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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香港 
中學圖書館聯盟採購方案 v1.2  Tel: (852) 2110-1660 Email: hyread@hyweb.com.hk 

 

《港澳台最多人使用、最新出版、最優質的中英文電子書平台》 

震撼 2 折優惠！ (團購的威力!以比紙書優惠的價格買最受歡迎、最新的電子書服務!)  

買斷方案！ (不是年費服務，每年採購可累積 e 館藏，翌年不續購已購書亦可永久使用!) 

凌網 HyRead 中學採購優惠方案，透過聯盟採購機制，以 2 折價(HK$24,800)買斷 200 多
套港台最新最受歡迎電子書、訂閱 3 套電子雜誌、共用千多套聯盟書庫電子書。學校圖書
館可即時大幅提升電子書館藏，師生可借閱電子書刊亦大大提升超過 1500 套，學校更可
出版兩套多媒體校刊電子書，方案絕對是本學年圖書館發展電子書最好的選擇。 
 
方案費用： HK$ 24,800 

- 圖書館協會會員可享 HK$3000 優惠 (HKTLA/ QLN 會員優惠價 HK$21,800) 

- 往年曾經參加中學聯盟之學校再額外可享 HK$2000 優惠 (續購價 HK$19,800) 

訂購內容： 1. 自選 3 大主題書單買斷 200 多套流行電子書作為永久館藏 (每套 3 複本) 

2. 自選 3 套電子雜誌 1 年期使用，連過刊冊數超過 100 本 (每套 3 複本) 

3. 1 年期共用聯盟共享區價值 60 萬之千多套歷來已購好書 (每套 3 複本) 

4. 贈送 2 套多媒體校刊/學校電子書出版  

免費服務： 1. 建立 HyRead 電子書專屬網站及提供 24 小時最優質電子書借還服務 

2. Single-Sign-On 整合學校現有師生帳戶及書目檢索系統 

3. HyRead 電子書館員/教師/學生使用培訓 

4. 每年一次閱讀推廣活動，選 20 本電子書開放全班閱讀 

截止日期： 2019 年 1 月 31 日   
聯盟 8 大主題書單選優質好書介紹 (學校選購其中 3 個主題) 

詳細書單: http://www.hyweb.com.hk/hyread/sscon18a_booklist.pdf 

A1. 香港出版書單 (指定 70 套香港出版好書) 
 

 爆籃街霸王 

作者：殷培基作 

出版社：突破出版社 

➢ 香港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 港區十二位青年籃球代

表隊成員踏上 NBA 亞

太區青少年集訓之旅 

 Q 版特工 X 嘉薰醫
生：生死 X 緣 

作者：梁科慶、陳嘉薰 

出版社：突破出版社 

➢ 梁科慶與嘉薰醫生聯手

創作，特工歷奇與醫學

偵探的一次 Crossover！ 

 

 
A2. 文學作品書單 2 (指定 80 套好書- 2018 年 11 月最新版) 
 

遊俠少年行 

作者：李潼著; oodi 繪 

出版社：小熊出版 

➢ 臺灣少年小說第一人、

五星級的優選書 

➢ 那一個年代，是威權的

時代，卻是我們首次體

驗公民參與的時代！ 

 漫畫與文學的火花 

作者：幼獅少年策畫 

出版社：幼獅 

➢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

出版品推薦 

➢ 當「文學裡的漫畫」或

「漫畫裡的文學」的想

像被拋出來，是否成為

另一種創作面貌? 

 

方案詳細書單 
請掃瞄二維碼 >>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2562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0979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0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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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英語學習書單 2 (指定 78 套好書- 2018 年 11 月最新版，其中有不少有聲書) 
 

 用哈佛名師的方法
輕鬆背單字 

作者：Gloria Shih 著 

出版社：哈福企業出版 

➢ 本刊包含有聲內容 

➢ 哈佛名師驚人的單字學

習法！ 

➢ 短短 60 分鐘，英語單字

10000 個，牢牢記住 

 旅遊英語手指書 

作者：Robert Shih 著 

出版社：布可屋文化 

➢ 本刊包含有聲內容 

➢ 出國旅行, 想說的會話

這裡都有 

➢ 出國旅遊先修教材，邊

指邊玩，帶著書，開開

心心去旅遊 

 
 

A4. 科學科普書單 2 (科學科普指定 60 套好書- 2018 年 10 月最新版) 
 

課堂上沒教的科學
知識:60 則令人拍
案叫絕的故事 

作者：張之傑著  

出版社：臺灣商務 

➢ 2018 最新科普好書 

➢ 精短易讀，隨意披閱，

廣獲好評，是「科普館

叢書」銷路最好的一本 

 打包去火星：NASA

太空人瘋狂實境秀 

作者：瑪莉羅曲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社 

➢ 《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第六名暢銷書， 

➢ AMAZON 最佳當月好

書，4.5 顆星近完美好評 

➢ 第七屆全美「一城市一

好書」舊金山最佳選書 

 

 
 

A5. 台灣遠見天下書單 (指定 50 套遠見天下出版好書) 
 

 寂境:看見郭英聲 

作者：郭英聲著 

出版社：遠見天下 

➢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入圍 

➢ 他是郭英聲，當代最重

要的攝影家之一， 

這是他的記憶之書 

 大數據 

作者：麥爾荀伯格, 庫基

耶著; 林俊宏譯 

出版社：遠見天下 

➢ 博客來高中閱讀推薦書 

➢ 亞馬遜「資訊管理」暢

銷書第一名 

➢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

後,「資料革命」登場  

 
 

A6. 外國中文翻譯書單 (指定 22 套中文翻譯好書) 
 

管理你的每一天 

作者：99U 著; 約瑟琳.葛

雷編; 陳維真譯 

出版社：圓神出版社 

➢ 亞馬遜暢銷總榜 No.1！  

➢ 20 位世界頂尖暢銷作

家、名校教授、TED 講

師、創意名家 傾囊相授 

全新工作時代最需要的

觀念與技術 

 為了與你相遇 

作者：布魯斯.卡麥隆著;

林雨蒨譯 

出版社：圓神出版社 

➢ 誠品暢銷百大；美國年

度 「好讀小說獎」 

➢ 蟬聯紐約時報暢銷榜逾

50 週 

➢ 一本全世界狗狗最希望

主人看的故事 

 

    

https://ebook.hyread.com.tw/searchList.jsp?search_field=AU&search_input=%E5%BC%B5%E4%B9%8B%E5%82%91%E8%91%97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23619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23689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9317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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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台灣青文出版漫畫書單 (指定 150 套日本漫畫) 
 

 喬巴超人 

作者：武井宏文漫畫; 

尾田栄一郎原作 

出版社：青文出版社 

➢ 航海王的首部外傳搞笑

作品 

➢ 東海上的小島，有位守

護著這座島嶼和平的正

義英雄 - 喬巴超人 

 火線先鋒大吾 

作者：曾田正人作 

出版社：青文出版社 

➢ 我的名字是朝比奈大吾

高中畢業經過半年，在

消防學校的學習之後被

分配到中央消防署目高

濱消防局執勤 

 

A9. 台灣綜合科目書單 (指定 55 套各類好書，2018 年 10 月新加書單) 
 

非普通三國：寫給
年輕人看的三國史 

作者：普通人 

出版社：方寸文創出版 

➢ 台灣文化部中小學生優

良課外讀物推介 

➢ 用二十一世紀的人關心

的重點，告訴你全新的

三國！ 

 與脆弱同行 

作者：尚－克洛德‧卡里 

耶爾著; 郭亮廷譯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 金石堂強力推薦書 

➢ 脆弱讓我們成為有故事

的人，我們也因脆弱而

彼此相連 

 

 
 
(一) 請自選以下其中 3 個主題書單： (請於方格打””) 
 
A1. 香港出版書單 (指定 70 套香港出版書)  A5. 台灣遠見天下書單 (指定 50 套遠見好書)  
A2. 文學作品書單 2 (指定 80 套文學好書)  A6. 外國中文翻譯書單 (指定 22 套翻譯書)  
A3. 英語學習書單 2 (指定 78 套英語學習書)  A8. 台灣青文出版漫畫書單 (指定 150 套漫畫)  
A4. 科學科普書單 2 (指定 60 套科學科普書)  A9. 台灣綜合科目書單 (指定 55 套各科好書)  
** 如學校選了 3 個書單之後想再加購一個或更多個書單，每多一個書單可另加 HK$8,000 採購。  

