瑞迪斯

(Spencer B. Meredith)著; 黃川誌譯 .-- 

1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81-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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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7-038-2 (EPUB) 普遍級  

裝潢建材全能百科王: 從入門到精通,

全面解答挑選、施工、保養、搭配

問題,選好建材一看就懂/漂亮家居編

輯部作 .-- 六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87-4 (EPUB) NT$419 普遍級  

解決溝通問題的說話公式圖鑑: 史上

最完整!以認知科學拆解出 80 套說話

模式,商談、說服、簡報、指導,再困

難都能輕鬆搞定!/犬塚壯志著; 駱香

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73-44-2 (EPUB) 普遍級  

解放心念: 徹底轉變心念,才能恢復

健康(調和怒、喜、思、悲、恐等情

緒,啟動身體自癒力)/郝萬山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84-62-2 (PDF) 

普遍級  

解放心念: 徹底轉變心念,才能恢復

健康(調和怒、喜、思、悲、恐等情

緒,啟動身體自癒力)/郝萬山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84-63-9 

(EPUB) 普遍級  

解剖一隻埃及斑蚊/王羅蜜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3-8-9 

(PDF) NT$150 普遍級  

解剖情色學/澀澤龍彥作; 蔡麗蓉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8-22-8 

(EPUB) NT$380 普遍級  

解剖情色學/澀澤龍彥作; 蔡麗蓉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18-23-5 (PDF) 

NT$380 普遍級  

跟耶穌學安靜: 戒除空虛的忙碌,活

出輕省負軛的人生/約翰.馬克.寇默

(John Mark Comer)著; 田育慈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格子外面文化,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24-3-1 

(EPUB) 普遍級  

跟著大師學塔羅牌套書/瑪莉.K.格瑞

爾, 湯姆.利德作; 黃春華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18-30-3 ( 全 套 : 平 裝 ) 

NT$1040 普遍級  

跟著康熙讀易經: 日講易經解義導讀

/郭和杰作 .-- 初版 .-- 屏東縣 : 郭和杰,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

0912-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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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27-616-2 

(EPUB)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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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27-617-9 (PDF) 

NT$280 普遍級  

道德正經: 老子到底寫了什麼?/呂尚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水利環境科技

研發會, 11112 .-- 冊 .-- ISBN 978-957-

28513-6-4 (全套:平裝) NT$126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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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37-1 (EPUB) 

普遍級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數位新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62-6 (PDF) 

普遍級  

電影教我的 33 項人生智慧: 心理師

韓德彥的生命教育故事集. 人生重量

篇/韓德彥著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6-

0990-4 (EPUB) 普遍級  

電影教我的 33 項人生智慧: 心理醫

師韓德彥的生命教育故事集. 學會放

下篇/韓德彥著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6-

0989-8 (EPUB) NT$1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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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368-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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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369-7 

(EPUB) NT$600 普遍級  

零數學的賽局論: 逆向選擇 X 納許均

衡 X 柏拉圖效率 X 資訊對等 X 策略

互動,邏輯使人精準決策,理性讓你賽

局致勝!/邢群麟, 王豔明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0-584-4 

(EPUB) 普遍級  

預期無法預期的: 安東尼.佛奇關於

人生道路與選擇的十堂課/安東尼.佛

奇(Anthony Fauci)著; 羅雅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551-7 (EPUB) 

NT$240 普遍級  

頑固的民主派: 邱垂亮民報評論集/

邱垂亮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

家,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628-2-1 (EPUB) NT$294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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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819-2 (EPUB) 

NT$266 普遍級  

圖解 S 造建築入門: 一次精通鋼骨造

建築的基本知識、設計、施工和應

用/原口秀昭著; 陳曄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1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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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15-247-2 (EPUB) 

NT$266 普遍級  

圖解戶外生存終極指南: 英國戰鬥生

存教官經驗.從求生技巧、露營要領

到海陸應變,在急難時都能 100%化解

的絕技/柯林.托爾(Colin Towell)作; 楊

詠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823-9 (EPUB) NT$595 普遍級  

圖解合成器入門/松前公高著; 陳弘

偉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

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80-264-7 (EPUB) NT$420 普遍級  

圖解地方政府與自治/王保鍵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91-6 (PDF) 

普遍級  

圖解佛教八識/洪朝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9-14-0 (EPUB) 

