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總類 打造閱讀的鷹架：閱讀力就是未來的競爭力  陳嘉英 五南

總類 妙台灣：溫柔聯繫台日的觀察者  一青妙 前衛

總類 用愛翻轉逆境：工人老爸自學向上，將輟學兒子推向頂尖名校 盧太權 大好書屋

總類 改變世界的100本書 史考特•克里斯汀生 PCuSER電腦人文化

總類 一本讀懂50冊經濟學名著 蔭山克秀 商周出版

總類 怪奇事物所：你知道嗎？其實我們都很怪！ 怪奇事物所所長 時報

總類 閱讀力：三招教你破解閱讀密碼，強化競爭力 陳嘉英 五南

總類 打造閱讀的鷹架：閱讀力就是未來的競爭力 陳嘉英 五南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哲學類 練習的力量：努力可以超越天賦，每個人都能站上巔峰(2版) 馬修•施雅德 遠流

哲學類 正念減壓自學全書【MBSR課程│圖解加強版】 胡君梅 野人

哲學類 蔡康永的情商課：為你自己活一次 蔡康永 如何

哲學類 蔡康永的情商課2：因為這是你的人生 蔡康永 如何

哲學類 包包只要三個就夠：定量．定色，遇見真正喜歡的生活  Ofumi 方智

哲學類 豐盛  楊定一 天下生活 

哲學類
游祥禾關係對話：七萬人教會我的事，在情緒的第一現場，從源頭調整，做出正確的選擇，讓生命

獲得正向關注的力量。
 謝長廷, 周東寬 新自然主義

哲學類 像鏡子一樣的朋友  余湘 商周出版

哲學類 逆轉，由不得你不信！ 劉乂鳴  渠成文化

哲學類 給比我年輕的女朋友：很多話只能對女人說 薇薇夫人 遠流

哲學類 內心的太陽一直都在  許峰源 方智

哲學類 被支持的力量：最堅實溫暖的人脈力  許峰源 方智

哲學類 求善：臺大哲學教授的斯多噶生活講堂  苑舉正 究竟

哲學類 奇蹟  楊定一 天下生活

哲學類 黃越綏的解憂攻略：換角度看人生，轉個念心境開  黃越綏 台灣商務

哲學類 擺脫邊緣人生：25則人際攻略，打造有歸屬感與自我價值的人生  胡展誥  寶瓶文化

100哲學類-7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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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優秀的人，都敢對自己下狠手：不設限世代，兢業青年的翻身準則  陳立飛 采實文化

哲學類 臨終進行曲：沈宜璇與癌症共處的人生樂章  沈宜璇 布克文化

哲學類 十八後，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  陳毅 布克文化

哲學類 叛逆有理、獨立無罪：掙脫以愛為名的親情綑綁  陳志恆  圓神

哲學類 永不放棄的百分之一：李歐．相信就會有奇蹟  李歐 大田

哲學類 超渡莊子  人渣文本(周偉航)
奇異果文創事業

有限公司

哲學類 能自處，也能跟別人好好相處：成熟大人該有的33個心理習慣  劉軒 天下文化

哲學類 你與夢想之間，只差一個公式的距離  弘丹 遠流

哲學類 就這麼簡單！30個小練習，讓生命大翻轉：NLP工具箱 安一心 究竟

哲學類 簡單就好，生活可以很德國  門倉多仁亞 商周出版

哲學類
日本人氣NO.1京大校長開講！狂放思考學：狂野發想╳放泥Funny學習，成為未來需要的全球化人

才
 山極壽一 奇光出版

哲學類 導演症候群：丟掉劇本，從此更快樂！  馬大元 天下雜誌

哲學類 勇敢層級：用你喜歡的方式，活出你自己  紫嚴導師 PCuSER電腦人文

哲學類 躍遷：「羅輯思維」最受歡迎的知識大神教你在迷茫時代翻轉人生的5大生存法則！  古典  平安文化

哲學類 小學問：告別知識焦慮時代的聰明思考 馬薇薇, 黃執中 究竟

哲學類 能自處，也能跟別人好好相處：成熟大人該有的33個心理習慣 劉軒 天下文化

哲學類 我決定告訴你：顧及然的生命思維  顧及然 字遊出版

哲學類 人心可鑑：現代科學心理學家的實驗與發現 彭凱平 大寫出版

哲學類 潛能之源：用大腦的力量過你想要的生活  塔拉•史瓦特 啟示 

哲學類 把時間當作朋友：沒有人能管理時間，你真正能管理的只有你自己  李笑來 漫遊者文化

哲學類 通往財富自由之路：教你如何變得更有價值！早晚有一天，可以不再為了生活出售自己的時間  李笑來 漫遊者文化

哲學類 我選擇生活中只做想做的事 小田桐 采實文化

哲學類 生活裡只留下對的人 楊嘉玲 采實文化

哲學類 我想為你推薦一本書 花田菜菜子 仲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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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真實的快樂 馬汀•賽利格曼 遠流

哲學類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萬特特 幸福文化

哲學類 誰說企鵝不可以飛 傑森•寇特基 大田

哲學類 原來，寬鬆一點也無妨 和田秀術 仲間出版

哲學類 動機迷思：成功取決心態而非動機，高成就者的自我驅動法則 傑夫•海登 大牌

哲學類 第二座山：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你要如何為生命找到意義？ 大衛•布魯克斯 天下文化

哲學類 有窮爸爸，你也能變富兒子 李約瑟 金蔡松花 方言文化

哲學類 專注，是一種資產 柚子甜 遠流

哲學類 如果不行，就逃跑吧！ 小池一夫 悅知文化

哲學類 給想整理房間，也想整理人生的你 伊藤勇思 木馬文化

哲學類 是誰出的題目這麼難，到處都是正確答案 邱天 平安文化

哲學類 簡單生活的選物提案 繪里沙 幸福文化

哲學類 別讓世界的單薄，奪去你生命的厚度 熊仁謙 究竟出版

哲學類 這樣開始也不錯，擺脫束縛的一年 葛瑞琴│魯賓 天下文化

哲學類 從負債2000萬到心想事成每一天 小池浩 李茲文化

哲學類 世界並不仁慈，但也不會虧待你 史考特•蓋洛威 天下雜誌

哲學類 什麼才是人生最值得的事 洪蘭 天下文化

哲學類 生活沒有變得更好，只是我們變得從容 達達令 時報

哲學類 每天演好一個情緒穩定的大人 老洋的貓頭鷹 高寶書版

哲學類 我不是挨打就會趴下的人 神老師 遠流

哲學類 病由心生 郝萬山 沐光

哲學類 猶太人的說服藝術 亞尼夫•柴德 大是文化

哲學類 最美好的那個妳，一直都在 克利斯朵•赫斯特 格子外面

哲學類 成為自己的內在英雄 蘇絢慧 三采

哲學類 別人怎麼對你，都是你教的 黃啟團 寶瓶文化

哲學類 我不想說對不起 鄧惠文 三采

哲學類 妳可以狼狽，但一定要優雅起身 米蓮，德克洛 大好書屋

哲學類 我的存在本來就值得青睞 吳珊儒 三采

哲學類 總有一天你會懂：從0到100歲，該學會的人生大事，都在這些生活的小事裡了 海可•法樂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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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做自己喜歡的事吧！ 卓君澤 高寶