(二) 請於以下 B、C、D 類雜誌中各選 1 套： (最後選取雜誌：B___ + C___ + D___共 3 套) 

 

 

 

 

 

 

 

 

 

 

 

            

** 學校可另外以 HK$4999 加購 B 類雜誌 3 套 + C 類 2 套 + D 類 2 套雜誌優惠組合。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6555
https://demo.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721


Quote

Hyweb EmergingTech (Hong Kong) Ltd. Date:

Rm 703, Kowloon Building, 555 Nathan Road, KLN, Hong Kong Quotation #:

Customer ID:

Expiration Date:

To: 香港各中學 From: Roy Ching

Attn: 校長/圖書館主任 Title: Manager

Tel: 852-91249849

email: roy.ching@hyweb.com.hk

詳情 單位 數量 單價 費用合計

1.1 Hyread eBook 2018港澳台中學聯盟採購計劃 (優惠價) 項 1 HK$21,800 HK$21,800

- 計劃原價HK$24,800; HKTLA/QLN成員學校可享特別優惠價採購

- 自選3大主題書單買斷200-300多套流行電子書作為永久館藏免費開放使用

- 訂閱3套最新電子雜誌使用一年(包括超過100期過刊開放使用)

- 一年共用港澳台中學聯盟平台上超過1300套電子書

- 一套電子書可供3人同時使用，包含一本可下載離線閱讀複本(支援

  PC/iOS/Android)及兩本瀏覽器線上閱讀複本(校內/外均可閱讀)

- 服務包括24小時自動化電子書圖書館服務

- 提供使用統計報表數據：師生借閱統計及報表、讀者/書籍借閱排行榜

HyRead電子書圖書館功能及特色如下：
- 港、澳、台1000間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中小學的建館經驗、極佳口碑

- 香港公共圖書館16年至今採購了兩萬多本流行電子書/雜誌，師生可同一系統免費借閱

- 創新ALL-in-One程式(一程式集: 找書、借/還書、看書、雲端筆記功能)

- 系統連獲多項文化/IT大獎，All-in-one程式集找書/借還書/看書/雲端筆記功能

- 系統可整合圖書館系統，師生不用另記密碼，並提供編目檔案整合書籍檢索系統

- 優化閱讀功能：雲端筆記保存功能，Facebook分享，ePub書翻譯/維基百科功能

- 學校可將出版自家電子書至平台，如校刊、學校筆記、學生優異作品集…

費用包括以下項目

2.1 HyRead電子書專屬網站建做費用及學校圖書館系統整合費用 贈送

2.2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培訓：館員應用/教師教學/學生使用 贈送

2.3 2套多媒體校刊/電子書出版(無限使用複本) 贈送

以上總計 (HK$) HK$21,800.00

1  . 本報價單經客戶確認蓋章簽回後及經本公司確認後，視為有效之訂單

2  . 本公司乃"HyRead eBook系統"在香港的獨家經銷商，所有eBook均由相關出版社授權於香港/澳門銷售予各圖書館使用

3  . 所有項目之費用, 必需於完成系統安裝及正式開始使用後30天內繳付

Thank you for your business!

[Address: Room 703, Kowloon Building, 555 Nathan Road, KLN, Hong Kong]

[Tel:+852- 2110-1660] [Fax: +852-3753-5123] [hyread@hyweb.com.hk]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報價(香港地區)

20 November 2018

HKHW181111

SSCH-ALL

15 January 2019

Quotation prepar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如確定採購，請於下方填好選項，於右下格簽名及蓋章，並傳真或電郵回覆給我們作實：

簽名及蓋章

方案詳情及書單
請掃瞄二維碼 :

mailto:roy.ching@hyweb.com.hk
mailto:roy.ching@hyweb.com.hk


 

 

 

產品獨家營運及銷售聲明書 

 

茲證明 

 
本公司產品【HyRead電子書】及【HyRead電子雜誌】為本公司

取得內容授權單位合法授權，HyRead電子書圖書館平台為本公司

獨家開發、於香港地區獨家發行與銷售。 

 

其他香港獨家銷售之電子書方案： 

⚫ 2018_Hyread港澳台中學圖書館電子書聯盟採購計劃 

⚫ 2018_Hyread香港小學圖書館採購聯盟 

⚫ 2018_Hyread中國歷史文化電子書聯盟採購 

 

特此證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地區負責人：Roy Ching 
凌網研科(香港)有限公司 Hyweb EmergingTech (Hong Kong) Ltd. 

台灣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yweb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555號九龍行 7樓 703 室 

 
 

2 0 1 8 年 9 月 1 日 



 

Hyread 電子書圖書館平台整合申請表 

1.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學/ □中學/ □大學 
 

2. 交貨日期:       年      月      日  
 

3. 電子書平台使用者登入認證資訊 

(1) 認證方式(請擇一)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 SLS □ Library Master □ eClass □ CCNet □ 其他:_________ 

□E-MAIL 帳號密碼認證: □ Gmail □ Yahoo □ Hotmail 

□其他，名稱:                                       
 

(2)校外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登入網址: 

                                                       
 

(3)認證測試帳號:                 密碼:                 
 

 

4. IP 網域(館員必須於 IP 網域內才可登入館員專區查閱報表) 

□ 讀者於 IP 網域內可不用登入直接開啟線上全本瀏覽 

                                                    
 

5. 借閱政策(如欲調整預設值，請填寫所需之設定值) 

流通政策 
電子書 電子雜誌 

預設值 設定值 預設值 設定值 

可借本數 5 本  3 本  

可借天數 7 天  7 天  

續借天數 7 天  7 天  

續借次數 3 次  3 次  

到期前可續借天數 3 天  3 天  

預約本數 20 本  10 本  
 

6. 書目格式(請√)，敬請提供電子書編目規則說明 

(1) 格式標準: □CMARC □MARC21 □Excel 

(2) 編碼方式: □UTF8  □BIG5   □CCCII 
 

7. 學校相關負責人員聯絡資料： 

 圖書館主任/館員 圖書館/學校 IT負責同事 

姓名：   

電話：   

電郵：   
 

※ 如填寫上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852) 2110-1660查詢。 



HyRead 2018香港中學聯盟採購書單 (自選3個主題書單) (v1.2版本  - 2018年 11月以後採購以此書單為準 )

A1. 香港出版書單 (指定70套香港出版好書)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年 有聲

A1-001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Breakazine! 047 - 未來工作想像指南 Breakazine!創作小組等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063 2017

A1-002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Breakazine! 046 - 凝視垃圾 Breakazine!創作小組等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056 2016

A1-003 人文社會 社會 教育 當好學生遇上好老師 阿濃 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124 2016

A1-004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歷史與文化（一） 暢鐘 博學出版社 9789881486486 2016

A1-005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歷史與文化（二） 暢鐘 博學出版社 9789881486486 2016

A1-006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歷史與文化（三） 暢鐘 博學出版社 9789881486486 2016

A1-007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歷史與文化（四） 暢鐘 博學出版社 9789881486486 2016

A1-008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香港趣味小掌故:港昔生活篇 講故王作 超媒體 9789888307265 2015

A1-009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健吾:這十年來著緊過的事 健吾作 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td.9789881301758 2015

A1-010 文學小說 輕小說 推理驚悚小說 十七歲 阿谷 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339 2017

A1-011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小魚的秘密 關麗珊 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391 2017

A1-012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紅豆糕的歲月 陳志堅 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346 2017

A1-013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書店結業了 周淑屏 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407 2017

A1-014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爆籃 壞孩子軍團 殷培基 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575 2017

A1-015 文學小說 輕小說 推理驚悚小說 Q版特工x嘉薰醫生:生死Ｘ緣 梁科慶、陳嘉薰 突破出版社 9789628996155 2017

A1-016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Q 版特工35　元朗故事 梁科慶 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960 2016