普遍級  

圖解品質管理/陳耀茂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46-6 (PDF) 普遍級  

圖解建築室內裝修設計入門: 一次精

通室內裝修的基本知識、設計、施

工和應用/原口秀昭著; 陳曄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257-1 (EPUB) 

NT$26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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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34-9 (EPUB)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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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8-35-6 (PDF) NT$380 普遍級  

圖解財務報表分析/伍忠賢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93-5 (PDF) 

普遍級  

圖解統計與大數據/吳作樂, 吳秉翰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47-3 

(PDF) NT$350 普遍級  

圖解細說病毒與除菌一書 /內海洋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3-32-8 (PDF) 普遍級  

圖解韓戰/上田信作; 張詠翔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18-24-2 (PDF) 

NT$420 普遍級  

圖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

德/黃哲翰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0-260-9 (EPUB) 普遍

級  

夢斷苗溪: 一個勞改倖存者的回憶/

牛立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

創, 1111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8-76-3 (EPUB) NT$504 普遍級  

實況直播: 用 Docker 建構大型資料中

心/馬獻章著; 胡嘉璽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73-03-6 (PDF) 普遍級  

寤寐= Dreamlity/羅汶琛, 施妤柔, 黃

永妍, 涂尹彤, 林姍宜, 林倉翊, 周敏

綉, 顧乃懿作; 施妤柔總編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施妤柔, 11112 .-- 1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1-0936-

3 (平裝) NT$580 .-- ISBN 978-626-01-

0937-0 (精裝) NT$1580 普遍級  

彰化走讀藝術節: 彰開藝境. 2022/彰

化縣文化局作 .-- 彰化縣 : 彰縣文化

局,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41-07-3 (PDF) 普遍級  

慢步股市: 給存股族的 12 個致富心

法/周文偉(華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99-1-1 (EPUB) 普遍級  

慢飆股台積電的啟示錄: 發現一流企

業的長相和深度投資價值 /闕又上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85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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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25-2 

(EPUB) 普遍級  

摸摸: 如何摸貓?/劉玟苓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拼圖喵生命平權推廣

協會, 11201 .-- 24 面; 11X11 公分 .-- 

ISBN 978-626-97035-0-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榮 耀 教 會 查 經 集 . 2023/ 林 泰 鐘

(Jonathan Lin)作 .-- 臺北市 : 華冠拼音

書籍,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56-5-2 (PDF) 普遍級  

槍桿與筆桿下的眷村文學/眷村雜誌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23-510-1 (EPUB) 普遍級  

滿月貓咪咖啡店/望月麻衣作; 邱香

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633-9 (EPUB) 普遍級  

漫畫的視覺文化景觀與空間生產/張

重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292-7 (EPUB) NT$420 普遍級  

睡前來一杯養生酒: 理氣安神,喝出

免疫力/陳潮宗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356-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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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7-039-9 (EPUB) 普遍級  

福慧自在: 修福修慧,大家平安健康;

六度万行 ,人人身心自在 /圣严法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98-979-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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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怡著 .-- 新北市 : 大

樹林,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773-6-8 (EPUB) NT$780 普遍級  

精準投資: 為什麼你的投資總是不如

預期?5 步驟打造自己的人生投資計

畫/洪哲茗, 邱茂恒著 .-- 新北市 : 財

經傳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7-12-7 (EPUB) 普遍級  

綜合格鬥制勝法寶: 巴西柔術/張海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展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6-410-5 (EPUB) NT$350 普遍級  

綠植軟裝佈置提案: 用觀葉植物型塑

時 髦 的 室 內 叢 林 / 蘿 倫 . 卡 蜜 勒 里

(Lauren Camilleri), 蘇 菲 亞 . 凱 普 蘭

(Sophia Kaplan)著 ; 杜蘊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201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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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408-884-3 (EPUB) 

普遍級  

網路販毒犯罪模式與防制對策之研

究/塗凱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925-6 (PDF) NT$600 普遍級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 第

六輯/林明照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708-6 (PDF) NT$480

普遍級  

*臺日創意行銷教學實務成果報告 /

鄭素琴作  .-- 苗栗縣  : 育達科大 , 

11112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911-89-8 (平裝) 普遍級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年報 . 