哲學類 吃飽，是你活著的目的嗎？ 陳怡君 台灣遊

哲學類 斜槓的50道難題：你最想知道的成為斜槓青年關鍵提問，關鍵思考與實踐方法 安納金, 愛瑞克 新樂園

哲學類 一路玩到掛(The Bucket List)DVD(公播版) 華納家庭娛樂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宗教類 玄奘大師傳(高僧傳全集1)  圓香居士 佛光

宗教類 我們的神話 洋洋兔 幼福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自然科學類端粒效應：諾貝爾獎得主破解老化之祕，傳授真正有效的逆齡養生術 伊莉莎白•布雷克本 天下

自然科學類費曼物理學講義 I：力學、輻射與熱(5)熱與統計力學
理查．費曼、羅伯．

雷頓、馬修．山德士
天下文化

自然科學類費曼物理學講義 I：力學、輻射與熱（6）波
理查．費曼、羅伯．

雷頓、馬修．山德士
天下文化

自然科學類因果革命 朱迪亞・珀爾 行路

自然科學類大腦革命的12步： AI時代，你的對手不是人工智慧，而是你自己的腦  鄭在勝 八旗文化

自然科學類七把刀弄懂微積分（四版）  王富祥, 游雪玲 考用

自然科學類課堂上沒教的科學知識：60則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  張之傑 台灣商務

自然科學類量子霸權 世界大戰開打：量子電腦真的來了  李聯寧 深智數位

自然科學類
操弄【劍橋分析事件大揭祕】：幫川普當選、讓英國脫歐，看大數據、Facebook 如何洩露你的個

資來操弄你的選擇？
 布特妮．凱瑟  野人

自然科學類3小時讀通次元  矢澤潔 世茂

自然科學類圖解超導體  下山淳一 世茂

自然科學類萬物視覺化 收藏大霹靂到小宇宙：人類與物質的科學資訊圖 格雷恩．羅騰 大寫出版

200宗教類-2本

300自然科學類-3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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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演算法的一百道陰影：從Facebook到Google，假新聞與過濾泡泡，完整說明解析、影響、形塑我們

的演算法
 桑普特 貓頭鷹 

自然科學類撞出希格斯粒子：深入史上最大實驗現場 巴特沃斯 貓頭鷹 

自然科學類科學素養：看清問題的本質、分辨真假，學會用科學思考和學習  池內了 經濟新潮社

自然科學類誰捉住了上帝粒子？
 （法）大衛•盧阿

普爾

北京聯合出版公

司

自然科學類超能力地球百科：認識地球上最驚人、最勁爆的地貌和力量  約翰・伍德沃德  大石國際文化

自然科學類國家地理圖解太空(2019最新增訂版)：從內太陽系到外太空，最完整的宇宙導覽圖  詹姆士．特菲爾 大石國際文化

自然科學類這麼做，就對了！：最ㄎㄧㄤ的生活科學指南 蘭德爾•門羅 天下文化

自然科學類
Python程式學習進階：50款創意遊戲掌握必備的Python技巧，零基礎也可以輕鬆上手程式設計基本

語法與原理概念！
 亞德里安•B•泰克 和平國際

自然科學類第二種不可能：天然準晶的非凡探索  保羅．史坦哈特 商周出版

自然科學類受爭議的科學史  盧昌海 五南

自然科學類億萬年尺度的臺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  林書帆, 諶淑婷 衛城出版 

自然科學類科幻電影的預言與真實：人類命運的科學想像、思辯與對話  瑞克．艾德華斯 方言文化

自然科學類臥底身邊的科學秘密：選錯車廂，危險多出好幾倍！ 小谷太郎 方言文化 

自然科學類好聲音的科學：領袖、歌手、演員、律師，為什麼他們的聲音能感動人心？  尚•亞畢伯 本事出版社

自然科學類天有可測風雲：彭啟明的資料經濟與科學創業之路  彭啟明, 李翠卿 天下文化

自然科學類天氣之書：100個氣象的科學趣聞與關鍵歷史  安德魯.瑞夫金 時報出版

自然科學類預見未來的人：氣象預報先驅與天氣實驗  Peter Moore 貓頭鷹

自然科學類天氣製造愛：風與雲如何影響我們的情緒以及地球的謎樣現象  Axel Bojanowski 時報出版

自然科學類呆萌古生物演化劇場 種田小鳶 行路

自然科學類深度學習的商戰必修課 日本深度學習協會 臉譜

自然科學類圖解看不見的鄰居，微生物 左卷健男 十力文化

自然科學類小心，這本書有細菌！ 史帝夫•莫爾德 大石國際文化

自然科學類藻的秘密 茹絲•卡辛吉 臉譜

自然科學類
世界最美的色彩書：從陸地、海洋、動物、車輛、建築等超過兩千組繽紛圖像，帶孩子探索世界的

色彩
湯姆•斯漢普 麥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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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應用科學類圖解家電用品修理DIY 杉嵜晃 世茂出版社

應用科學類家庭水電安裝修護 簡詔群呂文生楊文明 全華圖書出版社

應用科學類Deep Work深度工作力：淺薄時代，個人成功的關鍵能力 卡爾•紐波特 時報出版

應用科學類
日日減醣瘦身料理：肉品海鮮．蔬食沙拉．鍋物料理，吃飽吃滿還瘦18公斤，無痛減醣瘦身家常菜

111道
張晴琳(圈媽) 采實文化

應用科學類一分鐘圖解．不可思議的貓知識（暢銷版）（二版） 石田卓夫 美日文本

應用科學類
精準寫作：寫作力就是思考力！精鍊思考的20堂課，專題報告、簡報資料、企劃、文案都能精準表

達
洪震宇 漫遊者文化

應用科學類明明是基本款，卻很歐夏蕾的穿搭術  山本昭子 方智

應用科學類骨架分析Ｘ基因色彩=史上最強最美穿搭術  二神弓子 時報文化

應用科學類實搭8色Ｘ經典9款：提升品味度、打造俐落感的半熟女子時尚術  日比理子 時報文化

應用科學類一日一角落，每天15分鐘，無痛整理術  沈智恩 采實文化

應用科學類配色，決定妳的時尚度！５７項一生受用的穿搭法則  日比理子 台灣角川

應用科學類減醣快瘦 氣炸鍋料理
 小魚媽, Ricky營養

師 
三采

應用科學類8秒黃金簡報術：分心世界的溝通祕訣
 保羅．海爾曼  追

蹤作者
天下文化

應用科學類
越簡單越健康！看圖學做100分營養料理：顛覆傳統料理習慣，學會針對各種食物「因材施教」的

科學方法，每一口都能獲得100%的營養活力！

小田真規子、東京慈

惠會醫科大學附屬醫

院營養部

積木

應用科學類補對體質，更養生 楊世敏 天下生活

應用科學類優氧新醫學：身體有氧，幫助體內自癒，有效戰勝慢性病  張安之 天下生活 

應用科學類未來最需要的新人才：摩根士丹利、Google培訓師的職場能力開發建議
彼優特．菲利克斯．

吉瓦奇
先覺

應用科學類發明簡史：驚奇不斷的科普大百科  Terry Breverton 好讀 

應用科學類面試郭台銘：面對面，看見鏡頭外最真實的他  高虹安 三采

應用科學類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張子午 衛城出版

400應用科學類-14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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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流體太極－長壽又健康的真髓：身．心．靈．魂調和  李政家 新自然主義

