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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867 青春期的腦內風暴：腦神經科學家教你如何面對衝動、易

怒、難溝通、陰陽怪氣的青春期孩子

法蘭西斯.詹森(Frances E.

Jensen),艾蜜.依莉絲.納特

(Amy Ellis Nutt)著;何佳芬

譯

初版 高寶國際0025242 2018[民107]

192.1/8427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2.：如何聰明善良，才能讓你做個

內心柔軟，但有骨氣的好人?

慕顏歌著 初版 采實文化0025220 2019.09.

301.3/8567 科學實驗王50. 宇宙大爆炸 Story a.文;Hong Jong-Hyun

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0025260 2020[民109]

307.9/8567 科學發明王29. 競速發明賽 Gomdori Co.文;Hong Jong-

Hyun圖;徐月珠譯

初版 三采文化0025259 2020.12.

381/8763 超獵奇!人體動物圖鑑1.：烏龜的殼其實是肋骨 川崎悟司著;蘇暐婷譯 三采文化0025243 2020.11.

389.6/8574 南美栗鼠完全飼養手冊：從飼養管理到互動巧思一本搞定!鈴木理惠作 ; 田向健一醫療

監修 ; 井川俊彥攝影 ; 童

小芳譯

初版 臺灣東販0025244 2020.06.

422.5/8436 因為整理,人生變輕鬆了：幫助2000個家庭的整理專家,教

你從超量物品中解脫,找回自由的生活!

鄭熙淑著;黃莞婷譯 初版 聯經0025247 2020[民109]

422.5/8757 衣櫥加法：擁抱豐盛的自己=Wardrobe with addition 陳麗卿著 初版 時報文化0025266 2020[民109]

422.5/8757 衣櫥減法：喚醒輕盈的自己=Wardrobe with clarity 陳麗卿著 初版 時報文化0025267 2018[民107]

426.7/8643 肯尼布的生活手作包：超圖解!Step by step完全製

=Handmade bag

楊雪玉著 初版 藝風堂0025253 2020.06.

427.07/8445 五星級廚餘：在好萊塢成為一名食物造型師的這段路,真他

媽的漫長!

Anna Lee(李宛蓉)作 一版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0025268 2020.10.

427.17/8657 營養師杯蓋的500大卡一定瘦便當：針對減脂&減醣&增肌研

發菜單,自由搭配每餐菜色,正常吃不會餓

蕭瑋霖著 初版 朱雀文化0025261 2020[民109]

427.17/8364 台味便當：30個便當提案x46種家常配菜x15道私房好味道 不務正業男子Ayo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263 2019[民108]

494.35/857 在家工作：creating more freedom in your business

and adventure in your life=Working from home

徐豫著 第一版 寫樂文化出版;時報

文化總經銷

0025214 2020[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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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75/8743 量販解密：愛買、大潤發、家樂福,20年資歷專業達人,完

全破解量販店讓人狂掃貨的暢銷秘密

何默真著 初版 方言文化0025239 2020[民109]

521.1/8432 學習是對人生應盡的禮儀：我這樣成為亞洲最佳學生、SAT

滿分,錄取9大常春藤名校

李炯禎(Patrick G. Lee)作;

葉雨純譯

初版 如何0025271 2012[民101]

524.7/845 這個國文老師不識字：我和那些奇形怪狀學生們相處的日

子

東燁(穹風)著 初版 時報0025249 2019[民108]

528.2/8763 飄移的起跑線：「不公平」是人生的本質,讓「瘋狂學習」

練就你最強的特質=36 lessons for teenage

歐陽立中作 首版 悅知文化0025273 2018.09.

