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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總類(10本)
總類 青少年閱讀素養之培育 唐淑華 學富文化

總類 尋找那本神奇的書:與六位中學生談閲讀,以及少年人的新世界 郝明義作 網路與書出版

總類 尋找那本神奇的書:與六位中學生談閲讀,以及少年人的新世界 郝明義作 網路與書出版

總類 尋找那本神奇的書:與六位中學生談閲讀,以及少年人的新世界 郝明義作 網路與書出版

總類 奇美:無與倫比的博物館經驗 范毅舜 積木文化

總類 西域美術（一）：大英博物館斯坦因蒐集品 敦煌繪畫1 羅德瑞克.韋陀編集;解說;林保堯 編譯 藝術家

總類 西域美術(二)大英博物館斯坦因蒐集品(敦煌繪畫2) 羅德瑞克．韋陀（Roderick Whitfield）/ 編集、解說； 林保堯 / 編譯 藝術家

總類 奥斯維辛之後 邵燕祥-作者；林賢治-編者 香港城市大學  

總類 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 唐諾 印刻  

總類 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 郝明義 網路與書 

哲學類69本
哲學類 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12道檢測思考清晰度的哲學闖關遊戲(新版) 朱立安．巴吉尼, 傑瑞米．史坦葛倫 麥田

哲學類 哲學超圖解2【中國、日本、歐美當代哲學篇】:中西72哲人x 190哲思,600幅可愛漫畫秒懂深奧哲學,讓靈魂更自由 田中正人‧齋藤哲也 野人文化

哲學類 時尚與死亡的對話-義大利傳奇思想家里歐帕迪的厭世奇想對話集 賈柯莫・里歐帕迪 八旗文化

哲學類 哲學超圖解：世界72哲人X古今210個哲思，看圖就懂，面對人生不迷惘！ 田中正人‧齋藤哲也 野人文化

哲學類 久等了,韋伯先生!〈儒教(與道教)〉的前世、今生與轉世 孫中興 聯經

哲學類 全彩圖解四書 思　履 華威國際

哲學類 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5)人認識到的實在是否受限於自身-探索真實的哲學之路 侯貝等人 大家

哲學類 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不做決定,等於讓別人決定你。幸福,是有意識的思考、選擇和行動。 伊迪絲．霍爾 仲間

哲學類 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胡塞爾?海德格?鄂蘭的倫理、政治與宗教哲學 汪文聖 聯經

哲學類 萊茵河哲學咖啡館: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韋伯、海德格、高達美、鄂蘭......的心靈地圖 蔡慶樺著 聯經

哲學類 萊茵河哲學咖啡館: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韋伯、海德格、高達美、鄂蘭......的心靈地圖 蔡慶樺著 聯經

哲學類 再思考：一堂近百萬人爭相學習的杜克大學論辯課，你將學會如何推理與舉證，避免認知謬誤 華特・西諾─阿姆斯壯 麥田

哲學類 看穿假象、理智發聲，從問對問題開始:【全球長銷40年】美國大學邏輯思辨聖經 尼爾‧布朗, 史都華‧基里 商業周刊

哲學類 哇賽！心理學：48個超實用建議，讓你從此告別卡卡人生 蔡宇哲 格子外面 

哲學類 情緒陰影：「心靈整合之父」榮格，帶你認識內在原型，享受情緒自由 許皓宜 遠流

哲學類 小孩的宇宙:從經典童話解讀小孩內心世界 河合隼雄 親子天下

哲學類 教養是一種可怕的發明：解救現代直升機父母的親子關係人類學  艾利森．高普尼克 大寫出版

哲學類 阿德勒的理解人性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海鴿文化

哲學類 超解弗洛伊德 林良華 香港中和出版

哲學類 為什麼我們會相信陰謀論？從心理學角度探討人類多疑的思維，潛意識裡的古怪、偏執、荒唐和瘋狂  羅伯．布萊瑟頓 臉譜

哲學類 為什麼我們總是相信自己是對的？：不知不覺掉入的101種慣性思考陷阱 李南錫/著, 李正模/審訂 本事出版社 

哲學類 圖解認知心理學 更新版 謝嘉恩 易博士

哲學類 不合理的快樂：存在的喜悅 楊定一 天下生活

哲學類 敏感得剛剛好:高敏感族情緒整理術!撕下「情緒化」、「難相處」的標籤,讓憤怒、悲傷、嫉妒、焦慮不再破壞你 伊麗絲．桑德 平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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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腦中的情緒  皮耶．溫德斯  追蹤作者 韋伯  

哲學類 情緒勒索〔全球暢銷20年經典〕：遇到利用恐懼、責任與罪惡感控制你的人，該怎麼辦？ 蘇珊‧佛沃,唐娜‧費瑟 究竟

哲學類 情緒勒索：那些在伴侶、親子、職場間，最讓人窒息的相處 周慕姿 寶瓶文化

哲學類 孤獨的力量：即使不被理解，仍要面對真正的自己，才能真正富有與自由。 齋藤孝 三采

哲學類 此刻最美好：快樂是安然的享受，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高愛倫 三采

哲學類 網路連鎖效應：數位科技與現實生活間的網路心理學 瑪麗．艾肯 晨星

哲學類 青春的10種練習:屬於未來世代的成長讀本(附活動夾冊) 張玲瑜、劉宸芳、穆虹嵐-編著 三民書局

哲學類 你的失敗不是偶然 丹榮.皮昆 時報

哲學類 漂流青年 黃山料著 三采文化

哲學類 漂流青年 黃山料著 三采文化

哲學類 與媽祖有約:每位遶境者背後,都有個約定的故事;每年的徒步之旅,都是一堂心靈成長課 宴平樂 采實文化

哲學類 我的未來，自己寫：17歲資奧金牌少年，衝撞體制500天 何達睿 網路與書出版

哲學類 煩惱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古川武士 天下

哲學類 我，跟自己拚了！：挪威最頂尖的心智訓練師讓你潛能發揮100％ Erik Bertrand Larssen 三采文化

哲學類 我，跟自己拚了！2：挑戰地獄週，證明我可以！7天激發潛能100％，讓你人生很暢快！ Erik Bertrand Larssen 三采文化

哲學類 當下的釋放： 解身體的痛，療心裡的傷。釋放的盡頭就是愛  劉素珍 木馬文化

哲學類 GAME ON!周思齊的九局下半:棒球教會我的那些事 周思齊;周汶昊 商周文化

哲學類 你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 林菁菁 大智文化

哲學類 還沒準備好的才叫夢想 晴天娃娃 意識文化

哲學類 重新愛上你：我們這一代的幸福與焦慮 蘭萱 早安財經

哲學類 不認輸的骨氣  江孟芝 iCON系列

哲學類 不一樣 蕭敬騰 寫樂文化

哲學類 創造生命的奇蹟：影響五千萬人的自我療癒經典  露易絲．賀  方智

哲學類 被拒絕的勇氣：近400萬人點閱！TED熱門演講「被拒絕的100天」主講人告訴你人生最重要的挫折管理課！ 蔣甲 平安文化

哲學類 不認輸的骨氣  江孟芝 平裝本

哲學類 心理學如何幫助了我：享受美好人生的八堂生活課 劉軒 遠見天下文化

哲學類 生命不死：精神科醫師的前世治療報告 陳勝英 張老師文化

哲學類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貝塞爾‧范德寇 大家出版

哲學類 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2：人能自主選擇而負擔道德責任嗎？──思考道德的哲學之路 侯貝等人 大家出版社

哲學類 生命的答案，水知道  江本 勝  如何

哲學類 人生好難，到底哪裡出問題-喜劇演員×僧侶×科學家如是說 茹比‧韋克斯（Ruby Wax） 究竟

哲學類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20週年紀念版】 米奇‧艾爾邦 大塊文化

哲學類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林明進 麥田

哲學類 囧星人的人生百想妙答 囧星人 三采

哲學類 你要嘛出眾要嘛出局 李尚龍 今周刊

哲學類 你只是看起來很努力 李尚龍 今周刊

哲學類 你的努力要配得上你的野心 李尚龍 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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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頭腦的東西:一個真實的新科學 楊定一、陳夢怡(編者) 天下生活

哲學類 無事生非:不同,甚至顛倒的生命與靈性觀 楊定一、陳夢怡(編者) 天下生活

哲學類 全部的你：跳出局限，擁抱生命無限的可能 楊定一 天下生活

哲學類 時間的陷阱 Trapped in Time 楊定一 天下生活

哲學類 靈覺醒：活出生命質感的高振動訊息 芭芭拉．安吉麗思 三采文化

哲學類 神聖的你：活出身心健康、快樂和全部的潛能 楊定一 天下生活

哲學類 操控阿德勒幸福說服術，無論誰都會喜歡你：最強人際溝通術，不在你怎麼說，而是運用「情緒」和「表情」操螫 藤由達藏/林巍翰譯 方言文化

哲學類 我可能不完美，但我至少不虛偽：我就是個語錄控 語錄控 三采

宗教類13本
宗教類 前世今生－生命輪迴的前世療法 布萊恩．魏斯 張老師文化

宗教類 寺院佛像手繪圖鑑:從姿勢、容貌、持物理解佛像的奧祕 さとう有作、重信秀年、田中治郎 楓書坊文化

宗教類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星雲大師 天下遠見

宗教類 活佛老師問:參訪29位藏密大上師的歷史現場 巴麥欽哲仁坡切(黃英傑博士) 商周文化

宗教類 最富有的人-「一生成就的薄地凡夫」密勒日巴的道歌與生命故事 邱陽．創巴仁波切 眾生文化

宗教類 陝西佛寺紀略 康寄遙 編著，康正果 修訂 秀威

宗教類 釋迦牟尼小百科 顏素慧 橡樹林

宗教類 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 孔德維 秀威

宗教類 飛魚之島 廖文櫻,席萳．嘉斐弄 使徒

宗教類 近代華人宗教活動與民間文化:宋光宇教授紀念文集 李世偉 博揚文化

宗教類 日本神樣解剖圖鑑:60尊神明履歷表,掌握眾神的起源、性格與保佑項目! 平藤喜久子 楓書坊文化

宗教類 厲害了,我的神:超精彩的希臘神話故事 徐正澤 培育文化

宗教類 天工,諸神,機械人—希臘神話與遠古文明的工藝科技夢 雅筑安・梅爾 八旗文化

自然科學類77本
自然科學類 科學實驗王38：速度與速率 Story a.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科學實驗王39：消化作用 Story a.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科學實驗王40：金屬與非金屬 Story a.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科學實驗王41：海洋科學 Story a.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不可思議的料理科學 平松サリー 晨星