應用科學類罹癌，是我生命中的禮物（二版）：從此勇敢表達情緒，不再當好好小姐  林珮瑜 新自然主義

應用科學類因為身體記得：告別憂鬱症的療癒之路 尤虹文 天下文化

應用科學類10分鐘完成每件工作：讓你優秀的不是努力，而是方法  森川亮 天下文化

應用科學類舌尖上的人生廚房：43道料理、43則故事，以味蕾交織情感記憶，調理人間悲歡！  凌煙 聯經出版公司

應用科學類人生實驗室：職涯難題的邏輯圖解說明書  蕭俊傑 PCuSER電腦人文

應用科學類家事的科學：日本清潔專家教的輕鬆持家術，從生活空間到身體肌膚的打掃、選物法則  一之介
PCuSER電腦人文

化

應用科學類雖然想死，但卻成為醫生的我：徘徊在生死邊界的急診故事 南宮仁 時報出版

應用科學類水果看人吃：你的體質適合吃水果嗎？了解體質，遠離致病的水果地雷  楊淑媚, 蔡昆道 時報出版

應用科學類走路的科學：走路背後不可不知的大腦機制，讓都會人更有創意、更會社交  謝恩・歐馬洛 八旗文化

應用科學類八十不老傳奇 高雲 三聯

應用科學類魚夫人間味：邊吃邊說四十年  魚夫 圓神

應用科學類
腦科學權威的最高休息法：11年腦科學實證，8種簡易實踐法，改變生活小習慣，終結疲勞、提升

腦力，成為高效工作者
李時炯 高寶

應用科學類5秒解痛！按揉鎖骨，消除肩、頸、背痠、止住頭痛  吉田一也  高寶

應用科學類靈感製造機：如何找到創新的點子？  陳建銘 釀出版

應用科學類無拉鍊×輕鬆縫•鬆緊帶設計的褲＆裙＆配件小物  BOUTIQUE-SHA 雅書堂

應用科學類無拉鍊設計的一日縫紉：簡單有型的鬆緊帶褲＆裙（暢銷新裝版） BOUTIQUE-SHA 雅書堂

應用科學類一天一排毒，身體才會好：中醫師的全身天然排毒法，清淨五臟，防生病  張霆  幸福文化

應用科學類10秒筋膜放鬆操：速效改善惱人腰痛、解除疲勞，活化全身讓你白天有活力、夜晚好入眠  瀧澤幸一 幸福文化

應用科學類哩賀，哇喜旺來  楊宇帆 智富

應用科學類一本書看懂晶片產業：給未來科技人的入門指南  謝志峰, 陳大明 早安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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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診療室的人生練習：和解、告別、釋放，找回平衡的自己  楊重源 健行

應用科學類最新圖解馬達入門  日本SERVO株式會社 世茂

應用科學類謝松洲談免疫風濕病：類風濕性關節炎與乾燥症  謝松洲 大塊文化

應用科學類悲傷只能走過不能跳過：告別事、告別式，師娘呂古萍眼中的人生大事  呂古萍 布克文化

應用科學類秒懂肌膚：王綺嫻醫師帶你看對、看懂、看好自己的皮膚 王綺嫻 凱特文化 

應用科學類為什麼我很努力，卻沒被看見？：30堂國際溝通課，打造你的職場能見力  浦孟涵  時報出版

應用科學類零錯誤：全球頂尖企業都採用的科技策略  邱強 天下文化

應用科學類睡覺也需要練習：治療失眠從活化心靈開始，24週讓你一夜好眠  劉貞柏（阿柏醫 四塊玉文創

應用科學類餐桌上的肉蛋魚：美味也是一種科學，究極好魚好肉的達人之道！ 安心巧廚 麥浩斯

應用科學類蒼藍鴿醫師告訴你：90％攸關性命的醫學常識，沒有人教！  吳其穎 原水 

應用科學類跨科會診•終結胃食道逆流  吳文傑, 陳保仁 原水 

應用科學類那些吃東西教我的事：解開25個關於享瘦不可不知的營養謎團  洪泰雄 原水 

應用科學類免疫解碼：免疫科學的最新發現，未來醫療的生死關鍵  Matt Richtel 奇光出版

應用科學類一日三餐 蒸出健康來：四季調養、五臟保健、對症治病，吃出不生病的體質  張曄 幸福文化

應用科學類濕寒虛熱五招搞定：只要一本書就能祛濕、清熱、補虛、排寒  楊力 幸福文化

應用科學類我是催眠師，不是仙姑  管玲
清文華泉事業有

限公司

應用科學類
不老的腦：首創以「腦科學」╳「老化研究」╳「正念」來實證――全世界的菁英們都是這樣讓大

腦回春
 久賀谷亮  悅知文化

應用科學類粉領族的生活手作包  藝風堂編輯部 藝風堂

應用科學類驚人的血管逆齡健康法：日本名醫親證 年輕15歲，三高、中風、失智都是血管老化造成的！  池谷敏郎 繪虹企業

應用科學類
超有感！漢方草本蔬果天然萬用皂：用蔬果、中藥、香草做手工皂，對症各種肌膚問題，30款改善

膚質的嚴選皂方呵護全家人，洗得更健康
范孟竹 繪虹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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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免疫力UP！抗炎食療：中醫博士教你成為海洋體質，阻斷慢性發炎  陳俊如, 林祐禎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絕對省事！一本在手，不用叫師傅，自己學居家修繕  彭春美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大腦療癒法：腦疲勞排壓SPA，腦力升速 唐金梅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
天然、無毒、安心！ 70種手作芳療驅蟲噴霧：史上第一本！美國芳療天后教你用精油解決家的蟲

蟲危機

 史提芬妮•L•杜里

斯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
3分鐘解痛瑜珈：瑜珈解痛+核心肌群+呼吸心法+喝水排毒，印度瑜珈冠軍老師教你有效的解痛自療

法
Sujit Kumar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冥想入門超EASY：10天學會內心平靜，思緒清晰的腦內運動  班傑明•迭可  旗標 