110 年/黃文正, 林美良, 李裕萍, 胡寶

相, 卓金津, 李寶玉, 黃耿陵, 蔡菁芬, 

朱俊穎, 吳秀琴, 陳奕伶, 盧昭吟, 葉

雀惠, 蔡泓育, 王淑冠, 饒慧雯, 黃惠

理, 謝佩真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衛生局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701-72-2 (PDF) 普遍級  

*臺鐵舊林榮車站倉庫歷史建築修復

及再利用計畫/梁守誠計畫主持; 蔡

佩玲編撰 .-- 初版 .-- 花蓮縣 : 花蓮縣

平林文化樂活藝創協進會, 11112 .-- 

12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6713-1-1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臺灣文學生態: 戒嚴法到市場律/張

誦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0-700-0 (EPUB) NT$480 普遍級  

臺灣文學生態: 戒嚴法到市場律/張

誦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0-706-2 (PDF)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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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大,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5-094-3 (PDF) NT$440

普遍級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三編/

李理等著; 杜潔祥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203 .-- 冊 .-- 

ISBN 978-626-344-206-1 (全套:精裝) 

NT$38000 普遍級  

與版共舞: 臺灣.韓國現代木版畫交

流展= Woodcut tango: Taiwan & Korea 

contemporary woodcut print/林雪卿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巴黎文教基

金會, 11112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25-1-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蓋博眼球運動書/平松類作; 周子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52-6 (PDF) 普遍級  

蓋博眼球運動書/平松類作; 周子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49-153-3 (EPUB) 普遍級  

豪記龍虎榜. 30/ .-- 臺南市 : 豪記影視

唱片, 1120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431-2-7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輕鬆打開英語話匣子 /蘇盈盈 , Lily 

Thomas 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765-4-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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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81-7 (EPUB) 普遍

級  

遠 東 生 活 華 語 . book II= 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 葉 德 明 主 編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遠 東 , 

11201 .-- 冊 .-- ISBN 978-986-5598-13-

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銀行總裁.毒梟.洗錢/克里斯.布萊克

赫斯特(Chris Blackhurst)作;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17-1 

(PDF) 普遍級  

銀行總裁.毒梟.洗錢/克里斯.布萊克

赫斯特(Chris Blackhurst)作;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18-8 

(EPUB) 普遍級  

領一個吉祥的宋朝紅包(全新創作別

冊)/李開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17-2 (PDF) 普遍級  

領一個吉祥的宋朝紅包(全新創作別

冊)/李開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3-318-9 (EPUB) 普遍級  

儀式魔法套書/隆.麥羅.杜奎特, 大衛.

修梅克作; 邱俊銘, 羅亞琪, 邱鈺萱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12 .-- 冊 .-- ISBN 978-626-7218-29-

7 (全套:平裝) NT$1300 普遍級  

劇本的多重宇宙: 馮勃棣導航,39 部

電影的故事力與生命啟示 /馮勃棣

著 .-- 臺北市 : 如何,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6-65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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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53-5 

(EPUB) 普遍級  

寬心人知足 ,開心人幸福 /鍾茹芸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11-180-0 (PDF) 普遍級  

寫給所有人的特洛伊與希臘故事集/

安德魯.蘭格(Andrew Lang)著; 謝靜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394-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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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389-3 (PDF) 

普遍級  

影視節目企劃與寫作/安碧芸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57-2 (PDF) 

NT$460 普遍級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23/摩拉維亞弟

兄會編; 盧怡君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27-618-6 (PDF) 

NT$180 普遍級  

數位學習成效分析論文集. 2021/劉安

之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中華開放

教育聯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17-2-8 (EPUB) 普遍級  

數學女孩物理筆記: 牛頓力學/結城

浩著; 陳朕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72-18-6 (EPUB) 普遍級  

數學女孩物理筆記: 牛頓力學/結城

浩著; 陳朕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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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茂,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72-19-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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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19-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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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20-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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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0-510-9 (PDF) NT$350 普遍級  

樂遊古今: 林辰樺古箏創作樂譜集/ .-

- 新竹縣 : 晟兮藝術, 11202 .-- 2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7021-0-7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篇篇起舞/張中煖, 曾瑞媛, 趙玉玲, 趙

郁玲, 莊國鑫, 盧玉珍, 張思菁, 林惟

華, 吳怡瑩, 李怡伶, 劉孝宏, 吳孟軒, 

張懿文, 謝杰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43-638-1 (PDF) NT$380 普遍級  

練習不想要: 在過剩世界裡,我們要

學會減法生活/盧熠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63-9 (PDF) 

普遍級  

練習不想要: 在過剩世界裡,我們要

學會減法生活/盧熠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3-364-6 (EPUB) 

普遍級  

蔬食,是一切的答案: 顛覆素食印象!