A1-017 文學小說 輕小說 推理驚悚小說 Q版特工x嘉薰醫生:真生再見 梁科慶、陳嘉薰 突破出版社 9789888073870 2013

A1-018 文學小說 輕小說 推理驚悚小說 貓之疑惑 阿谷作 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892 2016

A1-019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A班之粉筆字 關麗珊著 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762 2015

A1-020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我最「搣時」的故事 游欣妮作 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885 2015

A1-021 文學小說 輕小說 武俠小說 武神少年.武域時空 殷培基作 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502 2015

A1-022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聲動千載:中國人憑歌寄情的故事 阿濃著 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670 2015

A1-023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爆籃街霸王 殷培基作 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724 2015

A1-024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四十二張手帖:年輕人寫世界 胡燕青, 麥樹堅等作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045 2013

A1-025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娃娃看天下 宋穎敏 紅出版 (青森文化)9789888490042 2017

A1-026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知產風雲 黃十 紅出版（青森文化）9789888490141 2017

A1-027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Poetry for Beginners 詩歌入門 Gabeba Baderoon 嘉貝巴‧巴德倫香港中文大學 9789882370241 2017

A1-028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駱駝祥子. 何大齊插圖.注釋本 老舍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9789629967956 2017

A1-029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精選10個中小學必讀的科學家故事 子陽 博學出版社 無 2017

A1-030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精選11個中小學必讀的商人故事 子陽 博學出版社 無 2017

A1-031 文學小說 輕小說 推理驚悚小說 卡比解謎咖啡館1 誰偷走了時間﹖ 祈碧思 小麥文化 9789888421657 2017

A1-032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傻瓜開Party:派對新手必讀的輕食食譜 魯字號作 青春文化事業出版  春華發行9789888157211 2014

A1-033 考試證照 證照考試 證照考試 摘星老師的範文18篇 殷培基 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087 2016

A1-034 考試證照 升學考試 國高中 DSE中文科模擬試題 黃少偉 博學出版社 無 2017

A1-035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心中陽光燦爛 區樂民 皇冠出版社會（香港）有限公司9789882163027 2013

A1-036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出路 古天朗 突破出版社 9789888392322 2017

A1-037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一生不可忽略的小事 Ⅰ 佳樂 博學出版社 無 2017

A1-038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卡耐基分享給你的18種能量書（上） 佳樂 博學出版社 無 2016

A1-039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卡耐基分享給你的18種能量書（下） 佳樂 博學出版社 無 2016

A1-040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卡耐基分享給你的18種能量書（中） 佳樂 博學出版社 無 2016

A1-041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哈佛人不說 Ⅰ 佳樂 博學出版社 無 2016

A1-042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活在當下正能量（下） 佳樂 博學出版社 無 2014

A1-043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活在當下正能量（中） 佳樂 博學出版社 無 2014

A1-044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活在當下正能量（上） 佳樂 博學出版社 無 2014

A1-045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快樂由星期一開始:轉化快樂人生的52個秘訣 區祥江著 青源出版社 9789888156474 2013

A1-046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環保生態 惜食咪做大嘥鬼 鄔柏強 紅出版 (青森文化)9789888437627 2017

A1-047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天文學 香港星空觀測與拍攝入門 錢正榮編著 紅出版(青森文化)9789888437238 2016

A1-048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老鼠偵探智破科學謎題 查理偵探作 超媒體 9789881322470 2015

A1-049 電腦資訊 軟體 應用軟體 跟我學INDESIGN──從初稿到成書一條龍 超媒體出版 超媒體出版社 無 2015

A1-050 語言學習 翻譯寫作 翻譯寫作 摘星路1──寫好記敘文 謝廷樞 天行者出版社 9789881468529 2016

A1-05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中學英文文法全書. 1, 單元(1) Samuel S. Lau編著;Karen S. K. Lee顧問編輯出版事業(香港)有限公司(Ultimate Publications & Creations (HK) Ltd.)9789626880760 2017

A1-05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中學英文文法全書. 1, 單元(2) Samuel S. Lau編著;Karen S. K. Lee顧問編輯出版事業(香港)有限公司(Ultimate Publications & Creations (HK) Ltd.)9789626880777 2017

A1-05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中學英文文法全書. 1, 單元(3) Samuel S. Lau編著;Karen S. K. Lee顧問編輯出版事業(香港)有限公司(Ultimate Publications & Creations (HK) Ltd.)9789626880784 2017

A1-05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中學英文文法全書. 1, 單元(4) Samuel S. Lau編著;Karen S. K. Lee顧問編輯出版事業(香港)有限公司(Ultimate Publications & Creations (HK) Ltd.)9789626880791 2017

A1-05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中學英文文法全書. 1, 單元(5) Samuel S. Lau編著;Karen S. K. Lee顧問編輯出版事業(香港)有限公司(Ultimate Publications & Creations (HK) Ltd.)9789626880807 2017

A1-05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中學英文文法全書. 1, 單元(6) Samuel S. Lau編著;Karen S. K. Lee顧問編輯出版事業(香港)有限公司(Ultimate Publications & Creations (HK) Ltd.)9789626880814 2017

A1-05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古德明英語典藏 古德明著 青森文化 9789888270743 2014

A1-05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金牙大狀教你講中講英 清洪著 青森文化 9789888270392 2014

A1-059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讀社論學英文【第十卷】 星島出版 星島出版 9789623483346 2017

A1-060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讀社論學英文Vol.11 星島出版 星島出版 9789623483797 2017

A1-06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中文學習 美言一百 阿濃著;棗田插畫 突破出版社 9789888246267 2014

A1-06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小學雞英語1 Patrick Sir 紅出版 (青森文化)9789881438928 2015

A1-063 休閒生活 生活 寵物 喵店長 林琪香 天行者出版社 9789881278647 2015



A1-064 休閒生活 生活 寵物 我是你的忠心GPS 曾建平 x Deanna 天行者出版社 9789881662217 2013

A1-065 休閒生活 生活 寵物 路邊喵 路邊攤作 青春文化 9789888157099 2013

A1-066 休閒生活 生活 寵物 與狗有緣 清兒作 紅出版 (青森文化)9789888270828 2014

A1-067 休閒生活 休閒 棋弈遊戲魔術 三國博弈對決象棋 博弈～孫子兵法（上） 劉志華 博學出版社 9789881311634 2014

A1-068 休閒生活 休閒 棋弈遊戲魔術 三國博弈對決象棋 博弈～孫子兵法（下） 劉志華 博學出版社 9789881311634 2014

A1-069 休閒生活 休閒 棋弈遊戲魔術 快快樂樂玩魔術 沙律姐姐作 超媒體 9789881624253 2015

A1-070 漫畫繪本 漫畫 台港漫畫 老夫子. 第1部 王澤漫畫 王澤 9787806011713 1998

A2. 文學作品書單2 (指定80套文學好書-2018年11月最新版)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書名 著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年 有聲

A2-101 文學小說 文學 世界文學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讀書共和國/野人文化9789863840855 2015

A2-102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遊俠少年行 李潼,oodi 讀書共和國/小熊出版9789869330541 2016

A2-103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論自我與寫作：吳爾芙散文集 維吉妮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活字出版 9789869460811 2017

A2-104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短短的就夠了【苦苓極短篇精華版】 苦苓 時報出版 9789571365817 2016

A2-105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語文力向上：國文課沒教的事3 劉炯朗 時報出版 9789571368948 2017

A2-106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聽見宋朝好聲音 蘇淑芬 時報出版 9789571370156 2017

A2-107 文學小說 文學 日本文學 御伽草紙 作者：太宰治/譯者：湯家寧逗點文創結社 9789869439916 2017

A2-108 文學小說 文學 歐美文學 落失男孩 湯瑪斯‧沃爾夫 逗點文創結社 9789869439930 2017

A2-109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旅行拼圖  劉宗銘 幼獅 9789864490806  2017

A2-110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青春，好行！ 江連君 幼獅 9789864490691 2017

A2-111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漫畫與文學的火花 廖鴻基、許榮哲、張耀升等/文、漢寶包、捲貓、馮筱鈞/圖幼獅文化 9789864490295 2016

A2-112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聶隱娘 王國華 海鴿 9789863920243 2015