自然科學類 阿德老師的科學教室(1)物理大驚奇 廖進德 信誼

自然科學類 阿德老師的科學教室(2)動物妙事多 廖進德 信誼

自然科學類 科學發明王(22)製作時光膠囊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How It Works知識大圖解 奇妙大自然大圖解【1書】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 希伯崙

自然科學類 金曜日:自然科學常識知多少! 陳星宇 培育文化

自然科學類 與十九世紀傑出女性科學家相遇-因為她們,世界變得更好 張文亮‧著  蔡兆倫‧繪 字畝文化

自然科學類 數學拾穗  蔡聰明 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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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史丹佛大學教授最受歡迎的4堂思考力訓練課，打造最強數學思維，讓你擁有關鍵的邏輯力、證明力、數字力 Keith Devlin 臉譜

自然科學類 大腦喜歡這樣學：先認識自己的大腦，找到正確的思考路徑，就能專注、不拖延，提高記憶力，學會如何學習(二版) 芭芭拉‧歐克莉 木馬文化

自然科學類 追本數源：你不知道的數學祕密  蘇惠玉 三民 

自然科學類 數學起源：進入古代數學家的另類思考 盧卡斯‧奔特, 菲利普‧瓊斯, 傑克‧貝迪恩特 五南

自然科學類 窺探天機：你所不知道的數學家  洪萬生, 蘇惠玉 三民

自然科學類 Google for education認證教育家指南:翻轉自主學習x協作分享的雲端教室 何宇薇等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for education認證教育家指南:翻轉自主學習x協作分享的雲端教室 何宇薇等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for education認證教育家指南:翻轉自主學習x協作分享的雲端教室 何宇薇等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for education認證教育家指南:翻轉自主學習x協作分享的雲端教室 何宇薇等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for education認證教育家指南:翻轉自主學習x協作分享的雲端教室 何宇薇等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G suite for education上課趣:文件、試算表、簡報、雲端教室完全活用 江軍,葉俞佛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G suite for education上課趣:文件、試算表、簡報、雲端教室完全活用 江軍,葉俞佛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G suite for education上課趣:文件、試算表、簡報、雲端教室完全活用 江軍,葉俞佛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G suite for education上課趣:文件、試算表、簡報、雲端教室完全活用 江軍,葉俞佛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Google G suite for education上課趣:文件、試算表、簡報、雲端教室完全活用 江軍,葉俞佛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影音剪輯實戰╳行動影音剪輯╳特效處理╳微電影實作╳影音社群行銷 鄭苑鳳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從人到人工智慧，破解AI革命的68個核心概念：實戰專家全圖解 × 人腦不被電腦淘汰的關鍵思考  三宅陽一郎 臉譜

自然科學類 人機對決：謝絕速食演算法，讓人工更智慧 Gojko Adzic 碁峰資訊

自然科學類 (復刻精裝版)天體運行論 哥白尼 大塊文化

自然科學類 (復刻精裝版)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 伽利略 大塊文化

自然科學類 (復刻精裝版)世界的和諧 克卜勒 大塊文化

自然科學類 關於夜空的362個問題:從天文觀測、太陽系的組成到宇宙的奧祕,了解天文學的入門書 摩爾, 諾斯 貓頭鷹

自然科學類 站在巨人肩上(復刻彩圖版) 哥白尼・等 大塊文化

自然科學類 (復刻精裝版)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 牛頓 大塊文化

自然科學類 俯視藍色星球:一位NASA太空人的400公里高空攝影紀實 泰瑞‧維爾茲 大石國際

自然科學類 冥王星任務：NASA新視野號與太陽系盡頭之旅 艾倫‧史登, 大衛‧葛林史彭 時報文化

自然科學類 在緬因州的小島上追逐繁星:艾倫.萊特曼的哲學思索 艾倫．萊特曼 商周文化

自然科學類 這世界難捉摸：霍金也想懂的95%未知宇宙  豪爾赫‧陳 天下文化 

自然科學類 絕地救援(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福斯

自然科學類 用塗鴉學物理：從 51 張手繪理解 2600 年重要物理大發現  唐．雷蒙斯 商周出版

自然科學類 時間,原來是這樣:從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相對論,到量子重力與弦論,探索時間本質之謎 松浦 壯 馬可孛羅

自然科學類 (復刻精裝版)相對論原理 愛因斯坦 大塊文化

自然科學類 宇宙的顫抖：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引力波（二版） 李傑信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自然科學類 時間的形狀——相對論史話 汪潔 經濟新潮社

自然科學類 液體:流經生命的美酒、海浪、煤油、眼淚、液晶…… 馬克‧米奧多尼克 天下文化

自然科學類 大人的理科教室:構成物理?化學基礎的70項定律 涌井貞美 台灣東販

自然科學類 8個你不可不知的環境議題 魏國彥;吳依璇;黃少薇;陳俐陵;蔡佩容 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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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聰明大百科:生物常識有GO讚! 鄭允浩 讀品文化

自然科學類 這就是生物學 麥爾,程樹德 遠見天下文化

自然科學類 下一個物種:一場橫跨46億年的生態探險,從微生物、恐龍到現代智人,看生物如何輪番上陣,未來又會是誰統治地球 麥可．湯納森 臉譜文化

自然科學類 生物演化的45堂公開課：從不可思議到原來如此 陶雨晴 日出出版

自然科學類 不情願的達爾文：《物種起源》誕生的故事 大衛．逵曼 時報文化

自然科學類 翻轉災難 羅伯．謬爾伍德（Robert Muir-Wood） 一中心

自然科學類 偷學生物超能力 松田素子, 江口絵理 晨星 

自然科學類 植物彌賽亞：從實習生到皇家園藝師，拯救世界珍稀植物的保育之旅 卡洛斯‧馬格達勒納 天下文化 

自然科學類 臺灣的殼斗科植物-櫟足之地  楊智凱(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自然科學類 臺灣橡實家族圖鑑:45種殼斗科植物完整寫真 林奐慶 麥浩斯資訊

自然科學類 動物博物館 珍妮.布魯姆(Jenny Broom)撰文 大家出版

自然科學類 植物博物館 凱西.威利斯(Kathy Willis)撰文 大家出版

自然科學類 動物的內心生活 彼得‧渥雷本 商周出版

自然科學類 昆蟲百科圖鑑 養老孟司 晨星

自然科學類 世界上有哪些魚?:魚類、海洋動物與牠們生活的大海 安哲羅‧莫傑塔 大石國際

自然科學類 咱ㄟ淡水魚：從臺灣淡水魚認識31堂常民飲食趣談與文化豆知識，先識魚才懂吃魚 作者： 李嘉亮  追蹤作者 新功能介紹 出版社：尖端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自然科學類 台灣蛙類與蝌蚪圖鑑 楊懿如 貓頭鷹

自然科學類 大腦簡史：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演化，大腦是否已經超脫自私基因的掌控？ 謝伯讓 貓頭鷹

自然科學類 行為: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上 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著 八旗文化出版

自然科學類 行為: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下 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著 八旗文化出版

自然科學類 EXCEL最強商業實戰書 藤井直弥、大山啓介 悅知文化

自然科學類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運算思維的提昇與修練 陳新豐 五南

自然科學類 完全圖解Python程式設計 Carol Vorderman 碁峰資訊

自然科學類 跟阿志哥學Python(第三版)(附範例光碟) 蔡明志 全華圖書

自然科學類 Office商務實作指南（適用Office 2019） 鄭苑鳳 上奇科技

自然科學類 PowerPoint 客戶簡報 快速上手 林佳生 經瑋文化

自然科學類 簡報易開罐：37堂PowerPoint 2016簡報增效課 楊玉文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文書處理 Word 2016一切搞定 碁峰資訊 碁峰資訊

應用科學類73本
應用科學類 鋼鐵人(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派拉蒙

應用科學類 光之帝國——愛迪生、特斯拉、西屋的電流大戰  吳敏 商周出版

應用科學類 醫學系在幹嘛？笑中帶淚的超狂醫界人生 蓋瑞 四塊玉文創 

應用科學類 醫學系在幹嘛？笑中帶淚的超狂醫界人生 蓋瑞 四塊玉文創 

應用科學類 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左岸文化

應用科學類 閔傑輝的健康解碼 閔傑輝 文經社

應用科學類 做對3件事，年輕20歲：陳俊旭博士的完全逆老聖經 陳俊旭 天下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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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一杯咖啡抗百病(圖解聖經):從科學及醫學角度，剖析喝咖啡對你我健康的好處 張金堅;梁捨 優渥誌