一天增加一點蔬果,就能改變 99%皮

膚與體況問題/洪性蘭作; 馬毓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97-4 (PDF) NT$380 普遍級  

蔬食,是一切的答案: 顛覆素食印象!

一天增加一點蔬果,就能改變 99%皮

膚與體況問題/洪性蘭作; 馬毓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98-1 (EPUB) NT$380 普遍級  

蔬菜力。: 打造「零廚餘的廚房」!

效率使用、延長賞味期、節省伙食

費,105 道連外皮、根莖都毫不浪費

的蔬菜料理。/伯母直美作; 方嘉鈴

譯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6-7-0 

(EPUB) 普遍級  

蔣介石: 失敗的勝利者/亞歷山大.潘

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 梁思文

(Steven I. Levine)著; 楊淑娟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726-8 (EPUB) 

普遍級  

蔣介石: 失敗的勝利者/亞歷山大.潘

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 梁思文

(Steven I. Levine)著; 楊淑娟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727-5 (PDF) 

普遍級  

誰 都 可 能 呼 攏 你 , 但 是 數 學 不 會 : 

SUPER 教師引路,為人生開外掛的 38

則思考筆記/黃光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406-6 (EPUB) 

NT$380 普遍級  

論內線交易禁止規範之爭議及再建

構: 以司法實務為中心/羅裕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930-0 (PDF) 

NT$600 普遍級  

論國家管制虛擬貨幣之正當性/陳熙

哲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931-7 (PDF) NT$600 普遍級  

論說戲曲/曾永義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735-0 (EPUB) 普遍級  

論說戲曲/曾永義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736-7 (PDF) 普遍級  

論戴震與章學誠: 清代中期學術思想

史研究/余英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58-1 (EPUB) 普遍

級  

躺著背韓語單字 2000/朴永美, 林大

君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765-5-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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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5-19-5 (EPUB) 普遍

級  

鄰居的植物諮商室: 聊聊植物,暢談

人生,找到最溫柔的撫慰/申惠雨著; 

林芳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449-2 (EPUB) 普遍級  

鄭玉禧油畫. 2022/鄭玉禧作 .-- 新竹

市 : 鄭玉禧,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913-4 (PDF) 普遍級  

鋒芒: 摩根士丹利傳奇執行長麥晉桁

回憶錄/麥晉桁(John Mack)著; 陳正芬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34-6 (EPUB) NT$500 普遍級  

鋒芒: 摩根士丹利傳奇執行長麥晉桁

回憶錄/麥晉桁(John Mack)著; 陳正芬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5-035-3 (PDF) NT$500 普遍級  

駝峰生命線: 抗戰時期印緬物資內運

紀錄(1942-1945). 下冊/陳新林, 呂芳

上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74-9 (EPUB) 普遍

級  

駝峰生命線: 抗戰時期印緬物資內運

紀錄(1942-1945). 下冊/陳新林, 呂芳

上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76-3 (PDF) 普遍級  

駝峰生命線: 抗戰時期印緬物資內運

紀錄(1942-1945). 上冊/陳新林, 呂芳

上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73-2 (EPUB) 普遍

級  

駝峰生命線: 抗戰時期印緬物資內運

紀錄(1942-1945). 上冊/陳新林, 呂芳

上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57-75-6 (PDF) 普遍級  

*墨映道心: 臺南市德高書法學會 臺

北市卿雲書會 壬寅書法聯展作品專

輯/鄭安富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

德高書法學會, 11112 .-- 99 面; 2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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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96939-0-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憲兵故事/陳經曜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3-17-5 (PDF) 普遍級  

戰爭與和平/谷川俊太郎, Noritake 著; 

游珮芸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202 .-- 36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9-824-4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機艙機密: 解答你對空中旅行的種種

疑問/派翠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著; 

郭雅琳, 陳思穎, 溫澤元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行路,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4-01-2 (PDF) 普遍級  

機艙機密: 解答你對空中旅行的種種

疑問/派翠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著; 

郭雅琳, 陳思穎, 溫澤元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行路,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4-02-9 (EPUB) 普遍

級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余英時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60-4 

(EPUB) 普遍級  

歷史上不可碰觸的詛咒: 你相信祝福

嗎?有祝福就有詛咒。世界各國記錄

在案的神祕詛咒,你敢揭開禁忌的真

面目嗎?/中川朝子著; 賴詩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51-26-3 (PDF) 