A2-113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中國近代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317078 2016

A2-114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中國近代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317061 2016

A2-115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清代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291507 2016

A2-116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清代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289894 2016

A2-117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明代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249270 2016

A2-118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明代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249263 2016

A2-119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遼金元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249256 2015

A2-120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遼金元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249249 2015

A2-121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宋代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97 2015

A2-122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宋代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80 2015

A2-123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隋唐五代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73 2015

A2-124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隋唐五代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66 2015

A2-125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魏晉南北朝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59 2015

A2-126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魏晉南北朝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42 2015

A2-127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秦漢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35 2015

A2-128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秦漢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28 2015

A2-129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先秦文學故事　下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11 2015

A2-130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先秦文學故事　上冊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04 2015

A2-131 文學小說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 一本書讀懂人間詞話 王國維趙建/注評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15

A2-132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普希金經典詩歌 [俄]普希金田偉華/譯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15

A2-133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塵煙如夢花事了：李清照經典詩詞賞析 霍洪聲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15

A2-134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英)莎士比亞/著田偉華/譯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15

A2-135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遇到你真好 易小歡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9399395 2017

A2-136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海裡來的交換學生 維他命熙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9316361 2016

A2-137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贖罪的紅豆餅 易小歡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9316323 2016

A2-138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記憶回收二手店 易小歡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9399302 2016

A2-139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汪汪博士歷險記 小柚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5864972 2016

A2-140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難得友情人 小艾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5864910 2016

A2-141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冰雪精靈闖大禍 小艾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5864576 2014

A2-142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追風的小孩 尋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5864163 2013

A2-143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文學鉅子舞台：徜徉在29位大師優美的精神靈魂中羅明陽教授 德威國際 9789865756376 2015

A2-144 文學小說 文學 歐美文學 西洋文學殿堂：人類精神文化成果最燦爛的果實 吳明賢 德威國際 9789865756390 2015

A2-145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給青少年的哈佛人生哲理 王愛民 婦女與生活社 9867273796 2010

A2-146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南方朝廷備忘錄 羅智成 華品文創 無 2016

A2-147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來不及長大 蘇偉貞 華品文創 無 2014

A2-148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回來以後 郝譽翔 有鹿文化 9789866281556 2013

A2-149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熱地圖 吳鈞堯 華品文創 無 2015

A2-150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溫柔的對待 林少雯 華品文創 無 2014

A2-151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亮的天 許悔之 華品文創 無 2016

A2-152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小蘭嶼和小藍鯨 詹澈 華品文創 無 2016

A2-153 人文社會 人文 經典古籍 史記故事及其成語(下) 高談文化編著 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9789866620829 2013

A2-154 人文社會 人文 經典古籍 史記故事及其成語(上) 高談文化編著 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9789866620812 2013

A2-155 人文社會 人文 經典古籍 世說新語 劉義慶 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9789866620935 2013

A2-156 人文社會 人文 經典古籍 中庸的故事 劉瑛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9789865915544 2013

A2-157 人文社會 人文 經典古籍 大學的故事 劉瑛 新銳文創 9789866094613 2012

A2-158 人文社會 人文 歷史 中國古代機智人物故事選 祁連休 秀威出版 9789863262572 2014



A2-159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教你讀唐代傳奇－－聶隱娘 劉瑛 秀威經典 9789869237949 2016

A2-160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古典文學 教你讀唐代傳奇－－博異志 劉瑛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9789865716554 2015

A2-161 文學小說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 詩在旅途中──詩語飛翔 琹川 釀出版(秀威資訊) 9789865976477 2012

A2-162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慎獨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410 2016

A2-163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節儉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397 2015

A2-164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誠信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342 2015

A2-165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廉潔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335 2015

A2-166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勤學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304 2015

A2-167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寬仁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267 2015

A2-168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交友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243 2015

A2-169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孝順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205 2015

A2-170 文學小說 文學 青少年文學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忠貞篇 劉昭仁 秀威少年 9789865731175 2015

A2-171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騎在雲的背脊上 洪淑苓 釀出版 9789864451487 2016

A2-172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病患奇談，行醫妙事一籮筐 廖宏強 釀出版(秀威資訊) 9789865871819 2014

A2-173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漫遊者行記 朱曉劍 釀出版(秀威資訊) 9789865871659 2013

A2-174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天心月圓──從中國經典名句看人生 羅秀美 釀出版(秀威資訊) 9789865976460 2012

A2-175 文學小說 詩詞 詩詞 松下聽濤───蕭蕭禪詩集 蕭蕭 釀出版 9789864450206 2015

A2-176 人文社會 社會 大眾傳播 作家修煉術（下） 子陽 博學出版社 無 2017

A2-177 人文社會 社會 大眾傳播 作家修煉術（中） 子陽 博學出版社 無 2017

A2-178 人文社會 社會 大眾傳播 作家修煉術（上） 子陽 博學出版社 無 2017

A2-179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牛肉麵的幸福滋味 楊寒 大都會文化 9789866234613 2013

A2-180 文學小說 文學 中文現代文學 在森林裡遇見村上春樹 王光波 大都會文化 9789866234576 2013

A3. 英語學習書單2 (指定80套英語學習好書-2018年11月最新版)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書名 著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年 有聲

A3-10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好聽力！用耳朵學英語---老外怎麼說都聽得懂 施孝昌著 哈福 9789869496667 2017

A3-10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超簡單會話英文法 張瑪麗 哈福文化 9789865616670 2016 Y

A3-10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30秒朗朗上口英語會話 施孝昌, Scott William布可屋 9789869301213 2016 Y

A3-10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背單字有好方法 Howie Phillips 布可屋 9789869207683 2016 Y

A3-10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糟糕！這句中文英語怎麼說 施孝昌 哈福文化 9789865616601 2016 Y

A3-10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旅遊英語手指書 Robert Shih 布可屋 9789869207676 2015 Y

A3-10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美國人天天說生活美語 施孝昌 哈福文化 9789865972974 2015 Y

A3-10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用哈佛名師的方法輕鬆背單字 Gloria Shih 哈福文化 9789865972288 2014 Y

A3-109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搞定這100個動詞，英文想不好都難！ 王洛媛 凱信出版 9789866615856 2011 Y

A3-110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瓶子裡的閃電？！跟老外聊天打屁最好用的666個哈啦常用語王洛媛 凱信出版 9789866615801 2011 Y

A3-11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課本不會教你的生活片語 曾婷郁 凱信出版 9789866615733 2011

A3-11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口譯大師的 One-to-One 文法跟讀課 郭岱宗 貝塔 9789577298829 2012 Y

A3-11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口譯大師的 One-to-One 數字跟讀課 郭岱宗 貝塔 9789577299017 2012 Y

A3-11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口譯大師的 One-to-One 跟讀課 郭岱宗 貝塔 9789577298706 2012 Y

A3-11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翻譯大師教你讀英文 郭岱宗 貝塔 9789577298317 2011

A3-11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王復國理解式文法：連接詞、介系詞與冠詞篇 王復國 貝塔 9789577298300 2011

A3-11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不要只學英文，重灌你的頭腦 Dr. Chinglish 卿格立師 9789869333009 2017

A3-11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取個有意思的英文名字：中華文化名人英文名字三百六十家采詩 白象文化 9789863584278 2017

A3-119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實用英語文法與基礎段落寫作 曾春鳳 秀威出版(秀威資訊)9789863260554 2013

A3-120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誰是大富翁 Ｗho is the millionaire? 顧素華 著 方集出版社 9789864711222 2017

A3-12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非學不可的英語會話王 馬詠文 不求人文化 9789868747425 2011

A3-12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非學不可的英語單字王 陳勝 不求人文化 9789868747418 2011

A3-12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帶老外逛台灣 Nipa Wu 玉山社 9789862940075 2011

A3-12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自助遊會話書  英語 葉曉紅 漢宇國際文化出版9789862280270 2013

A3-12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圖解英文片語快速記憶魔法 葉曉紅 漢宇國際文化出版9789862282014 2011

A3-12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電話美語 Hold 的住 Judd Piggott、Vera ChenEZ叢書館 9789862482148 2011 Y

