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正題名 編/著者 出版者

1 科學實驗王20~23 Gomdori co. 三采

2 深夜食堂11-12 安倍夜郎 新經典圖文傳播 

3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之六：最後希望 Erin Hunter 晨星

4 巨蛇的闇影(埃及守護神3) 雷克．萊爾頓 遠流

5 混血營英雄2：海神之子 雷克．萊爾頓 遠流

6 混血營英雄3：智慧印記 雷克．萊爾頓 遠流

7 混血營英雄：混血人日記 雷克．萊爾頓 遠流

8
皇家騎士11：消失的歷史

皇家騎士12：皇室遊俠
約翰．弗拉納根 核心文化

9 心靈雞湯：關於女人 傑克‧坎菲爾，馬克‧韓森/合著 晨星

10 程式設計邏輯訓練：使用Scratch <隨書附410分鐘影音教學檔> 高慧君 松崗

11 Google輕鬆玩，漫步在雲端
+Plus加強版 黃建庭 松崗

12 雲端工作術：Google教我的100
個工作方法 部落格站長群 PCuSER電腦人文化

13 輕鬆學會SWiSH Max4多媒體動畫設計(附180分鐘影音教學DVD) 蔡德勒 松崗

14 Google教我的101個工作最佳化：效率第一名的數位工作實踐法 部落格站長群 PCuSER電腦人文化

15 Dreamweaver達人設計寶典 黃英展 上奇資訊

16 打動人的網站設計與網頁配色 王爽、徐仕猛、張晶 佳魁資訊

17 地理 郭大玄 新文京

18 100個世界地理的奇聞軼事 洛姆國際編者 如何

19 100個世界地理的奇妙故事 洛姆國際編者 如何

20 這個答案你知道嗎？
世界遺產歐洲篇 奈良法子 博誌

21 看懂世界經濟的第一本書：
今天起不再怕看國際財經新聞 洛姆國際編者 如果出版社

22 圖說日治台北城 徐逸鴻 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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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鄭氏王朝在台灣 杜福安/著 玉山社

24 羅馬的崛起：
西方史上最偉大帝國的建立 安東尼．艾福瑞特 廣場出版

25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尼爾．弗格森 廣場出版

26 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
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尼爾．弗格森 廣場出版

27 伊莉莎白 艾莉森．威爾 廣場出版

28 大漠：遊牧民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 廣場出版

29 漢尼拔與坎奈的幽靈：
羅馬共和最黑暗的時刻 羅伯特．歐康納 廣場出版

30 台灣民間信仰大百科(一套7本) 李奕興
陳仕賢等 遠足文化

31 明朝那些事兒(1-7)套書 當年明月 大地


32 鄧小平改變中國 傅高義/著 天下文化

33 五胡興華：
形塑中國歷史的異族 劉學銚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34 我們最幸福：
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 麥田

35 看得到的世界史： 99樣物品的故事 你對未來會有1個答案（上、尼爾．麥葛瑞格 大是文化

36 吃朋友 簡媜、楊茂秀等 印刻

37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
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 簡媜 印刻

38 聰明學習靠運動：運動改造大腦,讓IQ高、EQ好的關鍵密碼 謝維玲 野人文化

39 林書豪與NBA 徐望雲 印刻

40 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來：巧妙破冰、打進團體核心，想認識誰就萊拉．朗德絲 李茲文化

41 食在安心！：江守山醫師的安心飲食手冊：選購保存、清洗烹煮江守山 新自然主義

42 權威食品安全專家教你安心買，健康吃︰9個基本觀念、17種食物文長安 平安文化

43 牽爸媽的手，自在到老的待辦事項 張曉卉 天下雜誌

44 質數的孤獨 保羅．裘唐諾 寂寞

45 數學天方夜譚：撒米爾的奇幻之旅 馬爾巴塔罕 貓頭鷹


46 10分鐘愛上數學：義大利爺爺的趣味數學課 安娜．伽拉佐利 如何

47 算法少女 遠藤寬子 小知堂

48 爺爺的證明題：上帝存在嗎？ 高瑞夫,哈托許 五南

49 鸚鵡定理：跨越兩千年的數學之旅 丹尼斯．居耶德 究竟

50 Sophie’s Diary: A Historical Fiction Musielak, Dora Lightning Source Inc

51 數學偵探物語 李斯．哈斯奧 書泉



52 天地明察 冲方丁 新經典文化

53 數學少女 結城浩 青文

54 極M！數學女孩  安田まさえ 三悅文化

55 數學女孩：費馬最後定理 結城浩/著 世茂

56 數學女孩：哥德爾不完備定理 結城浩/著 世茂

57 數學女孩：隨機演算法 結城浩/著 世茂

58 純粹的孤獨 凱瑟琳．霍爾 馬可孛羅

59 無可救藥愛上你：點與線的愛情習題 諾頓．傑斯特 漫遊者文化

60 深夜小狗神祕習題 馬克‧海登/著 大塊文化

61 數學邏輯奇幻之旅：一個追求真理的冒險故事 阿波斯托羅斯．杜克西阿迪斯、繁星多媒體

62 富爸爸財務IQ：愈精明愈有錢 羅勃特．T．清崎 高寶

63 富爸爸，富女人：女人就是要有錢 金．清崎 高寶

64 無人島探險記 崔德熙/作;姜境孝/繪 三采

65

我的第一套科學漫畫 套書第二輯(全4冊)