應用科學類 終結腦疲勞！台大醫師的高效三力自癒法 張立人 商業周刊

應用科學類 十二步驟的療癒力:擺脫成癮,啟動轉化 康復之友 心靈工坊

應用科學類 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 克羅斯比 貓頭鷹

應用科學類 經絡解密 卷一：開啟人體奧秘的第一道金鑰――經絡啟航+肺經 沈邑穎 大塊文化

應用科學類 經絡解密 卷二：強健體魄、延續生命的關鍵──大腸經+胃經 沈邑穎 大塊文化

應用科學類 經絡解密 卷三：充滿幸福甜滋味的大地之母──脾經 沈邑穎 大塊文化

應用科學類 經絡解密 卷四：維繫身心平衡運行的君主之官：心經 沈邑穎 大塊文化

應用科學類 365日日食材&藥膳事典:中醫教你用200種日常食材/藥材+300道料理對症食療,節氣調養,改變體質 陳潮宗、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常常生活文創

應用科學類 羅倫佐的油(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環球影業

應用科學類 糖尿病照護必修課:圖解飲食、運動、藥物治療,運用智慧正確抗糖 游能俊審定、陳宜萍監修、智抗糖編輯室撰文 晨星

應用科學類 下午5點02分，我中風了：中西醫雙執照、腦神經專科醫師的親身經歷告白 邱顯學 商業周刊

應用科學類 風靡全美的MELT零疼痛自療法（全新增訂版）：一天10分鐘，跟著頂尖專家筋膜自療，不靠醫藥解除全身的痛！  蘇‧希茲曼 臉譜 

應用科學類 我和殺人魔相處的那一年：精神科醫師與真實世界的人魔面對面、教人大開眼界的黑暗實錄 史蒂芬．席格 大塊文化

應用科學類 ADHD不被卡住的人生：情緒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青少年和成年人真實的故事  湯馬士．布朗  遠流

應用科學類 脖子卡卡，健康拉頸報！：日本醫學最新「頸肌鍛鍊法」，暈眩、頭痛、肩頸僵硬治癒率達80％ 松井孝嘉 方舟文化

應用科學類 月經不平等：一段女性身體的覺醒之路 艾莉絲．迪艾波 木馬文化

應用科學類 顧好下肢筋膜，全身痠痛out！：鐵人醫師最想告訴你的復健眉角 侯鐘堡 如何

應用科學類 愛的醫療奇蹟：從「不治而癒」的重症患者身上看到不可思議的療癒能量 伯尼‧西格爾 柿子文化

應用科學類 零極限：創造健康、平靜與財富的夏威夷療法  Joe Vitale、Ihaleakala Hew Len, PhD. 方智

應用科學類 因死而生:一位安寧緩和照護醫師的善終思索 謝宛婷醫師 寶瓶文化

應用科學類 空間香氛:把握香氛道具的選擇、擺放位置與正確使用,打造居家與商業空間香氛美學 陳冠鈞、出色編輯部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 AIR JORDAN ORIGIN 第一代經典球鞋完全收藏 雙葉社?編 台灣東販

應用科學類 Yes,We Can! 張為堯, YesWeCan教練群合著 匠心文化

應用科學類 看漫畫學保養！化學先生的美肌講堂 かずのすけ 台灣角川

應用科學類 Cosplay道具實作攻略:從劍、槍等武器~王冠,靠自己做出低成本、外型精良的Cosplay道具! 秋元歩 楓樹林

應用科學類 Coser必看的Cosplay手作服×道具製作術(暢銷版) 日本Vogue社 雅書堂文化

應用科學類 零碼布裝可愛!超可愛小布包×雜貨飾品×布小物(暢銷版) BOUTIQUE-SHA 新手作

應用科學類 好吃35:City Food!台灣食物旅行學 好吃研究室 麥浩斯資訊

應用科學類 走!到法國學廚藝(夢想實現版) 安東尼 太雅

應用科學類 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 全世界最棒的街頭小吃：遍嚐各國巷仔內美食，還能自己動手做！ 孤獨星球 Lonely Planet 晨星

應用科學類 東南亞異國料理 中華國際美饌交流協會；鄭至耀、陳金民、周智恆等人著 上優文化

應用科學類 泰式餐桌：給初學者的第一本書 Even（林憶雯） 橘子文化

應用科學類 走肉之味：蔬食的初心練習 李美怡Cathy Lee 有鹿文化

應用科學類 咖啡聖經  Anette Moldvae 楓書坊 

應用科學類 咖啡的科學  旦部幸博 晨星

應用科學類 親子閱讀趣 · 悅讀真有趣 劉怡伶 英閱音躍研創

第 6 頁，共 24 頁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108年第㇐次圖書館圖書採購－新書上架書單

2019/9/20

分類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應用科學類 藏種於民：全球保種時代來臨！一顆種子，對抗極端氣候、基改風險，打造我們的永續餐桌 果力文化/主編,浩然基金會/合作,林樂昕等/協力著作 果力文化

應用科學類 樹之歌  大衛．喬治．哈思克 商周出版

應用科學類 森林祕境：生物學家的自然觀察年誌  大衛．喬治．哈思克 商周出版

應用科學類 台灣尋櫟記  潘樵 博客思

應用科學類 共病時代:醫師、獸醫師、生態學家如何合力對抗新世代的健康難題 芭芭拉.奈特森赫洛維茲/凱瑟琳.鮑爾斯 臉譜文化

應用科學類 動物醫院的工作日誌 工作日誌  麥浩斯 

應用科學類 貓狗營養學 奈良渚 晨星

應用科學類 貓奴必備的家庭醫學百科 野澤延行 台灣東販

應用科學類 當然問貓才清楚!最誠實的貓咪行為百科【超萌圖解】:日本貓名醫全面解析從叫聲、相處到身體祕密的130篇喵喵 山本宗伸 監修 一起來

應用科學類 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真相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 行人文化

應用科學類 起司的科學:起司為何可以變化自如?了解起司的發酵熟成與美味的祕密 齋藤忠夫 晨星

應用科學類 仿生設計大未來：人類進步的下一個關鍵 阿米娜．汗（Amina Khan） 如果出版

應用科學類 世界新式木造建築設計:實踐都市高層木造建築的理論與實務全集 日經建築 編 麥浩斯資訊

應用科學類 寂靜的春天：自然文學不朽經典全譯本 瑞秋‧卡森 野人

應用科學類 鈽托邦:失去選擇的幸福與核子競賽下的世界墳場 凱特．布朗 行人

應用科學類 舌尖上的東協-東南亞美食與蔬果植物誌：既熟悉又陌生，那些悄然融入台灣土地的南洋植物與料理 胖胖樹 王瑞閔 麥浩斯資訊

應用科學類 輕課程 Neuron神經元電控積木創意設計 賴鴻州 台科大(勁園)

應用科學類 誠食：每一天，更安心的選擇 陳慧婷 天下雜誌

應用科學類 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1895-1911 黃紹恆 交大出版社

應用科學類 餐桌的力量:真情、用心、知味，四十年不變的欣葉食藝學 口述：李秀英、李鴻鈞          撰文：錢嘉琪 四塊玉文創

應用科學類 葡萄酒侍酒師 洪昌維 全華圖書

應用科學類 科技島鏈：中美日韓台共構的產業新局 黃欽勇   大椽

應用科學類 圖解電動車大未來:從燃油引擎轉換為電動馬達的全球巨大商機 村澤義久 真文化

應用科學類 你好，我是接體員  大師兄 寶瓶文化 

應用科學類 斜槓創業 王晴天 創見文化

應用科學類 你不必走得快，但一定要走得遠 丁菱娟 天下遠見

應用科學類 學會「曼陀羅計畫表」， 絕對實現， 你想要的都得到：把白日夢變成真！ 「原田目標達成法」讓你滿足人生的 原田隆史, 柴山健太郎 方言文化

應用科學類 朋友與敵人：哥倫比亞大學╳華頓商學院聯手，教你掌握合作與競爭之間的張力，當更好的盟友與更令人敬畏的對手 亞當．賈林斯基,莫里斯．史威瑟 時報出版

應用科學類 懶人圖解簡報術:把複雜知識變成一看就秒懂的圖解懶人包 林長揚 創意市集-電腦

社會科學類144本
社會科學類 傻瓜也會寫論文: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 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 傻瓜也會寫論文: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 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 傻瓜也會寫論文: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 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 傻瓜也會寫論文: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 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 IB國際文憑與中文教學綜論 蔡雅薰、余信賢 新學林

社會科學類 療癒26顆破碎的心：怡慧老師的閱讀課 宋怡慧 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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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學習，玩真的！ 蔡淇華 時報出版

社會科學類 科學史上最有梗的20堂化學課:40部線上影片讓你秒懂化學.上 姚荏富,胡妙芬文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 科學史上最有梗的20堂化學課:40部線上影片讓你秒懂化學.下 姚荏富,胡妙芬文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 閱讀素養：黃國珍的閱讀理解課，從訊息到意義，帶你讀出深度思考力 黃國珍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 階梯寫作:微書寫時代的邏輯、思辨與作文力-楊曉菁老師的18堂寫作必修課 楊曉菁 悅知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董幸正著 寂天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董幸正著 寂天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董幸正著 寂天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董幸正著 寂天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董幸正著 寂天文化

社會科學類 精準命中!國寫全面解析 臺南一中國文科教學研究會 木馬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黃春木等著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 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黃春木等著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 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黃春木等著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 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黃春木等著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 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黃春木等著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黃春木著 商周