A3-12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景區景點英語360句輕鬆學 馮海霞編著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9789575632908 2018

A3-12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親愛的,我把英文變簡單了!:破解英語學習密碼 溫素美著 崧博 9789865989040 2012

A3-129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語愛說笑 師德出版部 師德文教股份有限公司9789866915413 2011

A3-130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除錯大師(1)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 9789574952533 2011

A3-13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除錯大師(2)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 9789574952540 2011

A3-13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除錯大師(3)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 9789574952687 2011

A3-13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除錯大師(4)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 9789574952694 2011

A3-13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biz互動英語100期特別企劃 英文商業書信大全集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12 Y

A3-13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15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2 Y

A3-13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14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2 Y

A3-13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13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2 Y

A3-13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12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2 Y

A3-139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11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0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10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9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8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7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6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5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4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3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2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49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English and You 1 世航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提供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彭蒙惠英語出版社無 2011 Y

A3-150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Young Readers Series 6 - Down to Earth GuyRedmer 空中美語 9789865965631 2014 Y

A3-15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Young Readers Series 5 - The Big Swap RyanCampbell 空中美語 9789865965648 2014 Y

A3-15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Young Readers Series 4 - The Last Knight GuyRedmer 空中美語 9789865965624 2014 Y

A3-15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文法總動員(下)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空中美語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9789866990397 2014

A3-15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文法總動員(上)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空中美語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9866990397 2014

A3-15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Young Readers Series 3 - The Door In The Floor RyanCampbell 空中美語 9789865965402 2013 Y

A3-15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Young Readers Series 2 - Just Us GuyRedmer 空中美語 9789865965259 2013 Y

A3-15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Young Readers Series 1 - Koko and Max RyanCampbell 空中美語 9789865965129 2013 Y

A3-15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Careers職場情境英文 空中美語編輯部 空中美語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9789860844764 2011

A3-159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單字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0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狄克生片語AllPass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職場英文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餐飲英文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遊學英文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商用英文加油站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一日一句日常美語開口說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履歷新視窗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寫作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實力提升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69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會話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0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單字知訊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1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旅遊必備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2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面談高峰會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3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面試履歷Don't worry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文法知訊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5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英文文法手冊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6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上班族英語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7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輕鬆開口說英文贈言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3-178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生活英文大補帖 矽緯資訊編輯部作矽緯資訊 無 2014

A4. 科學科普書單2 (科學科普指定60套好書-2018年10月最新版)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書名 著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年 有聲

A4-001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物理 T恤上的宇宙：尋找宇宙萬物的終極理論 佛克(Dan Falk) 貓頭鷹出版社 9789862623473 2018

A4-002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生命如何創新：大自然的演化創新力從何而來？ 安德里亞斯．華格納(Andreas Wagner)馬可孛羅 9789869597838 2018

A4-003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那些讓動物們好煩惱的事 洪藝之 采實文化 9789578950191 2018

A4-004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別讓世界只剩下動物園：我在非洲野生動物保育現場上田莉棋（Riki） 啟動文化 9789864930883 2018

A4-005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意識宇宙簡史：人類生命本質的九大奧祕 作者/編者 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 M.D.)、米納斯．卡法托斯( Menas Kafatos, Ph.D.)橡實文化 9789579001557 2018

A4-006 藝術設計 藝術 音樂舞蹈 好音樂的科學II：從古典旋律到搖滾詩篇──看美妙樂曲如何改寫思維、療癒人心約翰•包威爾（John Powell）大寫出版 9789869553209 2018

A4-007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大腦升級2.0，鍛鍊更強大的自己：重新連結，你可以更聰明更健康更積極更成長約翰·B.雅頓（John B. Arden）本事出版 9789579121224 2018

A4-008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大腦依戀障礙：為何我們總是用錯的方法，愛著對的人？史丹・塔特金（Stan Tatkin）橡實文化 9789579001427 2018

A4-009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花園的祕密語言：彼得‧渥雷本的自然觀察筆記 彼得‧渥雷本 Peter Wohlleben地平線文化 9789869587334 2018

A4-010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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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531220 2018

A4-011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科學頑童費曼語錄 理查．費曼、米雪．費曼時報出版 9789571373232 2018

A4-012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過勞腦 趙安安 時報出版 9789571373157 2018

A4-013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現代理論物理大師:尼爾斯.玻爾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如是文化 無 2018

A4-014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中國數學史上最光輝的篇章：李冶、秦九韶、楊輝、朱世杰的故事管成學 趙驥民 如是文化 無 2018

A4-015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中國近代民族化學工業的拓荒者：侯德榜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 如是文化 無 2018

A4-016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中國的狄德羅：宋應星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 如是文化 無 2018

A4-017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真理在烈火中閃光：布魯諾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 如是文化 無 2018

A4-018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圓周率計算接力賽：祖沖之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 如是文化 無 2018

A4-019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宇宙的中心在哪裏：托勒密與哥白尼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 如是文化 無 2018

A4-020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硝烟彌漫的詩情：諾貝爾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 如是文化 無 2018

A4-021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遇見特暴龍 孫昱 白象文化 9789863585862 2018

A4-022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物理 量子の生死書 廖敏洋 白象文化 9789863585770 2018

A4-023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 失控的長壽醫療：8個能讓人類活到250歲，卻又100％有道德爭議的救命科技伊芙．哈洛德 采實文化 9789869427746 2017

A4-024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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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121057 2017

A4-025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怪咖心理學博士教你跟誰賭都會贏：101道囊括水平思考、魔術技法、科學花招、數學把戲與陷阱謎題的心理學密技集錦李察．韋斯曼 Richard Wiseman [著]漫遊者文化 9789869427371 2017

A4-026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樹的祕密語言：學會傾聽樹語，潛入樹的神祕世界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地平線文化 9789869415491 2017

A4-027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啟動身心淨化的20個聲音療癒練習 趙曼君、高爾登 時報出版 9789571370040 2017

A4-028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環保生態 一本書讀懂綠色成長 周桂田、歐陽瑜 主編巨流圖書 9789860534993 2017

A4-029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地質學 台灣的颱風 冀家琳 獵海人 9789574346530 2017

A4-030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天文學 宇宙猜想 聶崇永 獵海人 9789869476652 2017



A4-031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環保生態 地球還剩幾年？極端氣候下的關鍵時刻（全新修訂版）蘇言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9488266 2017

A4-032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環保生態 環境荷爾蒙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教育協會幸福綠光 9789869501927 2017

A4-033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 跨越過百年天擇：優活自體DNA 宇科 白象文化 9789863585510 2017

A4-034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物理 統一場論 胡萬炯 白象文化 9789863585046 2017

A4-035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工程學 地勤機密：飛航安全始自地面，透視航空地勤內幕華明琇 好人出版 9789869155793 2016

A4-036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野果：183種果實踏查，梭羅用最後十年光陰，獻給野果的小情歌亨利•梭羅 自由之丘出版 9789869204514 2016

A4-037 人文社會 社會 大眾傳播 新時代判讀力：教你一眼看穿科學新聞的真偽 泛科學「科學新聞解剖室」專欄作者群（黃俊儒等）方寸文創 9789869200349 2016

A4-038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是誰讓屍體說話？──看現代醫學如何解讀《洗冤集錄》鄒濬智、蔡佳憲 獨立作家 9789869315319 2016

A4-039 電腦資訊 信息 資管網通 數位神探-現代福爾摩斯的科技辦案：10個犯罪現場偵蒐事件簿王旭正、吳欣儒、張淯閎博碩 9789864341306 2016

A4-040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天文學 打包去火星：NASA太空人瘋狂實境秀 瑪莉．羅曲(Mary Roach)貓頭鷹出版社 9789862622643 2015

A4-041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 尼安德塔人：尋找失落的基因組 帕波 Svante Pääbo 夏日出版社 9789869100526 2015

A4-042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製造業 四軸飛行器自造手冊 Ark Lab多旋翼工坊碁峰資訊 9789863476139 2015

A4-043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 地球造化萬物生命人生概論 薛文興 獵海人 9789574324736 2015

A4-044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工程學 多旋翼式無人飛機－專業級軟硬體調校指南 MKTsai 博碩文化 9789864340248 2015