528.9014/857 運動改造大腦：活化憂鬱腦、預防失智腦, IQ和EQ大進步

的關鍵

約翰.瑞提(John J. Ratey),

艾瑞克.海格曼(Eric

Hagerman)作;謝維玲譯

三版 野人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0025278 2019[民108]

528.9468/8753 出發Run for dream 陳彥博著 初版 圓神出版;叩應經銷0025265 2018[民107]

528.953/8455 王者對決Roger & Rafa：費德勒&納達爾 最強宿敵&最經典

對手稱霸網壇全紀錄

安東尼歐.亞瑞納斯(Antonio

Arenas), 拉斐爾.普拉薩

(Rafael Plaza)著;劉家亨譯

初版 奇光出版  遠足文

化發行

0025277 2019[民108]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3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26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27 2020[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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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28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29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0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1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2 2020[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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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3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4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5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6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7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8 2020[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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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39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0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1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2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4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5 2020[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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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6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7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8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49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50 2020[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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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慧譯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51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52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53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54 2020[民109]

544.6/8865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TessaStrickland),凱特.德

帕爾馬(Kate DePalma)著;大

衛.狄恩(David Dean)繪;李

貞慧譯

二版 小樹文化出版0025125 2020[民109]

561.014/8335 別人怎麼賺錢,是你不會的 黃啟團著 初版 寶瓶文化0025234 2020[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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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一. 上：隋末唐初追劇必看 : 農民起

義鄉土劇 x 同室操戈肥皂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85 2020[民109]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一. 下：隋末唐初追劇必看 : 農民起

義鄉土劇 x 同室操戈肥皂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86 2020[民109]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二. 上：貞觀強檔洗腦熱播 : 我是明

君偶像劇 x 再見玄武宮鬥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87 2020[民109]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二. 下：貞觀強檔洗腦熱播 : 我是明

君偶像劇 x 再見玄武宮鬥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88 2020[民109]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三. 上：姐姐妹妹me too經典:顛倒後

宮異色劇x誰來政變實境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89 2021[民110]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三. 下：姐姐妹妹me too經典:顛倒後

宮異色劇x誰來政變實境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90 2021[民110]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四. 上：外語強片搶灘市場：安史雙導

戰爭劇×爸爸離家倫理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91 2021[民110]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四. 下：外語強片搶灘市場：安史雙導

戰爭劇×爸爸離家倫理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92 2021[民110]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五. 上：回不去了！厭世必看：正不勝

邪寫實劇ｘ我要中興悲喜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93 2021[民110]

624.1/8477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五. 下：回不去了！厭世必看：正不勝

邪寫實劇ｘ我要中興悲喜劇

士承東林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194 2021[民110]

735.1711/8567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52. 伊斯坦堡尋寶記 Podoal Friend文 ; 姜境孝

圖 ; 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0025184 2021[民110]

782.1/8355 厭世國文教室：古文青生涯檔案 厭世國文老師;J.HO(胖古人)

繪

初版 究竟0025238 2020[民109]

782.22/8734 本宮：這些后妃不簡單.細說宮廷 張志君著 初版 臺灣商務0025276 2018[民107]

782.27/8734 寡人：這些帝王有個性.細說宮廷 張志君著 初版 臺灣商務0025269 2018[民107]

782.29/8667 這些軍師不正常 夜觀天花板著 初版 高寶國際0025250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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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3886/8666 唐鳳：我所看待的自由與未來=Audrey Tang 丘美珍, 鄭仲嵐著 第一版 親子天下0025233 2020[民109]

785.28/8834 NBA傳奇Kobe Bryant的曼巴成功學：小飛俠柯比激勵你的

10堂課

吳宥忠著 初版 創見文化0025275 2020.03.

785.38/8355 女人的計畫：經歷過家暴、挫折、貧窮後,她仍保有美麗、

冒險、家庭、成功、健康。她是鋼鐵人伊隆.馬斯克的媽

媽。

梅伊.馬斯克(Maye Musk)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大塊文化0025272 2020[民109]

811.1/845 想清楚,寫明白：好的影視、劇場、小說故事必備的七大元

素

艾瑞克.柏克(Erik Bork)著;

張瓅文譯

初版 商周出版;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

0025211 民109.

855/862 我不喜歡這世界,我只喜歡你=I don't like this world,

but only like you.