應用科學類家事的科學：日本清潔專家教的輕鬆持家術，從生活空間到身體肌膚的打掃、選物法則  一之介
PCuSER電腦人文

化

應用科學類起酵的一年：吃細菌比消毒更健康？發酵狂熱者的飲食態度養成實驗  德瑞克・戴林格 麥田

應用科學類繪圖解說 麴的秘密：認識麴與發酵食品、健康的關聯 小泉武夫 晨星

應用科學類發酵是種魔法：飽嘗世界奇異美食，揭開納豆、醃鯡魚、臭豆腐的風味之祕  小泉武夫 大好書屋

應用科學類
人生效率手冊：你如何過一天，就如何過一生！全球青年領袖張萌送給年輕人的成長加速器，教你

不走彎路，快速成為「人生勝利組」！
 張萌 平安文化

應用科學類跨科會診•終結胃食道逆流  吳文傑, 陳保仁 原水

應用科學類活化自癒力的脊骨神經醫學 李啟銓 原水

應用科學類只是咳嗽，怎麼變成癌症末期  星希亞 原水

應用科學類70歲運動也不遲！50+的肌力訓練計畫  李淳國 原水

應用科學類
睡前1分鐘！靠牆站 整好脊：最強一個動作，刺激抗老荷爾蒙分泌，遠離肌少症、骨質疏鬆症、關

節炎！
 山本江示子 蘋果屋

應用科學類
自己的皮膚自己救！：1分鐘活化肌膚！全球臨床與研究冠軍名醫的「救膚養肌術」，教你改變膚

況、根除皮膚問題！
 豊田雅彦 蘋果屋

應用科學類痘痘，醫生教你鬥！痘疤女王莊盈彥讓肌膚乖乖聽話的養肌攻略  莊盈彥 商周出版

應用科學類百變氣炸鍋料理  魏鑫陽 上優文化

應用科學類氣炸鍋低油料理：逼出食材油分，低脂健康的140道美味食方  西鎮一嬸 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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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好痛痛：醫師、物理治療師、教練聯手救治你的運動傷害  好痛痛醫療資訊站 拓客

應用科學類
手腳痠麻疼 對症自療全書：骨科博士名醫親授， 不吃藥、免開刀，啟動「細胞自癒力」， 輕鬆

根除各種痠麻不適
平林 洌 方言文化

應用科學類李家同談精密工業：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李家同 五南

應用科學類一天100秒，遠離骨質疏鬆：日本骨科名醫教你運動＋食補，重獲績優骨  太田博明  時報出版

應用科學類
脊椎健康就能全身健康！跟著體適能教練強化核心、端正脊椎，從此站更挺、坐更穩、走更遠，全

身無病痛！
 臉譜製作小組 臉譜

應用科學類精準學習：「邏輯思維」最受歡迎的個人知識管理精進指南 成假 先覺

應用科學類請停止無效努力 孫圈圈 商業週刊

應用科學類靈感製造機：如何找到創新的點子？ 陳建銘 釀出版

應用科學類購物革命 芭芭拉•E•卡恩 寶鼎

應用科學類不減肥才能瘦 黃惠如 天下雜誌

應用科學類選擇性緘默症 王意中 寶瓶文化

應用科學類最強女性對症運動指南 中野•詹姆士•修一 方舟文化

應用科學類一級睡眠術 江秉穎 三民

應用科學類不勉強自己才是最好的長照 安藤和津 高寶書版

應用科學類驅動自己，也激勵別人 史蒂芬•摩菲―重松 先覺

應用科學類中高齡不可忽視的身體警訊 李龍騰 三民

應用科學類零錯誤：全球頂尖都採用的科技策略 邱強 天下

應用科學類健康掃除力：醫療級專家教你30個不生病的居家清潔妙方 松本忠男 時報

應用科學類貓奴的我不推薦養貓的11個理由 響介 台灣東販

應用科學類職場上做人很累，不會做人更累 珍•葉格 樂金文化

應用科學類一人公司起步的思維與挑戰 保羅•賈維斯 遠流

應用科學類調味學 貝琪•瑟林加特 臉譜

應用科學類學會用情：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 蔡壁名 平安叢書

應用科學類把問題化繁為簡的思考架構圖鑑 AND股份有限通思 采實文化

應用科學類過了二十歲，要有瘦一輩子的本事 萬特特 寶瓶文化

應用科學類練腳掌是最好的復健 松尾 采實文化

應用科學類有關名牌的100個知識 子涵 驛站

第 10 頁，共 27 頁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109年第一次圖書館圖書採購－新書上架書單

應用科學類圖解•實戰 麥肯錫式的思考框架 李忠秋 大樂

應用科學類麥肯錫顧問反覆自我練習的順序思考法 西村克己 大樂

應用科學類麥肯錫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 高彬尚孝 大是文化

應用科學類這一生，你想留下什麼 約翰•漢尼斯 天下文化

應用科學類徹底坦率 金•史考特 天下文化

應用科學類給不小心就會太在意的你 水島廣子 大好書屋

應用科學類精油芳療教科書 小野江里子 邦聯文化

應用科學類兒童芳香療法 丹妮兒•費絲緹 大樹林

應用科學類精油•芳療手作保養品應用全書 丹尼耶兒•賽德 采實文化

應用科學類代謝力UP減醣好好 娜塔 如何

應用科學類完妝後就是美人：大人的化妝書II-任何狀況都能完美修飾的專業技巧 長井香織 悅知文化

應用科學類最強思考整理術 小松易 楓書坊

應用科學類超神速問題解決術 寺下薰 Smart智富

應用科學類
用最正確的科學觀點1人健身：破除90%錯誤觀念的最強自主訓練手冊

庵野拓將 一起來出版

應用科學類養雞時代 李盈瑩 玉山社

應用科學類製造文明 萊恩•諾茲 大家

應用科學類阻斷肥胖細胞飲食法 大衛•辛振可 方言文化

應用科學類精準寫作 洪震宇 漫遊者文化

應用科學類別再把簡報塞滿！這樣做簡報才吸睛 用 PowerPoint 成為簡報王  渡辺克之 旗標

應用科學類簡單製作大人時髦裙裝裁縫設計作品25款 田澤俊明 ブティック社

應用科學類簡單製作舒適時髦上衣裁縫作品22款 中山七里  ブティック社

應用科學類久坐人靈活解方：解決頑強痠痛、提高工作效、改善運動表現的終極指南 凱利.史達雷 大家出版

應用科學類樹上看見的世界：攀樹人與老樹、巨木的空中相遇 鴨子 麥浩斯

應用科學類省錢修繕DIY全書（2016暢銷增訂版）  收納Play編輯部 麥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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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好想自己做衣服2：超圖解技巧1500張！完美縫製細節，輕鬆穿搭舒適有個性的日常時尚  吳玉真 麥浩斯 

應用科學類拒當菜鳥 我的第一本裝潢計劃書【暢銷典藏版】：100種裝潢事件180個裝修名詞小百科一次學會 漂亮家居編輯部 麥浩斯 

應用科學類
裝潢建材全能百科王【暢銷經典增訂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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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浩斯 

應用科學類
皮革×布作！初學者の手作錢包(暢銷版)：一次滿足錢包控的45枚紙型×97個零錢包、短夾、長夾、

口金包超值全收錄
 越膳夕香 雅書堂

應用科學類
親膚．好洗45款經典手工液體皂：洗髮精、沐浴露、洗手乳，美國手工皂女王長銷20年的經典不敗

配方
 凱薩琳．費勒 采實文化

應用科學類模型教科書：樹脂模型組裝及塗裝篇 藤田茂敏 台灣東販

應用科學類每天都想背出門！多用途單雙肩後背包  LuLu彩繪拼布巴比 繪虹企業

應用科學類餡料麵包的無限可能：揉合、包餡、抹餡擀捲與「盛上」，商業用餡料麵包解答專書 呂昇達 上優文化

應用科學類神的病例簿1 DVD(公播版) 影聯

應用科學類神的病例簿2 DVD(公播版) 智軒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社會科學類高中國文：全方位跨領域經典閱讀 陳嘉英 五南