A4-045 親子童書 童書 兒童學習 蘋果偷偷變老了－－陳老師的科學雜貨鋪 陳偉民 幼獅文化 9789575749668 2014

A4-046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Formosa海平面下：浮潛台灣婆娑之洋．美麗之島陳楊文 山岳文化 9789862483190 2013

A4-047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環保生態 環境治理：臭氧層耗損與全球暖化 林文謙 獨立作家 9789869006217 2013

A4-048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環保生態 沒人敢說的事實—核能、經濟、暖化、脫序的能源政策陳立誠 獨立作家 9789868976108 2013

A4-049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物理 漫說超導體 孫又予 獨立作家 9789868985339 2013

A4-050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為什麼 E = mc2?:探索時空、質量之源與希格斯粒子考克斯(Brian Cox), 福肖(Jeff Forshaw)著;李琪譯貓頭鷹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789862621134 2012

A4-051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環保生態 抗暖化，我也可以：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張瑞剛 秀威出版 9789862219300 2012

A4-052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科學總論 冷知識新鮮報 馬德里 達觀出版 9789867367150 2012

A4-053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史上最經典的心理學實驗：人性心理全看透 田秋 雅各文創 9789868864047 2012

A4-054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製造業 發明的故事：讓歷史轉彎的里程碑 馮國濤 可道書房 9789867386250 2012

A4-055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 男生小便後為何要抖一下 徐冰兒 可道書房 9789867386809 2012

A4-056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 小便其實比大便還要硬：保證你想不到的冷知識 花火蝶 可道書房 9789867386649 2012

A4-057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動植物 「鮑魚不是魚?」海洋生物的新鮮事 海魚達人 可道書房 9789867386601 2012

A4-058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物理 光的故事：發現第二個愛因斯坦 鄭天吉吉，姚福燕可道書房 9789867386557 2012

A4-059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聰明是練出來的II-讓騙子遠離的10堂感官訓練課 霍靳文 大智文化 9789866129537 2012

A4-060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跟側寫師學說服術－來源於犯罪心理學的側寫術 夏德忠 悅讀名品 9789868772175 2012

A5. 台灣遠見天下書單 (指定50套遠見天下好書)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書名 著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年 有聲

A5-001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時代的摺痕：特派員的祕密檔案 陳玉慧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5241 2014

A5-002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尋路青春 楊照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2169063 2012

A5-003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極品美學：書法．崑曲．普洱茶 余秋雨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6750 2015

A5-004 人文社會 人文 哲學 易經入門與國學天空 傅佩榮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8020 2015

A5-005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沒有圍牆的醫院 林芝安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6743 2015

A5-006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島嶼的另一種凝視 楊渡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8525 2015

A5-007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暗夜裡的傳燈人 楊渡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7467 2015

A5-008 人文社會 社會 政治 開放台灣 高希均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7375 2015

A5-009 人文社會 社會 教育 從收穫問耕耘，腳踏實地談教育 洪蘭、蔡穎卿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5807 2014

A5-010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台灣關鍵字：12個社會新動力 中國時報編輯部調查採訪室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366 2013

A5-011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與時光對話：連方瑀自選輯二 連方瑀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281 2013

A5-012 人文社會 社會 教育 閱讀的力量：改變生命的十趟閱讀之旅 吳錦勳、李桂芬、李康莉、林宜諄、彭蕙仙、謝其濬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2875 2013

A5-013 人文社會 社會 教育 哈佛教我的18堂人生必修課 尤虹文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3063 2013

A5-014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星空之下永遠有路 姚仁祿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2169865 2012

A5-015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我的台灣想像 嚴長壽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2169858 2012

A5-016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與時代的對話 王力行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2169834 2012

A5-017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愛與正義 陳長文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2169841 2012

A5-018 人文社會 社會 政治 「寧靜革命」不寧靜 高希均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2169827 2012

A5-019 人文社會 人文 歷史 誰與斯人慷慨同 張作錦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2169803 2012

A5-020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賈伯斯傳 華特‧艾薩克森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2790 2013

A5-021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台灣心臟外科第一人：洪啟仁的生命故事 洪啟仁 口述　李慧菊 採訪整理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5319 2014

A5-022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弓在弦上：胡乃元與Taiwan Connection的故事 胡乃元; 吳錦勳採訪撰述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5982 2014

A5-023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幸福一念間：李濤的台灣行腳 李濤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5692 2014

A5-024 人文社會 人文 人物傳記 本心：張榮發的心內話與真性情 張榮發口述  陳俍任採訪撰文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4268 2014

A5-025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在印度，聽見一片寂靜：黃誌群二十年探尋之旅 黃誌群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3803 2014

A5-026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夜京都 曲培棻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2868 2013

A5-027 休閒生活 生活 記憶/學習法 道德課：解決工作與生活難題的五種思考 布魯斯‧溫斯坦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2776 2013

A5-028 休閒生活 生活 記憶/學習法 關鍵18分鐘：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 布雷格曼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311 2013

A5-029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原來是天使 "Angel!" She smiles… 胡婷婷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4824 2014

A5-030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第3選擇：解決人生所有難題的關鍵思維 史蒂芬‧柯維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007 2013

A5-031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告別之前 蘇珊‧史賓賽溫德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670 2013

A5-032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 曼羅迪諾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2165 2013

A5-033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人際溝通
工作，只有專業還不夠：洞悉自我、人際、組

織、社會的新鮮人指南
李偉文、李欣澄（A寶）、李欣恬（B寶）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7856 2015



A5-034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企業管理創業
攻擊者優勢：如何洞察產業不確定性，創造突圍

新契機
夏藍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9003 2015

A5-035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企業管理創業 新時代？心王道 施振榮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7702 2015

A5-036 財經商管 商業財經 國際市場趨勢
零售4.0：零售革命，邁入虛實整合的全通路時

代
王曉鋒、張永強、吳笑一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8372 2015

A5-037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廣告行銷公關 偉大廣告公司 張阿茂(張淳翔)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6828 2015

A5-038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人際溝通 魅力學：無往不利的自我經營術 奧麗薇亞‧卡本尼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2011 2013

A5-039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生涯規劃 敢闖才會贏：盛治仁給年輕世代的三堂人生課 盛治仁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3391 2013

A5-040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生涯規劃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哈佛大師教我的幸福人生管

理學
艾瑞克‧賽諾威、梅瑞爾‧梅多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3476 2013

A5-041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生涯規劃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管理

學
郭瑞祥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588 2013

A5-042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生涯規劃 柯維經典語錄：18個關鍵原則，創造成功人生 史蒂夫‧柯維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3094 2013

A5-043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企業管理創業 等待的技術：慢想，讓決定更好 帕特諾伊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2325 2013

A5-044 財經商管 商業財經 國際市場趨勢 大數據 麥爾荀伯格、庫基耶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915 2013

A5-045 財經商管 商業財經 國際市場趨勢 大移轉：全球經濟板塊改變，企業如何應變？ 瑞姆‧夏藍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3612 2013

A5-046 財經商管 商業財經 國際市場趨勢 誰說人是誠實的！ 丹‧艾瑞利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991 2013

A5-047 財經商管 商業財經 國際市場趨勢 自造者時代：啟動人人製造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克里斯‧安德森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1755 2013

A5-048 藝術設計 藝術 戲劇電影
天空的情書：抗戰飛行員紀錄片「沖天」電影紀

事
譚端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8242 2015

A5-049 藝術設計 藝術 音樂舞蹈 音樂，不只是音樂：認識古典音樂的四十堂課 彭廣林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4312 2014

A5-050 藝術設計 藝術 攝影 寂境：看見郭英聲 郭英聲、黃麗群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5456 2014

A6. 外國中文翻譯書單 (指定22套中文翻譯好書)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書名 著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年 有聲

A6-001 人文社會 人文 哲學
知性對話必備！讀懂世界的生存之書（지적 대화를 위

한 넓고 얕은 지식: 역사, 경제, 정치, 사회, 윤리 편）
蔡社長（채사장）究竟 9789861372471 2018

A6-002 人文社會 人文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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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36435 2018

A6-003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可以跌倒但不能被打倒 CPU（周品妤） 圓神 9789861336428 2018