普遍級  

歷史上不可碰觸的詛咒: 你相信祝福

嗎?有祝福就有詛咒。世界各國記錄

在案的神祕詛咒,你敢揭開禁忌的真

面目嗎?/中川朝子著; 賴詩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51-27-0 

(EPUB) 普遍級  

歷史的轉換期 10: 1905 年.革命的浪

潮與團結的夢想/小松久男編; 蔡蕙

光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

3469-6 (EPUB) 普遍級  

歷史與文化論叢/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68-0 (EPUB) 普遍

級  

澳洲/墨刻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825-3 (EPUB) NT$349 普

遍級  

燃世代青年 /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406-7-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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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40-15-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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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40-16-8 

(EPUB) 普遍級  

磨課師課程指南/社團法人中華開放

教育聯盟編 .-- 初版 .-- 臺中市 : 中華

開放教育聯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317-3-5 (EPUB) 普遍

級  

穆罕默德: 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

先知/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著; 黃楷君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19-8 (PDF) 普遍級  

穆罕默德: 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

先知/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著; 黃楷君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4-20-4 (EPUB) 普遍級  

蕭壠的舊事= Mamang ka Maliawrax ka 

Atu Sulang/李淑芬(Seyluf Tama-Tavali)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蕭壠社北

頭洋發展協會, 11112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5193-3-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親子收納實踐手冊!: 兒童收納界第

一位專家,教你從居家收納做起,簡單

過生活/張爾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90-7 (EPUB) NT$399 普

遍級  

親密修復: 修補關係前先與童年和解,

心理師教你擺脫原生家庭的束縛,走

向幸福/姚彥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6-26-7 (EPUB) NT$350 普

遍級  

遺失了一份愛/黃煒童(Heylo b Wong)

文; 羅家洋(markLaw)繪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201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45-763-2 (精裝)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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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7-007-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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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7-026-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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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7-027-6 (EPUB) 普遍級  

遺傳流行病學原理/陳為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701-7 

(PDF) NT$750 普遍級  

遺傳流行病學原理/陳為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2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702-4 

(EPUB) NT$750 普遍級  

鋼琴等級檢定測驗進階教材. 第二冊, 

Level 11~10/ .-- 第 62 版 .-- 臺北市 : 

東和樂器, 11112 .-- 55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05-3-3 (平裝) 

NT$1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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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7-069-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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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40-5 (EPUB) 

普遍級  

靜思法髓妙蓮華: 授記品第六/釋證

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5-11-9 (EPUB) NT$8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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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謐的榮光.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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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45-8 (EPUB) 普遍

級  

靜謐的榮光. 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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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244-1 (EPUB) 普遍

級  

靜觀覺察當下的力量: 團體治療的八

個故事/吳皓玲著 .-- 臺北市 : 光啟文

化,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46-998-6 (PDF) 普遍級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 8/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60-028-7 

(EPUB) NT$55 普遍級  

應許與醫治: 365 禱讀日誌/劉梅蕾

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77-366-6 (EPUB) 普遍級  

懂得的陪伴: 一位資深心理師的心法

傳承/曹中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57-273-2 (PDF) NT$336

普遍級  

營 建 物 價 年 刊 . 2021= Construction 

cost data/盧宗憲總編輯 .-- 新北市 : 營

建院, 11112 .-- 99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94-17-6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營建專案管理知識體系/魏秋建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43-672-5 (PDF) 

普遍級  

療癒你的內在小孩: 心理醫師陪你跟

自己和解的成長課/施琪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83-1 (PDF) 

普遍級  

療癒你的內在小孩: 心理醫師陪你跟

自己和解的成長課/施琪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7-84-8 

(EPUB) 普遍級  

禪勁太極: 超實踐!科學養生的太極

拳勁/陳章波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357-0 (PDF) 普遍級  

總統的信念: 新總統必做的件事/羅

智強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強 , 

11112 .-- 16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626-96202-1-0 (精裝) NT$500 普遍級  

聰明目標設定套書/兒玉光雄, 木田

浩理, 伊藤豪, 高階勇人, 山田紘史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202 .-- 冊 .-- ISBN 978-626-7216-18-

7 (全套:平裝) NT$810 普遍級  

薪水奴財務自由之路: 35 歲躺平樂活

並不難,尋常上班族也可以辦到!/股

素人(何宗岳), 卡小孜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7-10-3 (EPUB) 普遍級  

