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ISBN

1 流星.蝴蝶.劍（上） 古龍 風雲時代 9789861463186
2 流星.蝴蝶.劍（下） 古龍 風雲時代 9789861463193
3 且試天下（上） 傾冷月 高寶 9789865062750
4 且試天下（中） 傾冷月 高寶 9789865062767
5 且試天下（下） 傾冷月 高寶 9789865062774
6 偵探已經死了(1) 二語十 尖端出版 9789571093529

7 偵探已經死了(2) 二語十 尖端出版 9786263088870

8 偵探已經死了(3) 二語十 尖端出版 9786263160217

9 偵探已經死了(4) 二語十 尖端出版 9786263164147

10 OVERLORD（1）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254928
11 OVERLORD（2）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258520
12 OVERLORD（3）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661245
13 OVERLORD（4）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663812
14 OVERLORD（5）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665519
15 OVERLORD（6）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666646
16 OVERLORD（7）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667544
17 OVERLORD（8）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668572
18 OVERLORD（9）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3669104
19 OVERLORD（10）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4733156
20 OVERLORD（11）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864734832
21 OVERLORD（12）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575640057
22 OVERLORD（13）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575643515
23 OVERLORD（14） 丸山黃金 角川 9789577438744
24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1）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2875919
25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2）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2877074
26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3）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28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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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4）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251491
28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5）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254164
29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6）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255406
30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7）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256946
31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8）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257837
32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9）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660347
33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10）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662280
34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11）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666035
35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12）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9789863669043
36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1）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864730407
3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2）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864732272
38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3）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864734788
39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4）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864737178
40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4.5）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864737901
41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5）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578531147
42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6）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575640101
43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7）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575643539
44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7.5）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575647018
45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8）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577430816
46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9）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577433497
4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10）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577435156
48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11）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577438119
49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11.5） 衣笠彰梧 台灣角川 9789865240585
50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1）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65946
51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2）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67049
52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3）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73163
53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4）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75273
54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5）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77468
55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6）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79394
56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7）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80499
57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8）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8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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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9）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86224
59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10）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90603
60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特務教育（11） ネコ光一 尖端出版 9789571093116
61 親子情緒管理小學堂（1） 伊莎貝 小宇宙文化 9786269524624
62 親子情緒管理小學堂（2） 伊莎貝 小宇宙文化 9786269524631
63 親子情緒管理小學堂（3） 伊莎貝 小宇宙文化 9786269524624
64 親子情緒管理小學堂（4） 伊莎貝 小宇宙文化 9786269524662
65 親子情緒管理小學堂（5） 伊莎貝 小宇宙文化 9786269524655
66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萬特特 幸福文化 9789578683761
67 這世界很好，但你也不差 一般版 萬特特 幸福文化 9786267046258
68 三體 劉慈欣 貓頭鷹 9789861206066
69 三體II：黑暗森林  劉慈欣 貓頭鷹 9789861206882
70 三體III：死神永生  劉慈欣  貓頭鷹 9789861208916