喬一著 初版 三采文化0025206 2016[民105]

855/8 朵朵小語 : 在心裡留一個地方愛自己 朵朵著 初版 皇冠0025224 2017[民106]

857.7/8664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1. 召喚獸內容與包裝不符可以退貨嗎? 草草泥著;喵四郎繪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高見文化經銷

0025155 2016[民105]

857.7/8664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2. 粉紅切開來都是黑的 草草泥著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家庭

傳媒發行

0025156 2016[民105]

857.7/8664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3. 預防召喚意外,實習之前請先投保 草草泥著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家庭

傳媒發行

0025157 2016[民105]

857.7/8664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4. 上輩子沒積德, 這輩子當勇者 草草泥著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家庭

傳媒發行

0025158 2017[民106]

857.7/8664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5. 龍生龍鳳生鳳, 後宮王的兒子開後宮草草泥著;喵四郎繪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家庭

傳媒發行

0025159 2017[民106]

857.7/8664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6. 這回勇者不鬥惡龍,只砸門 草草泥著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家庭

傳媒發行

0025160 2016[民105]

857.7/865 幽都夜話. 上卷 蝙蝠著 初版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出版;三日

0025177 2019[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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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857.7/865 幽都夜話. 中卷 蝙蝠著 初版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出版;三日

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0025178 2019[民108]

857.7/865 幽都夜話. 下卷 蝙蝠著 初版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出版;三日

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0025179 2019[民108]

857.7/8444 致我們暖暖的小時光=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趙乾乾著 初版 聯合文學出版;聯合

發行經銷

0025204 2019[民108]

857.7/8444 致我們甜甜的小美滿=The love equations 趙乾乾著 聯合文學0025205 2020[民109]

857.7/873 十六夜憶物休憩所 木容著 ; Ooi Choon Liang

繪

初版 長鴻0025219 2019.11.

857.7/8869 上流兒童 吳曉樂著 初版 鏡文學0025237 2018[民107]

857.7/846 北京遺事：一九八九 古華著 初版 聯經0025270 2016[民105]

857.81/83 龍嘯夜行抄 唐隱著 初版 春天出版國際0025226 2020[民109]

859.6/8397 崑崙傳說 : 神獸樂園 黃秋芳著;Cinyee Chiu繪 初版 字畝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0025180 2020[民109]

859.6/8397 崑崙傳說 : 妖獸奇案 黃秋芳著;Cinyee Chiu繪 初版 字畝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0025181 2020[民109]

859.6/8397 崑崙傳說 : 靈獸轉生 黃秋芳著;Cinyee Chiu繪 初版 字畝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0025182 2020[民109]

859.6/865 妖怪客棧1. 姑獲鳥的紛爭=The monster inn 楊翠著 初版 悅智文化館0025215 2019[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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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6/865 妖怪客棧2. 龍女的假期=The monster inn 楊翠著 初版 悅智文化館0025216 2019.12.

859.6/865 妖怪客棧3. 傷魂鳥之歌：傷魂鳥之歌=The monster inn 楊翠著 初版 悅智文化館0025217 2020.05.

859.6/865 妖怪客棧4. 無盡的妖夢=The monster inn 楊翠著 初版 悅智文化館0025218 2021.02.

861.57/8476 神居書店 : 幻本之夏 三萩千夜著;緋華璃譯 初版 皇冠文化0025174 2016[民105]

861.57/8476 神居書店 : 越冬之花 三萩千夜著;緋華璃譯 初版 皇冠0025175 2017[民106]

861.57/8476 神居書店 : 回憶之秋 三萩千夜著;緋華璃譯 皇冠文化0025176 2019[民108]

861.57/8764 湖邊兇殺案 東野圭吾著;張秋明譯 三版 獨步文化, 城邦文

化出版;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0025207 民109.07.