謎一樣的藝術家/顧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61-8 (EPUB) 普遍

級  

謝沅瑾 2023 兔年好運風水這樣做/謝

沅瑾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12 .-- 約 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53-292-2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149 .-- ISBN 978-626-353-293-9 (線

上有聲書(WAV)) NT$149 普遍級  

鎂的奇蹟: 未來 10 年最受矚目的不

生 病 營 養 素 / 卡 洛 琳 . 狄 恩 (Carolyn 

Dean)著; 游懿萱, 張家瑞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98-24-7 (EPUB) 

普遍級  

隱藏的說客: 台灣經濟安全、公平、

成長的探索之旅/洪財隆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衛城,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65-5 (PDF) 普遍級  

隱藏的說客: 台灣經濟安全、公平、

成長的探索之旅/洪財隆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衛城,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66-2 (EPUB) 普遍

級  

韓國繪師的角色繪製重點攻略/崔元

喜作; 林季妤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12 .-- 冊 .-- ISBN 978-

986-377-834-9 (全套:平裝) NT$640 普

遍級  

點子來自妄想力: 妄想交給腦子,思

考交給雙手!引領世界的「使用者介

面」研發專家,最強思考工具與實踐

策略 /曆本純一著; 楊明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942-4 (EPUB) 

普遍級  

擺脫市場的自由: 自由市場的公義思

辨/麥可.康茲爾(Mike Konczal)著; 蕭

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12-7 (PDF) NT$420 普遍級  

擺脫市場的自由: 自由市場的公義思

辨/麥可.康茲爾(Mike Konczal)著; 蕭

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13-4 (EPUB) NT$420 普遍級  

擺脫節食的情緒勒索: 「直覺飲食」

運動創始人教你 10 項原則、13 種靈

感練習、365 天日常生活實踐,開啟

身體、心靈與飲食的對話,打造個人

專 屬 的 健 康 飲 食 法 / 伊 芙 琳 . 崔 伯

(Evelyn Tribole)著; 葉妍伶譯 .-- 臺北

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80-4-2 (EPUB) 

普遍級  

簡明人體經絡與常用穴位圖冊(暢銷

經典版)/靳士英, 靳樸, 劉淑婷編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78-8 

(EPUB) 普遍級  

簡明佛學概論/于凌波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76-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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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0-585-1 (EPUB) 

普遍級  

職場超高效.你要的結果 1 分鐘搞定!/

克里斯.范寧(Chris Fenning)著; 何玉

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2-20-8 (EPUB) NT$380 普遍級  

職場超高效.你要的結果 1 分鐘搞定!/

克里斯.范寧(Chris Fenning)著; 何玉

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52-21-5 (PDF) NT$380 普遍級  

薩提爾冥想/約翰.貝曼(John Banme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5-65-3 (EPUB) NT$31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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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個念,解鎖學習密碼: 用心理學啟

發學習力 /蔡宇哲 , 潘怡格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9-280-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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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57-041-2 (EPUB) 

普遍級  

騎乘鐵公雞: 搭火車橫越中國(2023

保羅．索魯旅遊經典改版回歸)/保羅.

索魯(Paul Theroux)作; 徐麗松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56-59-9 (EPUB) NT$44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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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744-5 

(EPUB) NT$224 普遍級  

穩定獲利的普通常識: 精準切中投資

人盲點的金錢複製術/Taber 著; 張鑫

莉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0-8-1 

(PDF) 普遍級  

穩定獲利的普通常識: 精準切中投資

人盲點的金錢複製術/Taber 著; 張鑫

莉譯 .-- 新北市 : 感電出版, 112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590-9-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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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7-042-9 

(EPUB) 普遍級  

藝起創美: 新竹縣書畫藝術學會二十

週年聯展專輯/廖志崑總編輯 .-- 新竹

縣 : 竹縣書畫藝術學會, 1120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9937-3-

6 (精裝) NT$500 普遍級  

關稅(務)法規(含概要)/胡劭安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50-093-8 (PDF) 

NT$620 普遍級  

繼承: 案例式/郭欽銘著 .-- 十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3-699-2 (PDF) 普遍級  

*蘇昭旭的世界鐵道大探索(全 4 冊): 