社會科學類學思達與師生對話：以學思達為外功、薩提爾為內力，讓教室成為沒有邊界的舞台 郭進成，馬琇芬 天下

社會科學類風土經濟學：地方創生的21堂風土設計課 洪震宇 遠流

社會科學類唐朝官場生存指南：21位唐代大詩人求職記  石繼航 啟動

社會科學類逛一回鮮活的宋朝民俗  李開周 時報文化

社會科學類世界大局地圖全解圖
 亞歷克西斯．鮑茲

曼, 蘿拉．瑪格麗特
野人

社會科學類劉墉談親子教育的40堂課 劉墉 台灣商務

社會科學類理科阿伯的存股術：股素人、卡小孜教你資產翻倍的12個選股方法！ 股素人 大樂文化

500社會科學類-18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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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我如何以IB文憑， 錄取世界名校？： 提早掌握語言、簡報、寫作力，找回被低估的實力！  蘇弘曆 大樂文化

社會科學類
財務自由的人生：跟著首席分析師楊應超學華爾街的投資技巧和工作效率，40歲就過FIRE的優質生

活
楊應超 天下生活 

社會科學類為什麼你的退休金只有別人的一半？ 闕又上 商業周刊

社會科學類看見機會：我在偏鄉15年  須文蔚 時報出版

社會科學類來吧！再也不用怕數學 歡迎來到函數世界：上大學前你必須全面掌握的數學概念  王富祥, 游雪玲 八方

社會科學類來吧！再也不用怕數學 用代數來思考：上大學前你必須全面掌握的數學概念  王富祥, 游雪玲 八方

社會科學類來吧！再也不用怕數學：形體攻略：上大學前你必須全面掌握的數學概念  王富祥, 游雪玲 八方

社會科學類作手：獨自徘徊天堂與地獄，一個操盤手的告白  壽江 大牌出版 

社會科學類雷浩斯教你破解巴菲特護城河選股祕密  雷浩斯  Smart智富

社會科學類
野島剛漫遊世界食考學：五十歲的一人旅，從「吃」進入一個國家、一段歷史、一種文化的奇妙田

野探訪
 野島剛  有方文化

社會科學類鯨吞億萬：一個大馬年輕人，行騙華爾街與好萊塢的真實故事  湯姆•萊特 早安財經

社會科學類正義謊言的罪人  陳金漢 健行

社會科學類最高！極品1人樣  劉黎兒  大塊文化

社會科學類三意變三億——策略鬼才吳仁麟的50N次方點子方程式  吳仁麟 布克文化

社會科學類惡鄰退散：專業律師教你40 個告別壞鄰居的自保撇步  吳孟勳 布克文化

社會科學類區塊鏈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數位貨幣淘金夢，小M老師教你利用數位貨幣翻轉人生  小M老師 布克文化

社會科學類同學，你只是不想太累 那些最快最簡單的方法，為什麼救不了你的學習痛苦？  郭彥余 大寫出版

社會科學類我的青春，在台灣  傅榆, 陳令洋 衛城出版

社會科學類
資訊戰爭：入侵政府網站、竊取國家機密、假造新聞影響選局，網路已成為繼原子彈發明後最危險

的完美武器
David E. Sanger 貓頭鷹 

社會科學類淳：一個被害者父親的真實告白  土師守 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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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心智鍛鍊：成功實現目標的20堂課-最強大的心智科學╳最有效的學習心法  許皓宜, 周思齊 天下文化

社會科學類2062：人工智慧創造的世界  托比．沃爾許 經濟新潮社

社會科學類當「洗腦」統治了我們：思想控制的技術  岡田尊司 遠流

社會科學類思辨式寫作【新制學測國寫哪有那麼難 知性題&情意題12招全破解】(加贈考前15分鐘速成祕笈)  葉思, 鄧名敦 野人

社會科學類專買黑馬股 出手就賺30%  楊忠憲 Smart智富

社會科學類躺著賺1年400萬的肥羊養股術  翁建原 Smart智富

社會科學類
先同理再講理，讀懂青春期，孩子不叛逆：日本權威心理醫師的肯定觀察法，察覺逆反訊號，陪伴

孩子度過情緒波動期，打造有愛有溫度的親子關係
 明橋大二 和平國際

社會科學類
法律不難、官司不煩！專業律師親授．生活法律防身術：48道日常法律狀況題，帶你杜絕生活裡隱

藏的訴訟蟑螂！
 賴瑩真 和平國際

社會科學類學思達與師生對話：以學思達為外功、薩提爾為內力，讓教室成為沒有邊界的舞台  郭進成, 馬琇芬 天下文化 

社會科學類反洗腦：自願為奴的真相  艾瑞克．李 九韵文化

社會科學類Jay的跑步筆記：矽谷工程師激勵上萬人的科學化訓練與生活哲學  許立杰 一心文化

社會科學類台灣之「國」  李筱峰 玉山社

社會科學類
我用菜市場理財法，從月光族變富媽媽：運用菜市場大媽都懂的常識法則，掌握投資竅門，國文老

師身家暴漲五千萬
 李雅雯 采實文化

社會科學類擁抱刺蝟孩子：重啟連結、修復情感、給出力量的關鍵陪伴與對話  陳志恆  圓神

社會科學類你沒學到的巴菲特：股神默默在做的事 闕又上 金尉

社會科學類如何在30歲前花小錢買對險！一生沒煩惱：第一本專為年輕人寫的健康險指南  郭俊宏, 鄺珉萱 財經傳訊

社會科學類2020s金融大洗牌
 Dr. Ng – Bond

Desk

天窗出版社有限

公司

社會科學類嫁禍、驅逐、大屠殺：求生存的猶太歷史  丘引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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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資本主義在崩解，我們還有什麼路可走？：新科技只會讓10%的人受惠，剩下的90%將遭壓迫。 和

科技不沾邊的人，怎麼贏來好日子？
 丸山俊一 大是文化

社會科學類最後抱他的人  許慧貞 寶瓶文化

社會科學類DEPPER LEARNING 深度學習的技術 2週掌握高效學習，立即應用 楊大輝 遠流

社會科學類在告別中學會更愛父母 清水晶子 木馬文化

社會科學類青春期父母求生指南 尹多玉 高寶書版

社會科學類競爭之死 強納森•坦伯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變身後媽 溫絲黛•馬汀 時報

社會科學類劉炯明開講：3分鐘拆解社會科學 劉炯明 時報

社會科學類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戴倫•艾賽默魯 衛城

社會科學類政客 權謀 小丑：民粹如何席捲全球
朱里亞諾•達•恩波

利
時報

社會科學類恐懼如何被操弄 福瑞迪 時報

社會科學類竹聯：我在江湖的回憶 柳茂川 大是文化

社會科學類未來科技的15道難題 布萊德•史密斯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戒斷曖昧 隼人 寶瓶文化