861.57/8764 偵探伽利略 東野圭吾作;王蘊潔譯 初版 皇冠0025208 2019[民108]

861.57/8764 祈念之樹 東野圭吾作;王蘊潔譯 初版 春天出版國際0025209 2020[民109]

861.57/8446 時薪三00圓的死神=The wage of angel of death is

300yen per hour

藤萬留著;王蘊潔譯 初版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出版;楨德總經銷

0025229 2020[民109]

861.57/8756 少爺：日本最多人讀過的夏目漱石代表作 夏目漱石著;劉振瀛譯 二版 自由之丘文創,遠足

文化

0025230 2018[民107]

861.57/8366 使者：思念之人 辻村深月作;高詹燦譯 初版 皇冠0025240 2020[民109]

861.57/8753 雪之鐵樹=The cycad in snow 遠田潤子作;王華懋譯 初版 獨步0025241 2018[民107]

862.55/8598 寄生上流 : 原著劇本=Parasite : screenplay 奉俊昊,韓珍元,金大煥著;葛

增娜譯

第一版 寫樂文化0025228 2020[民109]

863.57/8966 逐鹿之海：一六六一臺灣之戰 朱和之著 初版 INK印刻文學0025274 2017[民106]

873.57/857 伊卡伯格 J.K.羅琳(J. K. Rowling)

著;林靜華譯

初版 皇冠0025246 2021[民109]

873.57/8353 擺渡人 克萊兒.麥克福爾(Claire,

McFall)著;周惠玲譯

初版 遠流0025251 2019[民108]

874.57/8455 善惡魔法學院. I, 天選之子的詛咒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王娟娟,蔡心

二版 方言文化0025171 2020[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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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潘美岑譯

874.57/8455 善惡魔法學院. II, 王子消失的世界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蔡心語譯

方言文化0025172 2020[民109]

874.57/8455 善惡魔法學院. III, 末日誓約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潘美岑譯

方言文化0025173 2020[民109]

874.57/838 暮光之城 : 午夜陽光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著;甘鎮隴譯

一版 尖端0025183 2021[民110]

874.57/87 滅世天使 蘇珊.易(Susan Ee)著;彭臨

桂譯

二版七刷 奇幻基地,城邦文化

出版;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0025195 2017[民106]

874.57/87 滅世天使2. 抉擇 蘇珊.易(Susan Ee)著;彭臨

桂譯

初版 奇幻基地,城邦文化

出版;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0025196 2016[民105]

874.57/87 滅世天使3. 重生 蘇珊.易(Susan Ee)著;彭臨

桂譯

初版 奇幻基地,城邦文化

出版;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0025197 2016[民105]

874.57/8833 太陽神試煉5. 尼祿之塔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

著;楊馥嘉, 王心瑩譯

初版 遠流0025202 2021[民110]

874.57/8457 貝納德的墮落 泰絲.格里森(Tess

Gerritsen)著 ; 陳宗琛譯

二版 春天出版國際0025210 2018.07.

874.57/8575 飢餓遊戲前傳 : 鳴鳥與游蛇之歌 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著;王心瑩譯

初版 大塊文化0025227 2020[民109]

874.57/8657 皇帝魂：布蘭登山德森精選集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段宗忱譯

初版 奇幻基地0025231 2013[民102]

874.57/8657 軍團：布蘭登.山德森精選集II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李玉蘭等譯

初版 奇幻基地0025248 2017[民106]

874.59/8545 魔法學園. I, 鋼鐵試煉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初版 皇冠0025161 2015[民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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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作;汪芃譯

874.59/8545 魔法學園. II, 赤銅手套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作;汪芃譯

初版 皇冠0025162 2015[民104]

874.59/8545 魔法學園. III, 青銅鑰匙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陳芙陽譯

初版 皇冠0025163 2017[民106]

874.59/8585 魔法學園. IV, 白銀面具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陳芙陽譯

初版 皇冠文化0025164 2018[民107]

874.59/8585 魔法學園. V, 黃金巨塔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陳芙陽譯

初版 皇冠文化0025165 2019[民108]

874.59/8584 午餐錢大計畫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文;丁凡譯;唐唐圖

二版二十五刷 遠流0025198 2020[民109]

874.59/8584 蘭德理校園報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文;黃少甫譯;唐唐

圖

二版十七刷 遠流0025199 2020[民109]

874.59/8584 我的阿富汗筆友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文;周怡伶譯;唐唐

圖

初版 遠流0025200 2010[民99](民

102印製)

874.59/8584 就愛找麻煩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周怡伶譯

初版 遠流0025201 2011[民100]

874.59/845 貓戰士六部曲6. 風暴肆虐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

晨星0025203 2019[民108]