從機械看蒸汽火車、從文化看觀光

鐵道、從管理看鐵道博物館、從建

築看鐵道火車站/蘇昭旭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201 .-- 冊 .-- 

ISBN 978-626-314-343-2 (全套:平裝) 

NT$2600 普遍級  

鐘錶的科學: 錶面底下隱藏著時間的

祕密,科學如何用尖端的技術追求(分

秒不差)/織田一朗著; 黃怡筠譯 .-- 第

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361-7 (EPUB) 

NT$259 普遍級  

攝不異空: 朱泓熹行攝 30 精選輯/朱

泓熹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399-8 (PDF) 普遍級  

攝不異空: 朱泓熹行攝 30 精選輯/朱

泓熹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53-400-1 (EPUB) 普遍級  

轟鳴未曾遠去: 從日本海軍六十一航

空廠到岡山醒村/林玉萍, 陳信安, 邱

睦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75-02-3 (EPUB) 普遍級  

聽不見音樂的舞者: 林靖嵐跳脫界線、

不尋常規的逐夢人生/林靖嵐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2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358-7 (EPUB) 

普遍級  

聽說讀寫,有策略!(知識性文本): 高

年級/陳欣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衛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20-8 (EPUB) 普遍級  

聽說讀寫,有策略!(高年級:讀本、學

習筆記)/陳欣希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衛文化, 112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621-5 (EPUB) 普遍

級  

戀戀水東城 溫馨好故鄉: 在地人說

故事/黃秋菊主編 .-- 宜蘭縣 : 宜蘭縣

東城社區發展協會, 1111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971-0-6 (平裝) 

普遍級  

竊笑的憤怒鳥/郭桂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卯月霽商行,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63-9-6 (PDF)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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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799-2-8 

(EPUB) 普遍級  

讓人 3 秒失心瘋的荷包掏空術: 創意、

廣告與設計/李金蓉編著; 胡嘉璽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6-97-2 

(PDF) 普遍級  

讓你自帶好運的奇蹟習慣: 13 項即時

可行的日日練習,幫你掃除人生障礙,

打造理想生活/米契.霍洛維茲(Mitch 

Horowitz)著; 姚怡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47-2 (PDF) 普遍級  

讓你自帶好運的奇蹟習慣: 13 項即時

可行的日日練習,幫你掃除人生障礙,

打造理想生活/米契.霍洛維茲(Mitch 

Horowitz)著; 姚怡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49-148-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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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臺北市 : 柿

子文化,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98-22-3 (EPUB) 普遍級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22/釋法昂, 陳坤

煌, 凃柏辰, 林佳儀編輯 .-- 初版 .-- 新

北 市  : 靈 鷲 山 般 若 文 教 基 金 會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108-19-5 (PDF) 普遍級  

灣麗/陳曦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

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253-35-9 (PDF) NT$300 普遍級  

洄瀾美展. 2022/吳勁毅總編輯 .-- 花

蓮市 : 花縣文化局,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29-85-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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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193 

 

分 .-- ISBN 978-626-96627-6-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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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627-7-7 (EPUB) 

普遍級  

點滴在心: 一甲子的成長與感悟,回

顧生命的本質,展望民主的未來!/王

志強著 .-- 臺北市 : 王志強,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842-7 

(EPUB) 普遍級  

生命之花的靈性法則/德隆瓦洛.默基

瑟德(Drunvalo Melchizedek)著 ; 羅孝

英譯 .-- 臺北市 : 方智,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724-7 (EPUB) 

普遍級  

生命之花的靈性法則. 2, 啟動梅爾卡

巴光體,擴展心靈能量/德隆瓦洛.默

基瑟德(Drunvalo Melchizedek)著 ; 羅

孝英譯 .-- 臺北市 : 方智,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723-0 

(EPUB) 普遍級  

從心覺醒: 開啟心的聖域,邁向揚升/

德 隆 瓦 洛 . 默 基 瑟 德 (Drunvalo 

Melchizedek)著; 林知美譯 .-- 臺北市 : 

方智,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5-726-1 (EPUB) 普遍級  

超强记忆法/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90-6 (EPUB) 

NT$210 普遍級  

天国永生契约: 寻找生命的出处/弥

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

教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81-4 (EPUB) NT$230 普

遍級  

飞跃死亡线: 临终处理手册/弥勒皇

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82-1 (EPUB) NT$240 普遍級  

婴灵与往生者处理手册 /弥勒皇佛

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88-3 

(EPUB) NT$210 普遍級  

禅的理论与实践/圣严法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98-984-2 

(EPUB) 普遍級  

西藏生死書/索甲仁波切著; 鄭振煌

譯  .-- 五 版  .-- 臺 北 市  : 張 老 師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870-1-5 (PDF) NT$520 普遍級  