•  5.火山歷險記

•  6.非洲草原歷險記

•  7.大海歷險記

•  8.西伯利亞歷險記

三采編輯部/著 三采

66 原始叢林大冒險 洪在徹、柳己韻/文 三采

67 地震求生記 洪在徹、柳己韻/文 三采

68 南極大冒險 洪在徹、柳己韻/文 三采

69 神祕洞窟大冒險 洪在徹、柳己韻/文 三采

70 勇闖宇宙大冒險(1~3) Comiccom、李泰虎 三采

71 氣候異常求生記(1~2) Gomdori co. 三采



72 超級機器人大作戰(1~3) 金政郁 三采

73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17~32集

　　17.    荷蘭尋寶記

　　18.    墨西哥尋寶記

　　19.    加拿大尋寶記

　　20.    越南尋寶記

　　21.    奧地利尋寶記

　　22.    以色列尋寶記

　　23.    古巴尋寶記

　　24.    南非尋寶記

　　25.    瑞士尋寶記

　　26.    紐西蘭尋寶記

　　27.    義大利尋寶記1

　　28.    義大利尋寶記2

　　29.    菲律賓尋寶記

　　30.    瑞典尋寶記

　　31.    芬蘭尋寶記

　　32.    祕魯尋寶記

Gomdori co. 三采

74 放學了！14個作家的妙童年
朱天心、張曉風、

廖玉蕙、簡媜…等
國語日報

75 拉拉基基站起來 導航基金會 巨流圖書公司

76 叔叔的祕密情人 張雅涵 小兵

77 大腳李柔 張如鈞 小魯文化

78 阿魯巴，酷MAN？ 郭怡伶 女書文化

79 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輯一輯二) 林瑞堂, KATEBERHEI 唐莊文化

80 含羞草 陳三義 九歌

81 高校生的7堂性別課 施寄青 女書文化



82 她是我哥哥 茱莉．安．彼得絲 女書文化

83 出櫃停看聽：同志子女必讀寶典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女書文化

84 勇敢新女孩 Jeanette Gadeberg 稻田

85 像女孩的男孩 陳益綜 桔子工作室

86 造反啦！少女粉紅俱樂部 盧明熙 新苗

87 愛是愛情的愛 郝廣才 格林文化



ISBN 冊數 推薦 處理結果

9789862298770

9789862299234

9789863420118

9789863420798

4 接續館藏 採購

9789865824082

9789865824174
2 接續館藏 採購

9789861776576 1 接續館藏 採購

9789573271154 1 接續館藏 採購

9789573270072 1 接續館藏 採購

9789573272038 1 接續館藏 採購

9789573273141 1 接續館藏 採購

9789866503719

9789866503290
2 接續館藏 採購

9575835743 1 汰舊換新 無法購得

9789572240700 1 自然 採購

9789572241233 1 自然 採購

9789861993331 1 自然 採購

9789572241554 1 自然 採購

9789866009600 1 自然 採購

9789862575741 1 自然 採購

9789866143632 1 自然 採購

9789861508795 1 社會 採購

9576078857 1 社會 無法購得

9576078458 1 社會 無法購得

9789862100073 1 社會 無法購得

9789866702556 1 社會 採購

9789862621738 1 社會 採購



9867819853 1 社會 無法購得

9789868962224 1 社會 採購

9789868962200 1 社會 採購

9789868884205 1 社會 採購

9789868884229 1 社會 採購

9789868782907 1 社會 無法購得

9789868884274 1 社會 採購

7 社會 無法購得

9789866451119 7 社會 採購

9789862169360 1 社會 採購

9789866330445 1 社會 採購

9789861207896 1 社會 已有館藏

9789866037214
9789866 1 社會 採購

9789866631382 1 國文 採購

9789865933593 1 國文 採購

9789866158865 1 健體 已有館藏

9789866135903 1 健體 採購

9789868823556 1 健體 採購

9789576967481 1 健體 採購

9789578038714 1 健體 採購

9789862417713 1 健體 採購

9789868461468 1 數學 採購

9789866651540 1 數學 已有館藏

9789861361536 1 數學 無法購得

9789574505968 1 數學 採購

9789571173054 1 數學 採購

957607942X 1 數學 無法購得

1418408123 1 數學 無法購得

9789861215389 1 數學 採購



9789868885462 1 數學 採購

9789862093726 1 數學 採購

9789865959135 1 數學 採購

9789866097010 1 數學 採購

9789866097416 1 數學 採購

9789866097898 1 數學 採購

9789866319303 1 數學 採購

9789866858505
 1 數學 採購

9867291115 1 數學 採購

9789866414978 1 數學 無法購得

9789861852935 1 學生推薦 採購

9789861853635 1 學生推薦 無法購得

9867744020 1 詢問率高 採購

9867469143 4 詢問率高 採購

9867298160 1 詢問率高 採購

9867298683 1 詢問率高 採購

9867137035 1 詢問率高 採購

9867469682 1 詢問率高 採購

9789866716072

9789866716942

9789862290095

3 詢問率高 採購

9789862292969

9789862293201
2 詢問率高 採購



9789862299357

9789862299814

9789863420255

3 詢問率高 採購

4710415383600 16 詢問率高 採購

9789577516343 1 採購

9577321429 1 輔導 無法購得

9789867107404 1 輔導 採購

9789862110669 1 輔導 已有館藏

9789578233652 1 輔導 無法購得

9572824899

9572824880
2 輔導 無法購得

9789574445035 1 輔導 採購

9578233566 1 輔導 無法購得



9789868243309 1 輔導 已有館藏

9789578233676 1 輔導 無法購得

9789866749216 1 輔導 採購

9866982041 1 輔導 採購

9866982041 1 輔導 採購

9789861892283 1 無法購得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