社會科學類深度數位大掃除 卡爾•紐波特 時報

社會科學類金錢解答 你對錢的作為決定你的人生 康納•里查森 今周刊

社會科學類讓自己好過的關係心理學 姜賢植 大是文化

社會科學類當怪獸家長遇見機車老師 宋慧慈 遠流

社會科學類逆轉人生的戀愛戰略 尤虹文 高寶

社會科學類獅子追蹤師的生命指南 博伊德•瓦提 方智

社會科學類沒有人應該堅強一輩子 艾莉 悅知文化

社會科學類賺錢，也賺幸福 麥可•勒巴夫 商業周刊

社會科學類好言相勸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己

社會科學類不能讓你買，只好讓你吵 陳星同 愛孩子愛自己

社會科學類親愛的，你有掛號信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己

社會科學類相親相愛是什麼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己

社會科學類薩提爾的守護之心 李崇建 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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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我們，相伴不相絆 郭葉珍 三采

社會科學類汪培珽手記七：壞人我當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己

社會科學類我們住定在一起 胖才可愛 時報

社會科學類台灣數據百閱 Re-lab團隊 時報

社會科學類我們的節氣 洋洋兔 幼福

社會科學類我們的節日 洋洋兔 幼福

社會科學類高中國文：全方位跨領域經典閱讀 陳嘉英 五南

社會科學類大考國文寶典 謝佩芬 字畝文化

社會科學類閱讀跨出去 謝佩芬 字畝文化

社會科學類十二思路翻轉作文1 陳淑玲 五南

社會科學類十二思路翻轉作文2 陳淑玲 五南

社會科學類麗雲老師的閱讀寫作直播課.1,童詩記敘傳真情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麗雲老師的閱讀寫作直播課.2,說明議論達義理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麗雲老師的閱讀寫作直播課.3,放飛想像有策略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作文課後:這樣寫會更好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作文課後.續篇,不用補習,一樣寫出好作文 五南圖書

社會科學類國文科如何考 林繼生 五南

社會科學類閱讀跨出去

吳玉如   李明慈  

葉淑芬   謝佩芬  

陳嘉英

字畝文化

社會科學類國高中國文作文應考祕笈 陳碧月 秀威少年

社會科學類學思達與師生對話：以學思達為外功、薩提爾為內力，讓教室成為沒有邊界的舞台 郭進成, 馬琇芬 天下文化

社會科學類溫美玉素養趴 溫美玉 親子天下

社會科學類仙女老師的有溫度課堂：讓學生不想下課的教學和班級經營心法 余懷瑾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慢慢來，我等你：等待是最溫柔的對待，一場用生命守候的教育旅程 余懷瑾 四塊玉文創

社會科學類競賽作文優勝解密：國中組 賴慶雄 螢火蟲

社會科學類作文描寫大觀 賴慶雄 螢火蟲

社會科學類作文大特搜：議論文素材，一網打盡 季小兵 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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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閱測弄明白 江超平 寰宇知識

社會科學類暫停抄寫：高中國文課的哲學 江毅忠 開學文化

社會科學類學霸作文課1 江超平, 柳吟 寰宇知識

社會科學類學霸作文課2 江超平, 柳吟 寰宇知識

社會科學類學霸作文課3 江超平, 柳吟 寰宇知識

社會科學類學霸作文課4 江超平, 柳吟 寰宇知識

社會科學類思辨式寫作 葉思, 鄧名敦 野人

社會科學類民法入門 李淑明 元照

社會科學類暴走社會：鄉民正義、網路霸凌與媒體亂象，我們如何面對反應過度的社會 榎本博明  時報出版

社會科學類上一堂最生動的國際關係：20部經典電影，告訴你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 蔡增家  先覺

社會科學類自主：這真的是「我」做的決定？ 陳奕融, 林火旺
傳愛家族傳播文

化事業

社會科學類從收穫問耕耘，腳踏實地談教育 洪蘭, 蔡穎卿 天下文化

社會科學類大考國文誰不怕 鄭圓鈴 五南

社會科學類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平裝版】(二版)  吳介民
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

社會科學類給論文寫作者的統計指南：傻瓜也會跑統計  顏志龍, 鄭中平 五南

社會科學類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上 臺大出版中心出

社會科學類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下 臺大出版中心出

社會科學類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 朱耀偉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科學類文化行旅：30個產業文化資產的感動地圖[二版/軟精裝]  楊敏芝 文化部文化資產

社會科學類小森食光,夏.秋 輝洪

社會科學類小森食光,冬.春 輝洪

社會科學類證人DVD(公播版) 智軒

社會科學類花漾奶奶秀英文 (2017)DVD(公播版) 輝洪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600國內史地傳記類-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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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史地傳記類宋朝大觀：圖說宋朝三百年衣食住行盛世生活  徐吉軍 聯經

國內史地傳記類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川本芳昭 臺灣商務

國內史地傳記類魏晉有美男：長得好看，就是了不起的技能！  古人很潮 三采

國內史地傳記類資世通——不當皇帝也用得上的資治通鑑  公孫策 商周出版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國外史地傳記類離開時，以我喜歡的樣子：日本個性派俳優，是枝裕和電影靈魂演員，樹木希林120則人生語錄 樹木希林 遠流

國外史地傳記類這些皇帝很有事 夜觀天花板 高寶

國外史地傳記類這些軍師不正常 夜觀天花板 高寶

國外史地傳記類大唐西域記  王邦維釋譯 佛光

國外史地傳記類孤獨的風度：魏晉名士的卑微與驕傲  北溟魚 臺灣商務

國外史地傳記類童話裡隱藏的世界史 朴信英 商周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我是葛莉塔：環保鬥士葛莉塔與母親唯一著作  Greta Thunberg 三采

國外史地傳記類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  王智明, 吳永毅, 聯經出版公司

國外史地傳記類蓬萊百味臺灣菜：黃德興師傅的料理人生  黃德興 玉山社

國外史地傳記類洛卡――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路上  LOCA 時報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惡的出世學：透視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的心機與權謀  中川右介 大牌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樹木希林 一切隨心  樹木希林 商周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堅持：從負1億到百億  王曉晴
楊文旭慈善事業

基金會

國外史地傳記類外省人的故事  武之璋 風雲時代

國外史地傳記類離別韓國：台灣父子在南韓的相會  吳祥輝 蝴蝶蘭文創 

國外史地傳記類惜別日本：父母子的日本全火車旅行  吳祥輝 蝴蝶蘭文創 

國外史地傳記類勇士的國土：環遊美國50州 二部曲  吳祥輝 蝴蝶蘭文創

國外史地傳記類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  賀立維 我們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  菲利浦．鮑爾 麥田

國外史地傳記類親愛的！我回地球一下：身為地球人，不能等到下輩子的世界浪學 買買氏 天下雜誌

700國外史地傳記類-4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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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史地傳記類哪裡，是我的流浪　The Wanderlust  陳浪 拓客

國外史地傳記類流麻溝十五號  曹欽榮 書林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台灣的荒謬年代  顏世鴻 啟動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外省人的故事  武之璋 風雲時代

國外史地傳記類通天之路：李白 哈金 聯經

國外史地傳記類邪惡的見證者 蔡慶樺 天下雜誌

國外史地傳記類一百萬封情書：美國奶奶孫理蓮的深情人生 鄭維棕 楊淑清 啟示

國外史地傳記類日本真風貌 中田英壽 台灣角川

國外史地傳記類我們與台灣的距離 新井一二三 大田

國外史地傳記類人生給的答案II：你的掙扎，他們都經歷過，世界最強當你最堅強的後盾 提摩西•費里斯 天下雜誌

國外史地傳記類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 漢斯•羅斯林 先覺

國外史地傳記類黑色，是我永恆的姿態 賈絲婷•皮卡迪 馬可孛羅

國外史地傳記類台灣最好的時刻 吳乃德 春山

國外史地傳記類一走上癮！理想的旅行 李珮慈 奇光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類四國•遍路 給人生的20道力量 林娟 大大創意