A6-004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做一個簡單的好人 許峰源 方智 9789861754727 2017

A6-005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為自己出征【燙金珍藏版】（中英對照）(The

Knight in Rusty Armor)
羅伯．費雪 方智 9789861754710 2017

A6-006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原力思辨：哈佛法學教授用星際大戰解析生命中

重要的事 (The World According to Star Wars)
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先覺 9789861343105 2017

A6-007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敬那些痛著的心：蘇絢慧的暖心放映時光 蘇絢慧 究竟 9789861372341 2017

A6-008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Good Luck：當幸運來敲門【全新插圖．30萬冊

暢銷典藏版】
亞歷士‧羅維拉,  費南多‧德里亞斯迪貝斯 圓神 9789861336183 2017

A6-009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 古賀史健究竟 9789861371955 2014

A6-010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芝加哥大學行為科

學教授揭開心智運作的真相
尼可拉斯．艾普利, Nicholas Epley究竟 9789861371931 2014

A6-011 人文社會 人文 歷史 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 黃震南 究竟 9789861372242 2016

A6-012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政大超人氣通識課「從

漫畫看日本」
蔡增家 先覺 9789861342498 2015

A6-013 人文社會 人文 哲學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先覺 9789861341965 2012

A6-014 文學小說 文學 世界文學 我絕非虛構的美好七年（The Seven Good Years） 艾加．凱磊 Etgar Keret寂寞 9789869452458 2017

A6-015 文學小說 文學 歐美文學 為了與你相遇 布魯斯．卡麥隆, W. Bruce Cameron圓神 9789861333991 2012

A6-016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廣告行銷公關
一言逆轉：逼人買到剁手指的文案鬼才教你一句

話的強大力量（一言力）
川上徹也 方智 9789861754789 2017

A6-017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人際溝通 TED人氣講者這樣做搶戲投影片 阿卡錫．克利亞, Akash Karia先覺 9789861343006 2017

A6-018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生涯規劃
終結平庸：哈佛最具衝擊性的潛能開發課，創造

不被平均值綁架的人生
陶德‧羅斯, Todd Rose先覺 9789861342924 2017

A6-019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人際溝通

如果那時候，好好說了「對不起」：人人都要學

，一堂修補人際關係的入門課(Why Won't You

Apologize? )

海瑞亞‧勒納(Harriet Lerner)究竟 9789861372433 2017

A6-020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生涯規劃
斜槓青年：全球職涯新趨勢，迎接更有價值的多

職人生
Susan Kuang 圓神 9789861336312 2017

A6-021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廣告行銷公關
你的點子需要牙籤：英國創意大師教你一加一等

於三的利多思考
戴夫．卓特, Dave Trott先覺 9789861342825 2016

A6-022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企業管理創業
管理你的每一天：建立好習慣、鍛鍊專注力、磨

練創意
99U 圓神 9789861334929 2014

A8. 台灣青文出版漫畫書單 (指定150套日本漫畫)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書名 著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年 有聲

A8-00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1)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0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10)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0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11)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0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12)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0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13)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0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2)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0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3)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0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4)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0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5)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6)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7)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8)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火線先鋒大吾 (9) 曾田正人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1)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10)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2)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3)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4)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1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5)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6)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7)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8)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DOGS 獵犬 BULLETS & CARNAGE(9) 作者：三輪士郎、譯者：林佩瑾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1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10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2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3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4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2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5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6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7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8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9 長月達平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手與口(1) 大崎知仁/原作, 河下水希/漫畫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手與口(2) 大崎知仁/原作, 河下水希/漫畫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手與口(3) 大崎知仁/原作, 河下水希/漫畫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手與口(4) 大崎知仁/原作, 河下水希/漫畫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手與口(5) 大崎知仁/原作, 河下水希/漫畫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3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軍神榮耀─西庇阿與漢尼拔─1 カガノミハチ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軍神榮耀─西庇阿與漢尼拔─2 カガノミハチ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軍神榮耀─西庇阿與漢尼拔─3 カガノミハチ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軍神榮耀─西庇阿與漢尼拔─4 カガノミハチ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軍神榮耀─西庇阿與漢尼拔─5 カガノミハチ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軍神榮耀─西庇阿與漢尼拔─6 カガノミハチ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6)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7)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8)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9)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4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30)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31)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32)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33)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10)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11)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12)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終結的熾天使(1) 作者：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終結的熾天使(2) 作者：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終結的熾天使(3) 作者：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5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終結的熾天使(4) 作者：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終結的熾天使(5) 作者：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終結的熾天使(6) 作者：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喬巴超人(1) 作者：武井 宏文, 尾田 栄一郎、譯者：鈴蘭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喬巴超人(2) 作者：武井 宏文, 尾田 栄一郎、譯者：鈴蘭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喬巴超人(3) 作者：武井 宏文, 尾田 栄一郎、譯者：鈴蘭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喬巴超人(4) 作者：武井 宏文, 尾田 栄一郎、譯者：鈴蘭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喬巴超人衝啊！大家的喬巴老師 作者：武井宏文, 尾田榮一郎、譯者：周芷伊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巴哈姆特》1 明月千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巴哈姆特》2 明月千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6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巴哈姆特》3 明月千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巴哈姆特》4 明月千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巴哈姆特》5 明月千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巴哈姆特》6 明月千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巴哈姆特》7 明月千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巴哈姆特》8 明月千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1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2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3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4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7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5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6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7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8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9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1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2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3 車田正美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電波教師 (1) 東毅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電波教師 (2) 東毅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8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電波教師 (3) 東毅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電波教師 (4) 東毅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電波教師 (5) 東毅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電波教師 (6) 東毅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電波教師 (7) 東毅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1)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10)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11)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12)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13)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09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14)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15)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2)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3)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4)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5)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6)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7)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8)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 (9)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0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OMEGA (1) 星野倖一郎/安西信行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1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OMEGA (2) 星野倖一郎/安西信行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1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OMEGA (3) 星野倖一郎/安西信行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1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魔兵傳奇OMEGA (4) 星野倖一郎/安西信行青文出版社 無 2016

A8-11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9)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3100607 2012

A8-11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8)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2568149 2011

A8-11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6)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2562598 2010

A8-11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7)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2564929 2010

A8-11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偷怪盗 (1) 青山剛昌 青文出版社 9789575391713 2009

A8-11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4)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2098301 2009

A8-11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5)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2560785 2009

A8-12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2)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2095065 2008

A8-12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3)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2096901 2008

A8-12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偷怪盗 (4) 青山剛昌 青文出版社 9789862090206 2007

A8-12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樣DOLLS (1) 山村哉 青文出版社 9789862092125 2007

A8-12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4)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1

A8-12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5)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1

A8-12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3)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2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4)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2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5)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2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6)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3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7)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3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8)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3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9)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3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0)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3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1)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3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2)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3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3)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2000

A8-13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0)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9

A8-13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1)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9

A8-13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2)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9

A8-14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9)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9

A8-141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5)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8

A8-142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6)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8



A8-143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7)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8

A8-144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8)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8

A8-145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偷怪盗 (3) 青山剛昌 青文出版社 9789575395339 1998

A8-146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1)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7

A8-147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2)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7

A8-148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3)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7

A8-149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烈火之炎(4) 安西信行 青文出版社 無 1997

A8-150 漫畫繪本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 神偷怪盗 (2) 青山剛昌 青文出版社 9789575391720 1994

A9. 台灣綜合科目書單 (指定55套各類好書-2018年11月新加書單)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書名 著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年 有聲

A9-001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18歲的禮物：三位不同典型的年輕創業家寫給你們的溫馨叮嚀洪敬富、林曉芬、黃智遠布克文化 9789579699204 2018

A9-002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在顛沛流離的世界裡，你還有我啊 Peter Su 布克文化 9789579699181 2018

A9-003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金澤不思議 村松友視 馬可孛羅 9789869597869 2018

A9-004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每天練習，成為更好的自己 游祥禾 布克文化 9789869699051 2018

A9-005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美國, 原來如此!:走進偉大與荒唐共存的大國日常 克萊兒著 創意市集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789869499750 2017