874.59/8657 西奧律師事務所7. 暗夜的共犯 葛里遜(Grisham, John)著;

玉小可譯

初版 遠流0025212 2019[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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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59/8584 學校是我們的2.五聲鐘響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周怡伶譯

初版 遠流0025232 2014[民103]

874.59/856 遇見虎靈的女孩 泰.凱勒(Tae Keller)著;王

儀筠譯

初版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0025236 2020.12.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096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6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5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4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3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2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1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0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9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8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7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6 2015[民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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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5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4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3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2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1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00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099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098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097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095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24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23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22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21 2015[民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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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20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9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8 2015[民104]

876.57/866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葛維(Yves Grevet)原

著;李楹翻譯

初版 小魯文化0025117 2015[民104]

947.41/8739 世界學院與王子殿下. 1, 國際社交禮儀 劉怡廷, 格子幫文;糖果工房

圖

三采文化0025166 2019.03-

947.41/8739 世界學院與王子殿下. 2, 時間觀念 劉怡廷, 格子幫文;糖果工房

圖

三采文化0025167 2019.07-

947.41/8739 世界學院與王子殿下. 3, 各國歷史大事件 劉怡廷,格子幫著;糖果工房

圖

初版 三采文化0025168 2019[民108]

947.41/8739 世界學院與王子殿下. 4, 激發潛能的健康運動 劉怡廷, 格子幫文;糖果工房

圖

三采文化0025169 2020.05-

947.41/8739 世界學院與王子殿下. 5, 從世界節慶體驗多元文化 劉怡廷, 格子幫文;糖果工房

圖

三采文化0025170 2020.05-

947.41/8755 滿是空虛之物 アボガド6作;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本0025221 2018[民107]

947.41/8478 果實 アボガド6著;蔡承歡譯 初版 平裝本0025222 2019[民108]

947.41/8478 剝製 アボガド6著;蔡承歡譯 初版 平裝本0025223 2020[民109]

947.41/8755 願你幸福 アボガド6(avogado6)著;林

于楟譯

初版 平裝本0025245 2020[民109]

947.41/8454 日本和服描繪完全攻略：從基礎到令人滿意的描繪重點 摩耶薰子著;楊哲群譯 北星圖書0025254 2016[民105]

947.45/8477 原來我的塗鴉也可以這麼萌! 菊長大人著 初版 碁峰資訊0025264 2018[民107]

948.2/8333 1枝鉛筆!輕鬆畫插圖練習本：「描圖→畫圖」學會畫更多

插圖

Nazomi Kudo作;黃姿頤翻譯 北星圖書0025262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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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6/8665 美少女畫漫畫最萌了!：一枝筆一本書, 就能畫出你的偶像

明星夢!

繪漫堂編著 初版 野人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0025252 2019[民108]

960/832 自然野趣D.I.Y.=Collecting nature marvels to enrich

our life

黃一峯著 第二版 遠見天下0025225 2020[民109]

963/8746 日本色彩物語：反映自然四季、歲時景色與時代風情的大

和絕美傳統色160選

長澤陽子監修;Tomoko

Everson繪;蘇暐婷譯

初版11刷 麥浩斯出版;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0025213 2018[民107]

972.1/8353 恐龍摺紙 高井弘明著;賴純如譯 二版 漢欣文化0025235 2019.06.

972.1/8359 擬真摺紙1. 一張紙即可摺出驚人的藝術 福井久男著;王曉維譯 二版 漢欣文化0025255 2020.03.

972.1/8359 擬真摺紙2. 空中飛翔的生物篇 福井久男著;賴純如譯 二版 漢欣文化0025256 2019[民108]

972.1/8359 擬真摺紙3. 陸上行走的生物篇 福井久男著;賴純如譯 初版 漢欣文化0025257 2016.05.

972.1/8347 唯妙唯肖!用一張色紙摺出擬真爬蟲類.兩棲類動物

=Reptiles and amphibians origami book

フチモトムネジ著;童小芳譯 初版 臺灣東販出版;聯合

發行總經銷

0025258 2017[民106]

184共計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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