社會科學類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黃春木著 商周

社會科學類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黃春木著 商周

社會科學類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黃春木著 商周

社會科學類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黃春木著 商周

社會科學類 生物學學理解碼:從研究史、生態、生理到分子生物,完整剖析39個高中生物學疑難案例 蔡任圃 紅樹林文化

社會科學類 科學通識20講 通識在線雜誌社 開學文化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五南

社會科學類 從讀到寫，林怡辰的閱讀教育：用閱讀、寫作， 讓無動力孩子愛上學習 林怡辰著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 從讀到寫，林怡辰的閱讀教育：用閱讀、寫作， 讓無動力孩子愛上學習 林怡辰著 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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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從讀到寫，林怡辰的閱讀教育：用閱讀、寫作， 讓無動力孩子愛上學習 林怡辰著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 媽媽的悔過書：我是最成功的老師，卻是最失敗的母親，一位校長媽媽沉痛的真實自白  李柳南 采實文化

社會科學類 孩子，我聽你說：為什麼孩子寧願問陌生人問題？呂律師深談那些青少年不願說的真心話 呂秋遠 三采

社會科學類 鱷魚偵探【兒童情緒引導】故事大百科（隨書附贈10大情緒引導DIY轉盤）  蘇珊娜・伊瑟恩 小樹文化

社會科學類 做對教養不需勇氣 :「展賦」父母學——阿德勒理論再進化 楊文貴 洪葉文化

社會科學類 對話的力量：以一致性的溝通，化解內在冰山 李崇建,甘耀明 寶瓶文化

社會科學類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以好奇的姿態，理解你的內在冰山，探索自己，連結他人（書+有聲CD兩片） 李崇建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以好奇的姿態，理解你的內在冰山，探索自己，連結他人（書+有聲CD兩片） 李崇建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 走進小孩的內心世界:日本心理學大師河合隼雄解讀孩子的心靈密碼 河合隼雄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 當冬日來臨，我聽見花開的聲音  福智文化編輯室 福智文化

社會科學類 越跑越勇敢：聖母峰馬拉松全紀錄 陸承蔚 大田

社會科學類 跟著球評看世足:骨灰粉都不一定知道的足球史 駱明 著 崧博出版(崧燁)

社會科學類 翻轉小孩專注力與學習力！亞斯伯格症及ADHD小孩如何教養，聽日本名醫怎麼說  司馬理英子 平凡文化

社會科學類 圖解 適齡教養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  司馬理英子 新手父母  

社會科學類 猶太人和你想的不一樣 丘引 時報文化

社會科學類 古典洋裝全圖解:鯨骨、臀墊、寶塔袖,深度解密的絕美華服史 莉蒂亞‧愛德華 聯經

社會科學類 居酒屋的誕生:日本江戶時代的酒食文化 飯野亮一 台灣商務

社會科學類 餐桌上的中國史：歷史有溫度，每天冷熱生猛的現身在我們吃的料理 張競 大是文化

社會科學類 料理臺灣:從現代性到在地化,澎湃百年的一桌好菜 蕭秀琴 蔚藍文化

社會科學類 百年台灣古早味-尋訪真實老味道（增訂新版） 黃婉玲著╱林偉民攝影 健行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一碗肉臊飯:台灣小吃裡的肉臊學問與時代記憶 黃婉玲 出色文化

社會科學類 帝國的滋味：從探索海洋到殖民擴張，英國如何以全球食物網絡建構現代世界  莉琪．科林漢 麥田

社會科學類 圖解台灣民俗【新版】 李文環、林怡君◎作者三娃、余正隆◎繪者 好讀

社會科學類 人文社會大數據研究 梁定澎-主編 前程文化

社會科學類 金庸群俠生活誌 吳鉤 香港中和出版

社會科學類 水行俠(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華納兄弟

社會科學類 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 馬林諾夫斯基 大塊文化

社會科學類 品味這件事：為什麼你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從舌上五味、心理學與文化分析檢視品味的組成，探究我們對事物的好惡 班傑明．艾雷特 臉譜文化

社會科學類 人工智慧在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與挑戰 陳昇瑋,溫怡玲著 天下雜誌出版

社會科學類 人工智慧在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與挑戰 陳昇瑋,溫怡玲著 天下雜誌出版

社會科學類 人工智慧在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與挑戰 陳昇瑋,溫怡玲著 天下雜誌出版

社會科學類 被壟斷的心智 法蘭克林‧富爾  吳緯疆譯 天下遠見

社會科學類 我們是誰？大數據下的人類行為觀察  克里斯汀．魯德 馬可孛羅

社會科學類 人工智慧來了 李開復, 王詠剛 天下文化

社會科學類 偏見地圖.1,繪製成見 楊科.茨維可夫(Yanko Tsvetkov)作 行路出版

社會科學類 偏見地圖.2,航向海平線 楊科.茨維可夫(Yanko Tsvetkov)作 行路出版

社會科學類 7個習慣教出優秀的孩子(教育現場篇,2019新版):自我領導力教育的奇蹟 史蒂芬．柯維、西恩．柯維、妙麗．桑莫絲、大衛．海契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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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 何清漣 八旗文化

社會科學類 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 白曉紅 南方家園

社會科學類 人文學科的逆襲：「無路用」學門畢業生的職場出頭術 喬治．安德斯 時報文化

社會科學類 青年寫給青年的東協工作筆記：歷史、產業、生活、民情觀察 何則文、黃一展、林南宏、李宗憲、藍盈彬、黃薇帆、寮國小商人、程翰亭、黃子碩、蔡宇傑、番仔火、黃嘉偉、亞細安研究會 寫樂文化

社會科學類 青年寫給青年的東協工作筆記：歷史、產業、生活、民情觀察 何則文, 黃一展, 林南宏, 李宗憲 等 寫樂文化

社會科學類 她的幸福壽司夢（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采昌國際多媒體

社會科學類 學著，好好分：台大超人氣課程精華第二堂，六階段陪你走過分手的痛，癒合失去的傷 孫中興 三采

社會科學類 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 Mary Beard著 聯經

社會科學類 家長老師快抓狂，熱血教官才能搞定的青春教養練習 黃正智著 柿子文化

社會科學類 家長老師快抓狂，熱血教官才能搞定的青春教養練習 黃正智著 柿子文化

社會科學類 家長老師快抓狂，熱血教官才能搞定的青春教養練習 黃正智著 柿子文化

社會科學類 長壽地獄 松原惇子 商周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下流老人：即使月薪5萬，我們仍將又老又窮又孤獨 藤田孝典 如果

社會科學類 城市的36種表情 楊子葆 馬可孛羅 

社會科學類 臺灣的後眷村時代:離散經驗與社會想像的重構 李佩霖 翰蘆圖書

社會科學類 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 艾莉莎．奎特 八旗文化

社會科學類 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 艾莉莎．奎特 八旗文化

社會科學類 做工的人 林立青 寶瓶文化

社會科學類 生而被標籤:美國種族歧視思想的歷史溯源 伊布拉．肯迪 馬可孛羅

社會科學類 最貧困女子：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 鈴木大介 光現出版 

社會科學類 被誤解的犯罪學：從全球數據庫看犯罪心理及行為的十一個常見偏誤 湯姆．蓋許 臉譜文化

社會科學類 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 娜拉．塞美 臉譜文化

社會科學類 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伊藤詩織 高寶國際

社會科學類 法醫．屍體．解剖室3：重返犯罪現場—專業醫生解析157道懸疑、逼真的謀殺手法相關的醫學及鑑識問題 道格拉斯‧萊爾  麥田

社會科學類 弗雷德里希‧海耶克 張楚勇 聯經

社會科學類 15至18世紀的 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 日常生活的結構（二版） 費爾南．布勞岱爾 廣場

社會科學類 無國界勞工 DVD（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天馬行空

社會科學類 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 姜雯 寶瓶文化

社會科學類 阿里山森林鐵路與台灣林業鐵路傳奇 蘇昭旭 人人

社會科學類 趣 .港口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財信

社會科學類 才不稀罕當空姐:這才是飛機上的真實人生 莎拉 高寶國際

社會科學類 台灣的中國兩難：台灣認同下的兩岸經貿困境 林夏如 商周文化

社會科學類 比特幣標準|中央銀行的去中心化替代方案 Saifedean Ammous 碁峰資訊

社會科學類 零基礎的佛系理財術:只要一招,安心穩穩賺 施昇輝 天下遠見

社會科學類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實戰書 安納金 商業周刊   

社會科學類 會計師低價存股術 用一張表存到1300萬 丁彥鈞 Smart智富文化

社會科學類 麥可‧歐克秀 曾國祥 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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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以撒‧柏林 葉浩 聯經

社會科學類 漢娜‧鄂蘭 李建漳 聯經

社會科學類 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1：政府是人民的主人還是僕人？ 探討政治的哲學之路 侯貝 等人 大家出版社

社會科學類 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 陳天璽 八旗文化

社會科學類 中國風險:黑天鵝與灰犀牛 何頻 明鏡(香港)