國外史地傳記類濟州島色 食癮，拾影 悅知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類沖繩彭大家族自助錦囊 彭國豪 時報

國外史地傳記類流浪而後生 黃昕語 台灣角川

國外史地傳記類曼巴精神 柯比•布萊恩 遠流

國外史地傳記類我們的姓氏 洋洋兔 幼福

國外史地傳記類硫磺島的英雄們DVD(公播版) 智軒

國外史地傳記類來自硫磺島的信DVD(公播版) 智軒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語文類 苦雨之地 吳明益 新經典文化

語文類 希望之線希望の糸 東野圭吾 春天

語文類 字音字形我最強：附3000多題【字音字形競賽評量】，不用多花錢再買各種字音字形測驗本！ 蔡有秩 五南

800語文類-13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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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空中殺人現場 東野圭吾 春天

語文類 危險維納斯 東野圭吾 皇冠

語文類 綁架遊戲（經典回歸版） 東野圭吾 獨步文化

語文類 故事學：學校沒教，你也要會的表達力 歐陽立中 國語日報

語文類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 呂蒔媛 麥田

語文類 罪人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門徒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漂離的伊甸(新版)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莫拉的雙生(新版)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祭念品(新版)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貝納德的墮落(新版)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再死一次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骸骨花園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貝納德的墮落 泰絲格里斯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挑戰? 東野圭吾
台灣角川股份有

限公司

語文類 空中殺人現場 東野圭吾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購物狂征服好萊塢 蘇菲•金索拉  馥林文化

語文類 陰界黑幫4 Div 春天

語文類 陰界黑幫5 Div 春天

語文類 陰界黑幫6 Div 春天

語文類 陰界黑幫7 Div 春天

語文類 畫仙(仙靈傳奇3) 陳郁如 親子天下

語文類 陰界黑幫8 Div 春天

語文類 觀光旅遊英語通 Live ABC 編輯群 希伯崙

語文類 零基礎學旅遊英語會話一本就掌握 無悠 含章有限公司

語文類 我的第一本中高齡旅遊英語 裴鎮英 國際學村

語文類 週末熱炒店的編劇課：零經驗也學得會！前所未見的小說式編劇教學書  東默農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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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場景設定創意辭海：225個故事舞台，創作靈感一翻就來
 安琪拉•艾克曼,

貝嘉•帕莉西
如何

語文類
對白的解剖：跟好萊塢編劇教父學習角色說話的藝術，在已說、未說、不可說之間，強化故事的深

度、角色的厚度、風格的魅力
羅伯特．麥基 漫遊者文化

語文類 給女人的詩-古代八大女詩人詩選(上)  龔侃侃、莊瀟 恒慶德

語文類 給女人的詩-古代八大女詩人詩選(下)  龔侃侃、莊瀟 恒慶德

語文類 晚清官場見聞：《春明夢錄》與《客座偶談》 何剛德 新銳文創

語文類 非虛構寫作指南：從構思、下筆到寫出風格，橫跨兩世紀，影響百萬人的寫作聖經 威廉．金瑟
臉譜

語文類 童話中的女性：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
 Marie-Louise von

Franz
心靈工坊

語文類 第十年的情人節 東野圭吾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危險維納斯 東野圭吾 皇冠

語文類 羅漢門  錢真 衛城出版

語文類 一筆穿雲：永遠的華府特派員劉屏的軍魂國魂與靈魂  劉屏 時報出版

語文類 願受傷後能重新活一遍：記37個醫療代號，我的漫漫青春 邱子瑜 大田

語文類 英語研究室：從語源、用法到文化記憶，連老外都驚嘆的趣味英語應用163選  小泉牧夫 麥浩斯

語文類 英語研究室2：一場由希臘羅馬到現代的趣味英語發展、應用及文化探索之旅  小泉牧夫  麥浩斯

語文類 謙卑的力量：放下，才是真正的抵達  吳若權 悅知文化

語文類 不只是旅行 黃麗穗 圓神

語文類 天啟II：始皇印記  江宗凡 釀出版

語文類 巨蛋  祁立峰 鏡文學

語文類 解密  麥家 聯經出版公司

語文類 人生不是名利場  黎智英 新經典文化

語文類 雲邊有個小賣部  張嘉佳  新經典文化

語文類 人之彼岸  郝景芳 遠流

語文類 孤獨深處 郝景芳 遠流

語文類 流浪蒼穹  郝景芳 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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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父子  傅月庵 早安財經

語文類 走在山海河間的沉思  李偉文 九歌

語文類 死者的審判 朴嘏翼 暖暖書屋

語文類 逃亡作法 TURD ON THE RUN  東山彰良 時報出版

語文類 謀略者 金彥洙 馬可孛羅

語文類 炒飯狙擊手  張國立 馬可孛羅

語文類 影之光  賴芳玉 凱特文化 

語文類 妖刀與天劍  上官鼎 遠流

語文類 學外語就像學母語：25語台灣郎的沉浸式語言習得  Terry（謝智翔） 方智

語文類 生存困境的反思：中國文學與文化心理 謝錦桂毓 麥田

語文類 台灣異聞錄（附真實版台灣本島調查地圖）  二師兄 有方文化

語文類 在風聲與水聲之間  童元方 爾雅

語文類 科學？  東野圭吾 台灣角川

語文類 美．中．台之大對決  林登科 九韵文化

語文類 我們曾經這樣活著——三星八德監獄物語  藤原進三 商周出版

語文類 呼吸：姜峯楠第二本小說集 姜峯楠 鸚鵡螺文化 

語文類 龍嘯夜行抄  唐隱 春天出版社

語文類 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  朱宥勳 大塊文化

語文類 在名為人生的旅途，做個夢想的逃兵  周信佐 尖端

語文類 家族合照  周志文 印刻 

語文類 有的記得，有的忘了  周志文 印刻 

語文類 時光倒影  周志文 印刻 

語文類 我在精神病院當醫生 楊建東  寶瓶文化

語文類 我在精神病院當醫生2：人人皆撒旦 楊建東  寶瓶文化

語文類 喜劇大師的十三堂幽默課 葛瑞格•迪恩 商周出版

語文類 魔法飛行 加納朋子 尖端

語文類 找回聲音的美人魚 胡慧嫚 心靈工坊

語文類 空橋上的少年 蔡伯鑫 心靈工坊

語文類 烏有 妮可•克勞斯 時報

語文類 藝術很重要 尼爾•蓋曼 木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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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我在犯罪組織當編劇 林庭毅 城邦