斯托得研经材料: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争战与智慧/斯托得(John Stott)著; 罗

伟安译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20-7 

(EPUB) 普遍級  

斯托得研经材料: 提摩太前书、提多

书: 末世与盼望/斯托得(John Stott)著; 

黄愈轩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33-21-4 (EPUB) 普遍級  

斯托得研經材料: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末世與盼望/斯托得(John Stott)著; 羅

偉安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33-18-4 

(EPUB) 普遍級  

驱魔大法: 来去自如的大手印/弥勒

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86-9 (EPUB) NT$240 普遍級  

第三眼观人术: 战士与谋士/弥勒皇

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202-89-0 (EPUB) NT$240 普遍級  

Vander's 人體生理學: 身體功能的作

用機制/Eric P. Widmaier, Hershel Raff, 

Kevin T. Strang 著; 潘震澤譯 .-- 五版 .-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95-7 (PDF) 

普遍級  

美胚子基因能量瘦身/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2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202-87-6 

(EPUB) NT$290 普遍級  

圣境养生茶/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85-2 (EPUB) 

NT$240 普遍級  

超級食物飲食革命: 大腦科學家教你

運用日常食物中最強大的成分,顧好

腸道健康,對抗發炎、預防肥胖、糖

尿病、癌症、憂鬱症、自閉症、失

智症/黃玉華著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

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6980-2-8 (EPUB) 普遍級  

天香美人 . 一 , 芳香疗法 /弥勒皇佛

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83-8 

(EPUB) NT$240 普遍級  

天香美人 . 二 , 美容功法 /弥勒皇佛

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2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202-84-5 

(EPUB) NT$240 普遍級  

超級穀物燕麥奶.無蛋奶全植物料理

100+: 補鈣抗老 X 穩定血糖 X 低卡減

重 X 改善腸胃 X 低脂去敏 X 緩解三

高,全球最受矚目的植物飲食/金.盧

茲(Kim Lutz)著; 謝孟宗譯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6-9-4 (EPUB) 普遍

級  

香料養生研究室: 草藥學家暨營養師

的藥用香料保健指南: 探索十九種廚

房常見香料,從臨床特性到食譜應用,

調配改善人體七大健康基礎的養生

處方箋/貝文.克萊爾(Bevin Clare)著; 

華子恩譯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6006-8-7 (EPUB) 普遍級  

天然發酵研究室: 自養自製優格和克

菲爾實用指南與食譜應用: 成功學會

71 種世界傳統發酵乳、植物奶、乳

酪,與奶油等腸道保健超級食物/吉安

娜 克 里 斯 . 考 德 威 爾 (Gianaclis 

Caldwell)著; 吳煒聲譯 .-- 臺北市 : 常

常生活文創 , 111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6980-1-1 (EPUB) 普遍

級  

醋與時間的風味教科書: 100+款醋種

介紹、87 道行家食譜、84 組風味輪

解析、54 間精選製醋商、11 種健康

益處,從根源到風味、從原料到應用,

全方位掌握千年飲食工藝/安潔拉.克

拉頓(Angela Clutton)著; 陳厚任譯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980-0-4 

(EPUB) 普遍級  

MMA 擂台纏鬥基礎/陶飛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6-411-2 (EPUB) 

NT$400 普遍級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暨憲法修正案公

民複決第一案嘉義縣選舉實錄. 111

年/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編著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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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嘉義縣 : 嘉縣選委會, 11201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62-93-4 

(PDF) 普遍級  

東歐諸國史(當代完備版). 下/李邁先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67-3 

(EPUB) 普遍級  

東歐諸國史(當代完備版). 上/李邁先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871-0 

(EPUB) 普遍級  

惡人 /吉田修一著; 王華懋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377-1 (EPUB) 

NT$279 普遍級  

動畫師羽山淳一的人體動態速寫. 女

性角色篇/羽山淳一作; 林農凱翻譯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書 坊 文 化 , 

111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7-832-5 (PDF) NT$400 普遍級  

動畫師羽山淳一的人體動態速寫. 戰

鬥角色篇/羽山淳一作; 林農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1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833-2 

(PDF) NT$300 普遍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