社會科學類 從威權邁向開放民主:臺灣民主化關鍵歷程(1988-1993) 宋楚瑜口述歷史, 方鵬程採訪整理 商周文化

社會科學類 選舉，不是你想的那樣！人渣文本的48堂公民實戰課 周偉航(人渣文本) 臺灣商務

社會科學類 吊燈裡的巨蟒 吳介民 左岸文化

社會科學類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 克萊夫．漢密爾頓 左岸文化

社會科學類 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 許倬雲 聯經

社會科學類 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 孔復禮 台灣商務

社會科學類 漂流途中 唐嘉慧 天下文化

社會科學類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張道宜等著 易博士文化出版

社會科學類 圖解東協潛商機:解析政經貿發展階段,發掘可期潛力領域,決勝創新利基 瑞穗(MIZUHO)綜合研究所著 易博士文化,城邦文化出版

社會科學類 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 李雪莉，簡永達 衛城出版

社會科學類 中華民國斷交史 法律白話文運動 聯合文學

社會科學類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1─「一個人值多少錢，誰是現代奴隸？」：捍衛權利的基本知識 克莉絲汀．舒茲—萊斯 麥田

社會科學類 正義辯護人（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台聖

社會科學類 熔爐（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海樂

社會科學類 如何面對合約-解約有理告別無罪 黃秀蘭 印刻

社會科學類 死刑肯定論 森炎 光現出版 

社會科學類 停屍間的死亡人生:40年法醫生涯、9000份驗屍報告和9件被鑑識科學翻轉的謀殺、冤罪與歷史懸案 文森‧迪馬歐, 朗恩‧法蘭賽爾 臉譜文化

社會科學類 驗屍官傳奇：讓屍體說話，四十年與殘酷凶手的智力對決 約翰．貝特森 方言文化

社會科學類 軍事科技幻想工程-五角大廈不公開的DARPA,從越戰、冷戰到太空計畫、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 莎朗‧魏因貝格 商周文化

社會科學類 敦克爾克大行動(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華納兄弟影業

社會科學類 歷史，就是戰：黑貓老師帶你趣解人性、權謀與局勢 黑貓老師 圓神 

社會科學類 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 塩澤亮 遠足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27本
國內史地傳記類 當代歷史學新趨勢 蔣竹山…等17位 聯經

國內史地傳記類 人類何以陷入戰爭:李德哈特的歷史哲學 李德哈特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二版) 賽門．加菲爾 馬可孛羅

國內史地傳記類 文明的遊牧史觀: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 楊海音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6 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中華書局

國內史地傳記類 表解中國史:歷史課這樣上,看過一遍全記住 劉翠清 大是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1)：夏商周【萌貓漫畫學歷史】 肥志  野人

國內史地傳記類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2)：春秋戰國篇【萌貓漫畫學歷史】  肥志 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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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史地傳記類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3 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中華書局

國內史地傳記類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4 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中華書局

國內史地傳記類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5 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中華書局

國內史地傳記類 非普通三國：寫給年輕人看的三國史 普通人 方寸文創

國內史地傳記類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7 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中華書局

國內史地傳記類 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後蒙古時代與世界史的重新構圖 杉山正明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8 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中華書局

國內史地傳記類 認同的代價與力量: 戒嚴時期台獨四大案件探微 陳儀深著 中研院

國內史地傳記類 一九二七:共和崩潰 余杰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1927:民國之死(新版) 余杰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滿洲國:從高句麗、遼金、清帝國到20世紀,一部歷史和民族發明 劉仲敬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林慕蓮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 伊朗元素  陳三平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 珍．莫里斯 八旗文化

國內史地傳記類 香港 趙思語 墨刻

國內史地傳記類 香港澳門攻略完全制霸2019 黃浩雲 墨刻

國內史地傳記類 搭地鐵玩遍香港 三木 太雅

國內史地傳記類 澳門小旅行：世界遺產X旅店潮玩X離島漫遊X中葡小吃X巷弄私旅再發現 克里斯‧李 創意市集

國內史地傳記類 開始在澳門自助旅行 凱恩(Kahn) 太雅

國外史地傳記類103本
國外史地傳記類 從空間解讀的世界史：馬、航海、資本、電子資訊的空間革命  宮崎正勝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歷史的溫度：尋找歷史背面的故事、熱血和真性情  張瑋 河景書房 

國外史地傳記類 間諜、虐待狂與巫士：學校不教的歷史 賽爾伍德 時報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大象先生：勇闖緬甸叢林 薇琪．柯羅珂  左岸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五位思想巨人，用自由、平等、演化、民主改變人類世界 史考特‧蒙哥馬利, 丹尼爾‧希羅 聯經

國外史地傳記類 貓狗說的人類文明史:故事團隊,請喵喵汪汪說故事給你聽! 胡川安-編著;貓小姐-繪 悅知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文明史綱 費爾南．布勞岱爾 廣場

國外史地傳記類 我跑來跑去,從旅行中尋覓心靈 林保寶文.攝影 天下生活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帶著媽媽去旅行 林保寶文.攝影 天下生活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全球50大最美城堡 雅絲米娜．特里夫尼 大石國際

國外史地傳記類 愛是最美最遠的旅行：在33個夢想的地方打卡 沈中元, 張雪芳 書泉

國外史地傳記類 流浪日記：世界，是我的信仰 浩子 商周

國外史地傳記類 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 終極省錢世界之旅：全球免費旅行清單 孤獨星球 Lonely Planet 晨星

國外史地傳記類 外邦圖──帝國日本的亞細亞地圖 林詠純 光現

國外史地傳記類 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一部：天皇的歷史之謎 胡煒權 時報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二部：天皇的生活與一生 胡煒權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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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史地傳記類 物語日本史.上,神話時代以及延喜.天曆盛世 平泉澄作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物語日本史.中,自源平合戰至室町幕府終結 平泉澄作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物語日本史.下,從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到大東亞戰爭 平泉澄作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參勤交代:江戶幕府的統治關鍵 安藤 優一郎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明治天皇:睦仁和他的時代,1852-1912.上 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著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明治天皇:睦仁和他的時代,1852-1912.下 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著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 岡本隆司 麥田

國外史地傳記類 斜槓達人Choyce的關東自由行全攻略：東京發！橫濱、群馬、茨城、埼玉一次玩透透！ Choyce 皇冠

國外史地傳記類 東京地理地名事典:探索地圖上不為人知的東京歷史 淺井建爾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再見了!東京昭和百景:庶民橫丁、黑市酒場、歌舞廳,編輯大叔的懷舊東京10區散策 Fleet橫田 山岳文化-日月

國外史地傳記類 東京街角遇見貓:走訪喵味十足的19條散步路線×25間特色店家 一志敦子（Atsuko Isshi） 台灣東販

國外史地傳記類 岐阜 飛驒高山‧白川鄕：MM哈日情報誌系列23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 人人

國外史地傳記類 山陰 鳥取‧松江‧萩：MM哈日情報誌系列22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 人人

國外史地傳記類 和日本文豪一起逛大阪:浪花之城、天下廚房、日本金庫，也是不羈的情欲之都…… 織田作之助、古川綠波、武田麟太郎、長岡半太郎、内藤湖南、吉行榮助、芥川龍之介 四塊玉文創

國外史地傳記類 大阪打卡通 艷遊日本2 昭文社 編集 楓書坊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幕末長州:明治維新胎動之地,從毛利、維新志士到近代日本首相輩出的山口縣歷史探索 鄭祖威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沖繩不一樣：那些旅行沒教你的沖繩事 朱宥任 奇異果文創

國外史地傳記類 沖繩相遇：海色島嶼的美好人事 賴信志、呂美玉（小玉 帕斯頓數位

國外史地傳記類 上一堂最好玩的韓國學：政大超人氣教授帶你從韓劇看韓國社會、政治、外交與兩韓關係 蔡增家 先覺

國外史地傳記類 搭地鐵玩遍首爾(新第五版) 索尼客 太雅

國外史地傳記類 台灣理論關鍵詞 史書美…等34位 聯經

國外史地傳記類 臺灣 沒說你不知道：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你可以拿來說嘴的七十則冷知識 每日一冷 尖端

國外史地傳記類 臺灣 沒說你不知道：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你可以拿來說嘴的七十則冷知識 每日一冷 尖端

國外史地傳記類 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1910-1945) 宮崎聖子著 ; 郭婷玉譯 台大

國外史地傳記類 聆聽時代的變奏:跨越兩個時代的臺灣人 大谷渡 遠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彩繪李火增 : 找回昭和臺灣的色彩 寫真報道 王佐榮-編 蒼璧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幌馬車之歌(第三版) 藍博洲 時報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轉角就郵愛:從特色郵局出發 找回書信傳情的美好年代 江瑞庭、李盈螢、翁瑞祐、黃沛云、陳亞辰、旒峰、愚沐、謝欣珈 天下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我必須獨自赴約：第一線聖戰報導紀實 蘇雅德．梅科涅特 台灣商務

國外史地傳記類 老玩童漫遊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巴林、約旦、黎巴嫩 鄧予立 白象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給我來一點阿拉伯 哈寧、約瑟夫 好讀

國外史地傳記類 印度人為什麼天天吃咖哩？：超ㄎㄧㄤ、超莫名但又超有道理的印度文化 拓徹 大紀元時報

國外史地傳記類 恆河生與死:從恆河的今昔探索印度的未來 麥恆文 自由之丘

國外史地傳記類 你所不知道的泰國：從歷史、社會、風俗與信仰透視泰國文化的美麗與哀愁 朴景恩、煥昇 麥浩斯

國外史地傳記類 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 喬．布林克里，傑．馬瑟(攝影) 聯經

國外史地傳記類 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 廖文輝著 聯經

國外史地傳記類 希臘人的故事(I)民主政體之萌芽 塩野七生 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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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史地傳記類 光與黑暗的一千年:中世紀思潮、大航海與現代歐洲的誕生 威廉・曼徹斯特 木馬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大轉向:文藝復興的開展與世界走向現代的關鍵時刻 葛林布萊 貓頭鷹