語文類 走路的人，河正宇 河正宇 新經典文化

語文類 醒來的世界 亞然 時報

語文類 我還是會繼續釀梅子酒 張西 三采

語文類 七個孩子 加納朋子 尖端

語文類 還想浪費一次的風景 蔡傑曦 悅知文化  

語文類 小說課之王 許榮哲 天下文化

語文類 穿越撒哈拉 謝哲青 皇冠

語文類 歲月靜好 蔣勳 時報

語文類 莫斯科紳士 亞莫爾•托歐斯 漫遊者文化

語文類 勇敢的人請小心輕放 艾莉 悅知文化

語文類 小難民塔莉亞 科蕾特•聿斯―大衛 小樹文化

語文類 阿曼的希望 艾莎•薩伊德 遠見天下

語文類 皮克威克奶奶2神奇魔法藥方 貝蒂•麥唐納 小麥田

語文類 皮克威克奶奶3農場好好玩 貝蒂•麥唐納 小麥田

語文類 皮克威克奶奶4驚奇魔法箱 貝蒂•麥唐納 小麥田

語文類 屁屁偵探讀本：好景莊有妖怪 Troll 遠流

語文類 小偵探愛彌兒 耶里希•凱斯特納 小麥田

語文類 藏在角落裡的故事 上誼文化

語文類 荷蘭:每個角落都有故事 上誼文化

語文類 蘿拉公主與金鈕扣 立體書 菲利普UG 台灣麥克

語文類 我才沒有迷路 板橋雅弘 上誼文化

語文類 想見你 三鳳製作 水零文創

語文類 二常公園 張西 三采

語文類 最後的再見 瑪琪朵 城邦原創

語文類 你已走遠，我還在練習道別 渺渺 采實文化

語文類 當我想你時，全世界都救不了我 肆一 三采

語文類 有你的日子永遠晴朗
手寫，才看見溫度―

阿丁
麥田

語文類 麥提國王在無人島 雅努什•柯札克 心靈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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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地表最強告解室 Cherng地表最強敗犬 大塊文化

語文類 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提升你的人文閱讀素養（歐洲篇） 陳嘉英 五南

語文類 SUPER BRAIN 國文學霸超強筆記 鶴立 鶴立

語文類 寫作革命 李洛克 如何

語文類 國語演說：國賽潛規則 胡蕙文 方集

語文類 閩南語演說實戰寶典 胡蕙文 方集

語文類 演說技巧與指導(2版) 耿志堅 新學林

語文類 最新字音字形競賽題目大全.1 螢火蟲出版

語文類 最新字音字形競賽題目大全.2 螢火蟲出版

語文類 最新字音字形辨正辭典 螢火蟲出版

語文類 字音字形競賽最新排行榜 螢火蟲出版

語文類 半邊音 不誤讀 螢火蟲出版

語文類 字音字形競賽試題完全解析,國小組 螢火蟲出版

語文類 字音字形競賽試題完全解析.國中組 螢火蟲出版

語文類 王勝忠老師的超高效寫作課 王勝忠 布克文化

語文類 作文快速逆襲的15堂課 薛童 荷作

語文類 國文必知十大主題試題精析(警專) 樂府 新保成

語文類 謝謝你，也剛好喜歡我 肆一 三采

語文類 小紅帽 貝森•伍文 阿布拉

語文類 走河 謝旺霖 時報出版

語文類 未完成的道別  蘇上豪 時報出版

語文類 來不及美好 郭強生 天下文化 

語文類 小書痴的下剋上：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第四部】貴族院的自稱圖書委員I 香月美夜 皇冠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美術類 老師，你有事嗎？ 蔡詩芸 聯經

美術類
畫出人物之美：從技法、構圖到光影捕捉，自然表現簡潔出色的人物，水彩大師----查爾斯.雷德

的繪畫指南
 查爾斯．雷德 大牌出版

900美術類-4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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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類 隨興速寫水彩風景畫：自由創作的30個訣竅  佐佐木清 瑞昇文化

美術類 電影必修課2：奇幻冒險片  黛兒．薩瑟蘭 書林

美術類 電影必修課6：時間的遊戲  伊薇特．柯洛恩 書林

美術類 電影必修課3：童話故事片  黛兒．薩瑟蘭 書林

美術類 電影必修課4：喜劇片  黛兒．薩瑟蘭 書林

美術類 電影必修課5：科幻片  黛兒．薩瑟蘭 書林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一）晉 王羲之墨蹟
何傳馨、陳階晉、侯

怡利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三）唐 褚遂良墨蹟
何傳馨、陳階晉、侯

怡利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五）唐 顏真卿墨蹟
何傳馨、陳階晉、侯

怡利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七） 唐 懷素自敘帖
何傳馨、陳階晉、陳

昱全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九） 宋 蘇軾墨蹟（上）
何傳馨、陳階晉、何

炎泉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十一） 宋 黃庭堅墨蹟 (上)
何傳馨、陳階晉、何

炎泉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十五） 宋 薛紹彭墨蹟 陳階晉、何炎泉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十七） 宋 朱熹墨蹟
林莉娜、何炎泉、陳

建志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十八） 宋 吳說 張即之墨蹟
林莉娜、何炎泉、陳

建志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二十三） 宋人墨蹟集冊 五
林莉娜、何炎泉、陳

建志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二十四） 宋人墨蹟集冊 六
林莉娜、何炎泉、陳

建志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二十七） 元人墨蹟集冊(上)
林莉娜、許文美、陳

建志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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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二十九） 明人墨蹟（一）
何傳馨、陳階晉、何

炎泉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三十） 明人墨蹟（二）
林莉娜、陳建志、許

文美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三十三） 明人墨蹟集冊（五）
林莉娜、陳建志、許

文美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故宮法書新編（三十四） 明清之際名賢墨蹟
林莉娜、吳誦芬、許

文美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類 世界冠軍紙飛機：打破世界紀錄的紙飛機設計、飛行原理及調校技巧 約翰•柯林斯 大家出版

美術類 我在這裡，山在那邊：從中央山脈到無氧挑戰K2，七座召喚勇氣的8000m高峰探險  呂忠翰（阿果） 麥浩斯

美術類 恐怖編輯部 佐倉色 時報

美術類 鼠族 亞特•史畢格曼 臉譜

美術類 有關建築的100個故事 邢艷 驛站

美術類 角落小夥伴大圖鑑 主婦與生活社 布克文化

美術類 傳染.1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傳染.2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傳染.3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傳染.4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傳染.5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蠟筆小新電影版：宇宙人PI來襲 高田未玲 東立

美術類 蠟筆小新電影版：功夫小子 拉麵大亂鬥 臼井儀人 東立

美術類 圖解LAYOUT：33 種版面設計圖解，新手也能學會！ ARENSKI 旗標

美術類 版面研究所：45個設計訣竅，讓提案一次通過！  ingectar-e 三采

美術類 字型設計學：33種字體祕訣，精準傳達重要訊息！  ingectar-e 三采

美術類 版面設計學 平面設計的美感養成：以實際範例拆解設計手法、解說設計理論，扭轉失敗設計！  Flair 邦聯文化

美術類 基本設計力：簡單卻效果超群的77原則 宇治智子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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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類 玩心設計：改變千萬人的美好體驗，工作和生活的設計都該如此有趣！ 陳威帆 先覺 

美術類 向大師學調色〔美國33年長銷經典〕：從配色到構圖，讓水彩畫更出色生動的31堂課 珍•多比  遠流

小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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