A9-006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日本點餐完全圖解:看懂菜單X順利點餐X正確吃法:不會日文也能前進燒肉、拉麵、壽司、居酒屋10大類餐廳食堂酒雄著 創意市集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789869499743 2017

A9-007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剛剛好，最完美！向瑞典人學過幸福日常、不加班也富有的自由Fika人生謝夙霓、Fiona Zheng創意市集 9789869499729 2017

A9-008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日本留學計畫書:申請準備x表格填寫攻略x校園生活x融入日本社會, 絶対大丈夫だよ!林彥廷著 創意市集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9789869462785 2017

A9-009 休閒生活 生活 兩性婚姻愛情 #愛過以後忘記的事 冒牌生著 布克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789869478267 2017

A9-010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日本人, 搞不懂你ㄋㄟ!:台灣女孩的留日闖蕩手記 王亭媁(miho)著;阿茲雷爾繪創意市集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無 2017

A9-011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廣告行銷公關 LINE即時行銷好點子:認識到認同、消息轉消費, 最有效的依「賴」行銷手法攻略權自強著 電腦人文化出版  城邦發行無 2017

A9-012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台灣街角小旅行：emico的散步地圖 陳婉玲 創意市集 9789868737785 2012

A9-013 人文社會 人文 歷史 新舊聞：從皇帝離婚到妓院指南，從海賊王到男王后，讓人腦洞大開的奇妙連結逢甲大學「玩出趣」教師成長社群：王惠鈴、余風、周翊雯、施盈佑、徐培晃、彭心怡、廖崇斐、鐘文伶方寸文創 9789869536707 2017

A9-014 人文社會 社會 教育 為孩子張開夢想的翅膀──落山風老師愛的教育週記楊傳峰 方寸文創 9789869200394 2017

A9-015 人文社會 人文 歷史 非普通三國：寫給年輕人看的三國史 普通人 方寸文創 9789869200356 2016

A9-016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環島的意義：一個哲學教授的社會觀察 謝青龍 方寸文創 9789869200363 2016

A9-017 人文社會 人文 歷史 暗黑醫療史 蘇上豪 方寸文創 9789869200325 2015

A9-018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瘋關西：探索日本文化心臟地帶 遠足文化 克莉絲朵．韋倫 9789869532242 2017

A9-019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尋找村上春樹之旅：重度村上成癮者精心打造，死忠書迷必備的聖地巡禮手冊申成鉉 光現出版 9789869521635 2017

A9-020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瑞士慢養生活：快樂瑞士人的身體保健、心理健康與飲食日常陳雅婷(緹琪) 木馬文化 9789863594420 2017

A9-021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走吧！有些遠路是必須的！ 黃惠如 方舟文化 9789869518406 2017

A9-022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台灣鬼仔古：從民俗看見台灣人的冥界想像 林美容 月熊出版 9789869512602 2017

A9-023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超級英雄是這樣煉成的：蝙蝠俠崛起與進擊的宅文化格倫．威爾登 遠足文化 9789869447515 2017

A9-024 藝術設計 藝術 戲劇電影 當代寂寞考 馬欣 木馬文化 9789863592273 2016

A9-025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鐵血與音符：德國人的民族性格 埃米爾．路德維希八旗文化 9789865842628 2015

A9-026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日本岩手，掌心上的奇蹟旅程 王曉鈴 時報出版 9789571373171 2018

A9-027 人文社會 人文 文化風俗人類 韓國人，你「潮」什麼？ 王天中 時報出版 9789571372990 2018

A9-028 科學科普 應用科學 心理學 機會效應：掌握人生轉折點，察覺成功之路的偶然與必然洪震宇 時報出版 9789571372969 2018

A9-029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化學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化學？ 李開周 時報出版 9789571372761 2018

A9-030 科學科普 自然科學 物理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物理？ 李開周 時報出版 9789571372723 2018

A9-031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美感京都：李清志的京都美學 李清志 時報出版 9789571372501 2018

A9-032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你的人生，不能就這樣算了！ 約翰．歐萊瑞 時報出版 9789571372488 2017

A9-033 電腦資訊 信息 電子商務 網路行銷懶人包｜影片、直播、貼文、圖片、故事，一次搞懂不見面就成交的內容行銷術！劉奶爸 碁峰資訊 9789864762835 2017

A9-034 電腦資訊 信息 電子商務 LINE@行動行銷｜邁向百萬星級店家 劉滄碩 碁峰資訊 9789864760022 2017

A9-035 漫畫繪本 繪本 繪本 憂憂熊的不憂愁人生哲學 小鳥遊志穗 采實文化 9789578950030 2017

A9-036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心理界限：尊重自己的意願，3個練習設立「心理界限」，重拾完整自我楊嘉玲 采實文化 9789869547338 2017

A9-037 醫藥養生 養生 健康食療 總是精神百倍的人，吃的跟你不一樣？：日本國家代表隊隨隊營養師，教你小小改變飲食習慣讓身體保持最佳狀態柴崎真木 采實文化 9789869547307 2017

A9-038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人際溝通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36則讓你有態度、不委曲，深諳世故卻不世故的世道智慧慕顏歌 采實文化 9789869452809 2017

A9-039 藝術設計 藝術 戲劇電影 教你看懂電影的20堂課：好電影如何好？ 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 Foster）／著本事出版 9789579121125 2017

A9-040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廣告行銷公關 未來食堂：提供免費餐的餐廳到今天都能賺錢的理由小林世界 啟動文化 9789864930708 2017

A9-041 財經商管 行銷企管 廣告行銷公關 創意思考的祕密在聯想力：點子源源不絕！歐洲最具未來競爭力的訓練課程朵特‧尼爾森, 莎拉‧瑟伯本事出版 9789869450478 2017

A9-042 財經商管 職場關係 生涯規劃 愛的祕密：每一天，練習縫合你的心［人類圖氣象報告2］Joyce Huang (喬宜思)本事出版 9789869314350 2016

A9-043 人文社會 人文 哲學 與脆弱同行 尚－克洛德‧卡里耶爾漫遊者文化 9789864891900 2017

A9-044 人文社會 人文 哲學 一口哲學：27場當代哲學家獻給愛智饕客的絕妙TALK，限時15分鐘暢談哲學大師的心靈之旅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 大衛‧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漫遊者文化 9789864891771 2017

A9-045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遇見26個自己：認識內在的26種人格，喜歡上不完美的自己席薇雅．恩格爾 漫遊者文化 9789869436243 2017

A9-046 醫藥養生 醫藥 醫藥常識 拒絕生病：無病生活從65件日常小事開始 大衛．阿格斯(Dr. David B. Agus)地平線文化 9789869484602 2017

A9-047 人文社會 人文 歷史 世界史是打出來的：看懂世界衝突的第一本書，從20組敵對國關係，了解全球區域紛爭，掌握國際脈動對我們的影響關真興 漫遊者文化 9789869370998 2016

A9-048 醫藥養生 醫藥 醫藥常識 八卦醫學史：在八卦中暢談科普知識，以正統醫學爬梳歷史真相甯方剛（燒傷超人阿寶）漫遊者文化 9789865671822 2016

A9-049 文學小說 散文 散文 移動的夢想──給下一輪少年的備忘錄 林黛嫚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89869167093 2018

A9-050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1秒鐘，預見你的下一步：「我懂你」ICU潛意識溝通圖卡書 你不說的，我都知道沈唐 木蘭文化 9789869167048 2016

A9-051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大學生一定要做的100件事 真敬 海鴿 9789863920526 2016

A9-052 宗教心靈 心靈 成長勵志 比爾‧蓋茲給青年的9個忠告 高紅敏 海鴿 9789863920540 2016

A9-053 休閒生活 休閒 旅遊觀光 我們的，離島風物詩：絕美祕境、溫煦人情、好食風光，尋訪純淨的島嶼映像許傑 山岳 9789862487174 2018

A9-054 語言學習 各國語言 英文學習 最啟發人心的英文得獎感言：EZ TALK 總編嚴選特刊EZ TALK編輯部 EZ叢書館 9789862487051 2018

A9-055 人文社會 社會 社會學 環島讀冊：心中那間獨立書店，改變街區的閱讀力量曹馥年 山岳文化 9789862486955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