國外史地傳記類 開始在歐洲自助旅行（新第四版）  蘇瑞銘, 鄭明佳 太雅

國外史地傳記類 伊莉莎白女王:一位現代君主的傳記 莎莉．貝德爾．史密斯 廣場

國外史地傳記類 到倫敦打工度蜜月 黃柳青Cilia 華成

國外史地傳記類 開始在英國自助旅行(新第六版) 李芸德◎作者英國人蔘、廖子晴◎修訂 太雅

國外史地傳記類 這才是法國 彭怡平 商周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再見，山居歲月：我在普羅旺斯美好的25年 彼得．梅爾 皇冠

國外史地傳記類 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 左岸文化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 左岸文化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破解希特勒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 左岸文化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匈牙利旅圖攻略 粟子 釀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義大利.海洋城市的精神-中世紀城市如何展開空間美學和歷史 陣內秀信 八旗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阿姆斯特丹(最新版) 蘇瑞銘 Ricky 太雅

國外史地傳記類 芬蘭人的惡夢：你今天社交恐懼症發作了嗎？ 卡洛莉娜‧柯爾霍寧 台灣商務

國外史地傳記類 芬蘭人的惡夢#2：惡夢延燒！尷尬癌上身了啦！ 卡洛莉娜．柯爾霍寧 台灣商務

國外史地傳記類 莫斯科•金環•聖彼得堡(新第四版) 王姿懿 太雅

國外史地傳記類 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蒙特內哥羅 李曉萍‧墨刻編輯部 墨刻

國外史地傳記類 革命之夏:美國獨立的誕生 約瑟夫‧艾里斯 廣場

國外史地傳記類 暗渡文明：大搶救還是大疑案？改寫非洲歷史的廷巴克圖伊斯蘭手抄本事件 查理‧英格利許 聯經

國外史地傳記類 開始在紐西蘭自助旅行(最新版) 舞菇、老包、Jeff Chen 太雅

國外史地傳記類 一個女人，在北極 克麗絲汀安．里特 電腦人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乞丐囝仔 賴東進 平安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毛澤東 譚若思（Ross Terrill） 五南

國外史地傳記類 三樓書記室的暗號:最貼近平壤權力中心,前北韓駐英公使太永浩的證詞 太永浩 商周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為臺灣老兵說一句話 周賢君 致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女人屐痕I：台灣女性文化地標 范情 女書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女人屐痕3:台灣女性文化地標】百年女史在台灣 鄭美里、王昭文、劉湘吟、吳玲宜、陳明秀、簡扶育、阮愛惠、賴淑娟、伍維婷、李淑君 新自然主義

國外史地傳記類 女人屐痕II：台灣女性文化地標 鄭至慧 草根

國外史地傳記類 八年執政回憶錄（馬英九口述） 蕭旭岑 天下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之間:誠品創辦人吳清友的生命之旅 吳錦勳 天下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 有兩個故鄉的人 周賢君 致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湯德章：不該被遺忘的正義與勇氣 門田隆將 玉山社 

國外史地傳記類 法老王的祕密-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的探索之旅 艾京斯夫婦 貓頭鷹

國外史地傳記類 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 費德雷.帕雅克（Frederic Pajak） 聯經

國外史地傳記類 班雅明與他的時代2:孤寂 費德雷.帕雅克（Frederic Pajak） 聯經

國外史地傳記類 班雅明與他的時代3:逃亡 費德雷.帕雅克（Frederic Pajak） 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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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史地傳記類 安妮日記【漫畫版】 安妮‧法蘭克 愛米粒

國外史地傳記類 安妮日記【漫畫版】 安妮‧法蘭克 愛米粒

國外史地傳記類 十月的天空(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環球影業

國外史地傳記類 Becoming Obama, Michelle Crown Pub

國外史地傳記類 愛因斯坦的宇宙：想跟光賽跑、從椅子摔落……世紀天才這樣想出相對論及量子力學  加來道雄 時報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 發明癌症試紙的男孩：看一位少年科學家如何以創新思維改變世界 傑克．安卓卡，馬修．莉西亞克 方智

國外史地傳記類 成為這樣的我：蜜雪兒‧歐巴馬 蜜雪兒‧歐巴馬 商業周刊

國外史地傳記類 壽山石考 熊寥 藝術圖書

國外史地傳記類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2 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中華書局

國外史地傳記類 博物館裏的中國 3:薈萃文化的精華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華書局(香港)

國外史地傳記類 博物館裏的中國 4:領會發明的奧妙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華書局(香港)

國外史地傳記類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1 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中華書局

國外史地傳記類 街屋視野：看見迪化街的時光軌跡，走進百年建築演進史 李東明 帕斯頓數位

語文類255本
語文類 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理論與方法 洪惟仁作 前衛出版

語文類 臺灣語言地圖集 洪惟仁作 前衛出版

語文類 于丹:趣品漢字 于丹 高寶國際

語文類 現代應用文: 社會生活必學技法, 讓你一學就上手 (第2版) 信世昌/ 主編; 信世昌/ 舒兆民/ 陳懷萱/ 林金錫/ 林巧婷 五南

語文類 漫畫直播學習!日本人天天必說24小時生活日語(附中日對照情境MP3) 近藤彩子/松田義人/野本千尋 笛藤出版

語文類 隨身一冊!秒懂日文菜單:手指、拼音都可通,不靠日語吃遍日本 黃美珍 商周文化

語文類 培養孩子的英文耳朵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己 

語文類 這不是英語：從語言看英美文化差異的第一手觀察誌 艾琳‧莫爾 臉譜

語文類 與國際接軌必備的中英展場口譯（附MP3） 莊琬君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語文類 英語每日一滴：IG最夯，學校不教，聊天、搭訕、吐槽都有戲 阿滴（Ray Du） 如何

語文類 IELTS雅思考試官方指南【書+1片朗讀MP3】 英國文化協會 希伯崙

語文類 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單字＋文法 James Brown, Hanna Hu 我識

語文類 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閱讀高分祕笈 James Brown, Hanna Hu 我識

語文類 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寫作解題祕笈 James Brown, Hanna Hu 我識

語文類 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聽力解題祕笈 James Brown, Hanna Hu 我識

語文類 IELTS雅思考試官方指南【書+1片朗讀MP3】 英國文化協會 希伯崙

語文類 新制多益 NEW TOEIC 單字大全：2018起多益更新單字資訊完全掌握！(附13小時8種版本MP3)  David Cho 國際學村

語文類 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 黃宗潔 新學林

語文類 哈佛寫作課：51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教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 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 商業周刊 

語文類 哈佛寫作課：51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教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 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 商業周刊 

語文類 給少年社會科學家：小論文寫作及操作指南 鄭中平,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語文類 給少年社會科學家：小論文寫作及操作指南 鄭中平,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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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給少年社會科學家：小論文寫作及操作指南 鄭中平,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語文類 給少年社會科學家：小論文寫作及操作指南 鄭中平,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語文類 給少年社會科學家：小論文寫作及操作指南 鄭中平,顏志龍著 五南圖書

語文類 小論文寫作秘訣(三版) 林顯茂編著 大展

語文類 小論文寫作秘訣(三版) 林顯茂編著 大展

語文類 小論文寫作秘訣(三版) 林顯茂編著 大展

語文類 小論文寫作秘訣(三版) 林顯茂編著 大展

語文類 如何寫好小論文:從甄試到大學作業的致勝關鍵 彼得.瑞德曼(Peter Redman),溫蒂.梅普爾斯(Wendy Maples)著 木馬文化出版

語文類 如何寫好小論文:從甄試到大學作業的致勝關鍵 彼得.瑞德曼(Peter Redman),溫蒂.梅普爾斯(Wendy Maples)著 木馬文化出版

語文類 如何寫好小論文:從甄試到大學作業的致勝關鍵 彼得.瑞德曼(Peter Redman),溫蒂.梅普爾斯(Wendy Maples)著 木馬文化出版

語文類 如何寫好小論文:從甄試到大學作業的致勝關鍵 彼得.瑞德曼(Peter Redman),溫蒂.梅普爾斯(Wendy Maples)著 木馬文化出版

語文類 如何寫好小論文:從甄試到大學作業的致勝關鍵 彼得.瑞德曼(Peter Redman),溫蒂.梅普爾斯(Wendy Maples)著 木馬文化出版

語文類 你的耳朵裡是魚嗎?為什麼翻譯能溝通不同文化,卻也造成誤解?從口譯筆譯到自動翻譯,「翻譯」在人類的歷史如何 大衛‧貝洛斯 麥田

語文類 10堂課練就TED Talks演講力(附mp3、解析夾冊) 溫宥基 三民書局

語文類 TED TALKS 說話的力量：你可以用言語來改變自己，也改變世界 TED唯一官方版演講指南 克里斯．安德森 大塊文化

語文類 科幻小說不是亂掰的：白日夢世界中的真實科學 大衛‧西格‧伯恩斯坦 時報文化

語文類 故事藥方：不想洗澡、愛滑手機、失戀了怎麼辦……給孩子與青少年的閱讀指南 艾拉‧柏素德, 蘇珊‧艾爾德金 小麥田 

語文類 繪本教學理論與實務: 原來繪本的美在這裡 張嘉真 五南

語文類 晨讀10分鐘：幽默散文集  余光中、舒國治、黃春明、詹宏志...等 親子天下

語文類 國文超驚典：古來聖賢不寂寞，還有神文留下來 祁立峰 聯經

語文類 唐朝有嘻哈：唐詩Hip-Hop新解。從海選到決賽，直播大唐國民詩人freestyle說唱現場 ＆ 燃炸battle戰  古人很潮 野人

語文類 說文學之美：品味唐詩（附《坐看雲起：蔣勳的唐詩朗讀》CD） 蔣勳 有鹿文化

語文類 說文學之美：感覺宋詞（附《大江東去：蔣勳的宋詞朗讀》CD） 蔣勳 有鹿文化

語文類 晨讀10分鐘：放眼天下勵志文選 殷允芃/選編，張忠謀、龍應台、殷允芃、郝明義等   親子天下

語文類 國文開外掛：自從看了這本課本以後…… 楊翠, 朱宥勳, 人渣文本（周偉航）, 蔡宜文, 陳茻, 活水來冊房（黃震南）, 朱家安, 鄭清鴻, 厭世哲學家, 瀟湘神, 林蔚昀, 簡莉穎, 史英, 盛浩偉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語文類 魔女的謊言 奈樂樂 少年兒童-蘭台

語文類 跳下去的一秒 奈樂樂 少年兒童-蘭台

語文類 孤獨國 周夢蝶著 文訊雜誌社

語文類 靈河 洛夫著 文訊雜誌社

語文類 舟子的悲歌 余光中作 文訊雜誌社

語文類 風景 楊喚作 文訊雜誌社

語文類 你不在那兒（顯靈版） 孫梓評 麥田

語文類 空服員邦妮 從杜拜出發的飛行日記：揭開機艙中的人生百態和你所不知道的空姐二三事 邦妮（Bonnie） 時報文化

語文類 上不了的諾亞方舟 騷夏 時報文化

語文類 孤獨課 亞然 時報文化

語文類 在場證明 4Samantha 皇冠

語文類 只是微小的快樂:便足以支撐這龐大荒涼的人生 張曼娟 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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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陪我散步吧 簡媜 簡媜

語文類 鯨鯊拉槓去! 鯨鯊 白象文化

語文類 日子瘋長 龔曙光 印刻

語文類 九歌107年散文選 九歌文庫 九歌

語文類 青春不如煙:親愛精誠的時空膠囊1984 黃正智作 達觀出版

語文類 青春不如煙:親愛精誠的時空膠囊1984 黃正智作 達觀出版

語文類 青春不如煙:親愛精誠的時空膠囊1984 黃正智作 達觀出版

語文類 人生雖已看破，仍要突破 吳淡如 有方文化

語文類 花舞山嵐農莊:阿蓮娜的心靈花園 陳似蓮 博客思

語文類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朱國珍 印刻

語文類 有時跳舞 New York 何曼莊 九歌

語文類 當我提筆寫下你：你就來到我面前 張曼娟 麥田

語文類 聽說時光記得你 溫如生 悅知文化

語文類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 不朽 悅知文化

語文類 為愛奔波 陳文茜 時報出版

語文類 給逆境中的你 陳文茜 印刻

語文類 花都開好了 王盛弘 馬可孛羅

語文類 崩壞國文：長安水邊多魯蛇？唐代文學與它們的作者 謝金魚 圓神

語文類 女子漢 楊隸亞 九歌

語文類 夜半吹燈,讀聊齋:給現代人的白話聊齋故事 蔡造（王民） 如果出版

語文類 史記裡的那些怪咖:春秋戰國篇 趙家三郎 普天

語文類 一日一紅樓,悠悠芳草情 紅樓夢精雅生活設計中心著 聯經

語文類 九歌107年小說選 阮慶岳 九歌

語文類 華文小說百年選．臺灣卷（1） 陳大為、鍾怡雯主編 九歌

語文類 華文小說百年選．臺灣卷（2） 陳大為、鍾怡雯主編 九歌

語文類 雲空行(貳) 張草 皇冠

語文類 雲空行（壹） 張草 皇冠

語文類 喜歡:出版20週年紀念全新增訂版!特別收錄從未公開發表過的短篇小說〈翅膀的痕跡〉! 張曼娟 皇冠

語文類 彷彿:10萬書迷最戀戀不捨的經典之作全新增訂版!特別收錄從未結集的短篇小說〈立春之前,最冷的一天〉! 張曼娟 皇冠

語文類 雲空行（叄） 張草 皇冠

語文類 問米  葛亮 新經典文化

語文類 招搖.卷一 九鷺非香作 高寶國際出版

語文類 招搖.卷二 九鷺非香作 高寶國際出版

語文類 招搖.卷三 九鷺非香作 高寶國際出版

語文類 招搖.卷四 九鷺非香作 高寶國際出版

語文類 我是留德華：海獅的德國奇幻旅程  神奇海獅（李博研） 聯經

語文類 活字天書 潘志遠 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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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尋仙司南 潘志遠 遠景

語文類 你有念大學嗎?原創小說 三立電視/監製　何沫洋、張志威/著 台灣角川

語文類 匣心記(1) 伍倩 圓神

語文類 匣心記(2) 伍倩 圓神

語文類 匣心記(3) 伍倩 圓神

語文類 匣心記(4) 伍倩 圓神

語文類 盜墓筆記之沙海03：鬼河死海 南派三叔 普天

語文類 盜墓筆記之沙海04：沙蟒蛇巢 南派三叔 普天

語文類 承諾：案簿錄05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惡鄰：案簿錄02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掙扎：案簿錄03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拼圖：案簿錄04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渡客：案簿錄06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寶箱：案簿錄07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高塔：案簿錄08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命途：案簿錄09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夢之眼 朱和之 印刻

語文類 戲金戲土 楊麗玲 九歌

語文類 天醒之路07：驚天一劍 蝴蝶藍 知翎文化

語文類 天醒之路08：七星會試 蝴蝶藍 知翎文化

語文類 天醒之路09：一聲征 蝴蝶藍 知翎文化

語文類 天醒之路10：大舉入侵 蝴蝶藍 知翎文化

語文類 盜墓筆記第二季之3：邛籠石影I 南派三叔 普天

語文類 盜墓筆記第二季之4：邛籠石影II 南派三叔 普天

語文類 盜墓筆記第二季之5：大結局I 南派三叔 普天

語文類 盜墓筆記第二季之6：大結局II 南派三叔 普天

語文類 盜墓筆記第二季之7：大結局III 南派三叔 普天

語文類 盜墓筆記第二季之8：大結局IV 南派三叔 普天

語文類 非關英雄08：終結與開端（下） 御我-著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語文類 非關英雄09：無盡日夜 御我-著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語文類 異動之刻10：我們 護玄 蓋亞文化

語文類 非關英雄07：終結與開端（上） 御我-著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語文類 風聲  麥家  印刻

語文類 暗算  麥家  新經典文化

語文類 夜之賢者07：各方雲動 香草-作;天藍-繪 魔豆文化

語文類 夜之賢者08：命運的走向 香草-作;天藍-繪 魔豆文化

語文類 阿霞 廖震 鏡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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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我愛雪莉小姐 高小敏 大好文化

語文類 我的8號女友 高小敏 大好文化

語文類 阿霞  廖震 鏡文學

語文類 獅子與火龍果 走路痛 字遊

語文類 消逝月河之歌 海德薇 要有光

語文類 完美人類 游善鈞 鏡文學

語文類 神州豪俠傳(一)【精品集】 臥龍生 風雲時代

語文類 神州豪俠傳(二)【精品集】 臥龍生 風雲時代

語文類 神州豪俠傳(三)【精品集】 臥龍生 風雲時代

語文類 神州豪俠傳(四)【精品集】〈大結局〉 臥龍生 風雲時代

語文類 小刺蝟愛生氣 張輝誠文 親子天下發行

語文類 都是我的! 張輝誠文 親子天下發行

語文類 第十一根手指 張輝誠文 親子天下發行

語文類 陪爸爸上班 張輝誠文 親子天下發行

語文類 快一點 慢一點 張輝誠文 親子天下發行

語文類 九歌107年童話選之許願餐廳 謝鴻文 九歌

語文類 九歌107年童話選之神仙快遞 謝鴻文 九歌

語文類 花街.廢園.烏托邦:都市空間中的日本文學 前田愛 台灣商務

語文類 我沒有良心,我只有神經: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奇談選 芥川龍之介 九韵文化-信實

語文類 他們總在某個地方 小川洋子 時報文化

語文類 小書痴的下剋上：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第三部領主的養女I 香月美夜-作;椎名優-繪 皇冠

語文類 小書痴的下剋上：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第三部領主的養女II 香月美夜-作;椎名優-繪 皇冠

語文類 小書痴的下剋上：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第三部領主的養女III 香月美夜-作;椎名優-繪 皇冠

語文類 誰在看著我 宮西真冬 皇冠

語文類 深夜咖啡店 古內一繪 皇冠

語文類 新說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01 支倉凍砂-作;文倉十-繪 台灣角川

語文類 新說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02 支倉凍砂-作;文倉十-繪 台灣角川

語文類 新說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03 支倉凍砂-作;文倉十-繪 台灣角川

語文類 大和撫子向前衝！管它以後會怎樣！ 宮內悠介 台灣角川

語文類 忘憂音樂盒 瀧羽麻子 采實文化

語文類 文豪偵探-那些在亂步之前寫下謎團的偉大作家:夏目漱石、泉鏡花、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偵探小說 夏目漱石, 泉鏡花, 谷崎潤一郎, 芥川龍之介, 佐藤春夫 獨步文化

語文類 名偵探的枷鎖(經典回歸版) 東野圭吾 獨步文化

語文類 閃亮亮共和國【山茶花文具店，幸福續作】 小川糸 圓神

語文類 共犯者 松本清張 新雨

語文類 明暗 夏目漱石 麥田

語文類 美德的徘徊(二版) 三島由紀夫 木馬文化

語文類 瀕死之眼 東野圭吾 高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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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聽說,明天地球會毀滅 佐渡遼歌 要有光

語文類 聽說，明天地球會毀滅  佐渡遼歌  要有光

語文類 模仿犯.上卷,事件之卷 宮部美幸作 臉譜出版

語文類 模仿犯.下卷,解決之卷 宮部美幸作 臉譜出版

語文類 無名毒 宮部美幸 獨步

語文類 神奇柑仔店(1)帶來幸福的錢天堂 廣嶋玲子 親子天下

語文類 神奇柑仔店(2)我不想吃音樂果 廣嶋玲子 親子天下

語文類 深情馬戲團 小破爛們的夜想曲 市川晴子 台灣角川

語文類 生日快樂：生命閃耀的瞬間 青木和雄, 吉富多美 小魯文化

語文類 定義集:諾貝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首部思想隨筆集 大江健三郎 馬可孛羅

語文類 沒關係,是伊坂啊!他的3652日(伊坂幸太郎雜文集) 伊幸太郎 獨步文化

語文類 已經不是一個人 高木直子 大田

語文類 櫻花寓言:孤獨的青春日記(第3號作品復刻) 新井一二三 大田

語文類 小幸福 曾野綾子 天下雜誌

語文類 戀人 鄭浩承 聯經

語文類 杏仁 孫元平 皇冠

語文類 熔爐 孔枝泳著 麥田出版

語文類 熔爐 孔枝泳著 麥田出版

語文類 熔爐 孔枝泳著 麥田出版

語文類 正義辯護人 梁宇皙著 水靈文創出版

語文類 正義辯護人 梁宇皙著 水靈文創出版

語文類 正義辯護人 梁宇皙著 水靈文創出版

語文類 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  金琸桓  時報出版

語文類 82年生的金智英 趙南柱 漫遊者文化

語文類 稍微暫停一下吧 金鎮率(Nina Kim) 大田

語文類 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修訂版) 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等／主編 聯合文學

語文類 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 賴香吟 印刻

語文類 老爸的笑聲  卡洛斯．卜婁杉 逗點文創結社

語文類 福爾摩斯(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華納兄弟

語文類 哈利波特：穿越魔法史【獨家收錄J.K.羅琳手稿與素描×名畫家吉姆．凱精美插圖×大英圖書館魔法文物珍藏】 大英圖書館 皇冠

語文類 山之生:一段終生與山學習的生命旅程 娜恩‧雪柏德 新經典文化

語文類 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  馬丁．巴茲塞特  步步

語文類 白花之愛  大衛‧卡利 大塊文化

語文類 墨利斯的情人 E. M. 佛斯特（E. M. Forster） 聯經

語文類 高爾基公園 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 聯經

語文類 中世紀女子：英格蘭農村人妻的日常 安貝爾 時報文化

語文類 林肯在中陰 喬治‧桑德斯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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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情,敵 瑞迪安．布魯克 遠流

語文類 德古拉:源起 戴科．史托克 & J.D.巴克 皇冠

語文類 巴黎書蹤 黎安・卡拉南 馬可孛羅

語文類 海象小姐與黑鳥先生：記得或遺忘，哪一種才是幸福？ 瓦爾‧艾米奇 悅知文化

語文類 獵殺史卡佩塔 派翠西亞．康薇爾 臉譜文化

語文類 更好的人生 安娜．戈華達 木馬文化

語文類 末日特遣隊 RR．海伍德 高寶國際

語文類 冰龍【冰與火之歌的起點，喬治馬汀最愛的故事】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 寂寞

語文類 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敦(Jack London)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睡谷傳奇 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大地英豪:最後一個摩希根人 詹姆士.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選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大亨小傳 弗朗西斯.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化身博士 羅伯特.路易斯.史帝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愛倫坡短篇小說選 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黛絲.米勒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老鬼當家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吸血鬼德古拉 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燈塔行 維吉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咆哮山莊 艾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e)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簡愛 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道林.格雷的畫像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黑暗之心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艾瑪 珍.奧斯汀(Jane Austen)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自由之心 所羅門.諾薩(Solomon Northup)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孤星血淚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碧廬冤孽 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Jane Austen)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秘密間諜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Jane Austen)原著 寂天文化

語文類 再給我一天  米奇．艾爾邦 大塊文化

語文類 東方快車謀殺案  阿嘉莎‧克莉絲蒂 遠流

語文類 行李箱裡的一萬顆星星  蘿賓．洛 高寶

語文類 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Chbosky   Stephen Pocket Books 

語文類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J.K.羅琳(J.K. Rowling)作 皇冠文化

語文類 穿越歷史的魁地奇 J.K.羅琳(J.K. Rowling)作 皇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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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 J.K.羅琳(J.K. Rowling)作 皇冠文化

語文類 哈利波特（一） J.K.羅琳 皇冠

語文類 哈利波特（二） J.K.羅琳 皇冠

語文類 哈利波特（三） J.K.羅琳 皇冠

語文類 哈利波特（四） J.K.羅琳 皇冠

語文類 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上 J.K.羅琳(J.K. Rowling)著 皇冠文化

語文類 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下 J.K.羅琳(J.K. Rowling)著 皇冠文化

語文類 哈利波特（六） J.K.羅琳 皇冠

語文類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上 羅琳(J. K. Rowling)著 皇冠文化

語文類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下 羅琳(J. K. Rowling)著 皇冠文化

語文類 哈利波特（八） J.K.羅琳 皇冠

美術類69本
美術類 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精選集 商周文化

美術類 大自然的藝術：圖說世界博物學三百年 朱蒂絲．瑪吉 暖暖書屋

美術類 藝術家的一日廚房：學校沒教的藝術史：用家常菜向26位藝壇大師致敬 潘家欣 大寫

美術類 英國BBC的經典節目現代藝術的故事:這個作品,為什麼這麼貴?那款設計,到底好在哪裡?經典作品來臺,我該怎麼欣 威爾．岡波茲（Will Gompertz） 大是文化

美術類 這不是你想的藝術書：原來看懂人，就看懂畫，說不出口的、不可告人的，都藏在畫中？！ 顧爺 原點

美術類 這不是你想的藝術書2：那些謎一樣的藝術家：怪到骨子裡，神秘不可測，他們畫中暗藏的玄機 顧爺 原點

美術類 達文西傳【達文西逝世500周年精裝紀念版】 華特．艾薩克森　 商周文化

美術類 This is達文西 祖斯特．凱澤著／克莉絲汀娜．克里斯托弗洛繪 天培

美術類 BTS 防彈少年團成長記錄 亞德里安．貝斯利Adrian Besley 三悅文化

美術類 吹過島嶼的歌 黃楷君, 鄭景懋,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撰文 允晨文化

美術類 保值田黃與印石 李英豪 藝術圖書

美術類 印石鑑賞與收藏 沈泓，王克平 大展

美術類 世界太Boring，我們需要文藝復興：9位骨灰級的藝術大咖，幫你腦袋內建西洋藝術史 顧爺 原點

美術類 工作細菌(1) 清水 茜 東立

美術類 工作細胞1 清水 茜 東立

美術類 工作細胞2 清水 茜 東立

美術類 工作細胞3 清水 茜 東立

美術類 工作細胞4 清水 茜 東立

美術類 工作細胞5 清水 茜 東立

美術類 歡樂之家:一場家庭悲喜劇 艾莉森.貝克德爾(Alison Bechdel)著 臉譜出版出版

美術類 我和母親之間:一齣漫畫劇 艾莉森.貝克德爾(Alison Bechdel)著 臉譜出版出版

美術類 話畫(Ⅰ)隱藏在70名畫背後祕辛 原來眾神皆有病？顛覆你所認知的希臘眾神 × 星空奧祕、醫學人文探索 李昆興 樂友文化

美術類 水彩創作：觀念.技法與實作解析 謝明錩 雄獅圖書

美術類 意境：簡忠威水彩藝術 簡忠威 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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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類 日本平面設計美學：關鍵人事物、超譯過去與未來的理念與案例 SendPoints編  原點出版

美術類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咖啡館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 麥浩斯資訊

美術類 擬真摺紙2:空中飛翔的生物篇(暢銷版) 福井久男 漢欣文化

美術類 驚奇的變身摺紙 小林一夫 監修 漢欣文化

美術類 停不下來的歡樂摺紙書—和孩子一起享受有趣好玩的摺紙時光 朴恩卿/宋美齡/高二女/趙銀珠 橙實文化

美術類 千利休：無言的前衛 赤瀨川原平 時報文化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舞蹈欣賞 伍曼麗等著 五南圖書

美術類 水面上與水面下：用戲劇轉化人生 張嘉容 張老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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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美術類 白日夢冒險王（DVD公播版） 請以公播版影片價格估價 福斯

美術類 臺灣電影變幻時: 尋找臺灣魂 鄭秉泓作 書林

美術類 城市與電影 芭芭拉．曼聶爾 (Barbara Mennel) 群學

美術類 東京茶時間:59間日本茶鋪品飲地圖 茂木雅世 幸福文化

美術類 旅行的異義：一趟揭開旅遊暗黑真相的環球之旅 伊莉莎白．貝克 八旗文化

美術類 旅遊企業人力資源管理 謝禮珊 主編 崧博出版(崧燁)

美術類 東南西北：一張紙開啟一個知識遊戲！ 布魯姆斯貝瑞編輯部 時報文化

美術類 鋼彈模型製作入門 鋼彈創鬥者 潛網大戰篇 HOBBY JAPAN 青文

合計84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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