71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1)：泰雅族、布農

族、鄒族
里慕依 新自然主義 9789860674835

72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2)：阿美族、卑

南族、達悟族
馬耀 新自然主義 9789860674866

73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3)：魯凱族、排

灣族、賽夏族、邵族
奧威尼 新自然主義 9789860674873

74
診間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

帶妳找到生命的出口
林靜儀 鏡文學 9789869545679

75
診間裡的女人2：不再害怕失去，婦產科女

醫師陪妳找尋被遺忘的自己
林靜儀 鏡文學 9789869950206

76 玩金術1金屬工藝入門
趙丹綺.王意

婷
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 9789868454200

77 玩金術2：金工創作進階 趙丹綺 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 9789868454217
78 滅世審判02  YY的劣跡 三日月 9789863611509
79 滅世審判03  YY的劣跡 三日月 9789863611813
80 滅世審判04  YY的劣跡 三日月 9789863612001
81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06  藍旗左衽 三日月 9789863612247
82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07  藍旗左衽 三日月 9789863612865
83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08  藍旗左衽 三日月 978986361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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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09  藍旗左衽 三日月 9789863612599
85 早上醒來發現小夥伴變成美少女02 瓶 長鴻出版社 9789864742646
86 早上醒來發現小夥伴變成美少女03 瓶 長鴻出版社 9789864742837
87 陰陽路五 林綠 蓋亞 9789866157905
88 陰陽路卷六 林綠 蓋亞 9789863190073
89 陰陽路卷七 林綠 蓋亞 9789863190295
90 陰陽路卷八（完） 林綠 蓋亞 9789863190424

91 房間裡的大象
 Eviatar

Zerubavel
早安財經 9786269569403

92 動物同性戀：同性戀的自然史
 Fleur

Daugey
時報出版 9789571394831

93 我是這麼說的  Ruth 網路與書出版 9789860661576
94 其實，你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千田琢哉 悅知文化 9789865740320

95 茶金 （葉脈版）
 公視, 客委會,

黃國華
印刻 9789863874768

96 倖存之家  安．派契特 寂寞出版社 9786269532322
97 親愛的不完美人生  安娜‧荷普 遠流 9789573293712
98 上一堂人生的國文課  羊咩老師 遠流 9789573294016

99
別做熱愛的事，要做真實的自己：一本重新

思考人生與工作的改變之書

 艾希莉．史

塔爾
商業周刊 9789865519902

100

呂昇達：職人手作吐司全書-從名店熱銷白

吐司到日本人氣頂級吐司，一次學會八大類

型開店秒殺職人手作技法

 呂昇達 布克文化 9789860796322

101 窮得有品味
 亞歷山大．

封．笙堡
商周出版 9789861246062

102 原民頌歌：張金發(無書，1DVD) 清涼音 9789574496792

103
你所說的流浪，就是我的歸途：從一人獨旅

到三人旅居的愛情旅遊故事
 楊迷斯 時報出版社 9789571384016

104 後山鯨書  廖鴻基, 金磊 聯合文學 9789575227432

105
空間資訊技術原理及其應用理論基礎篇(2

版)

 趙忠明, 周天

穎, 嚴泰來, 葉

美伶

儒林 9789574999835

106 人工擁抱  潘柏霖 潘柏霖 978957437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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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解愛：重返莊子與詩歌經典，在愛裏獲得重

生
 蔡璧名 天下雜誌 9789863985624

108 走路：獨處的實踐  龍應台 時報出版 9789571399454

109
愛為何使生物滅絕？在野生動物瀕危的時代

，檢視我們對寵物的愛
Peter Christie 貓頭鷹 9789862625163

110
大師為你說的希臘神話：永遠的宇宙諸神人

（長銷十六年典藏版）
凡爾農 貓頭鷹 9789862622551

111
原住民寫真與文化：泰雅族、賽德克族、太

魯閣族
王古山 博客思 9789579267243

112
世界素料理101（奶蛋素版）：小菜、輕

食、焗烤、西餐、湯品和甜點

王安琪、洪嘉

妤
朱雀 9789866029073

113 一把刀，千个字 王安憶 麥田 9789863448266
114 天香 王安憶 麥田 9789861204918

115 妖怪、神靈與奇事：台灣原住民故事 王洛夫 聯經出版公司 9789570847222

116
經典歲時節慶米食：跟著職人學做古早味粄

粿，找回懷念的好滋味

古麗麗 徐茂

揮
幸福文化 9786267046241

117 今年我想這樣生活：全新生活提案
布萊恩．E．

羅賓森
星出版 9789860610369

118
依戀效應：為什麼我們總在愛中受傷，在人

際關係中受挫？

皮特‧羅文海

姆
三采 9789576582394

119  當代Q地理資訊系統：從人文社會到大數據
石計生, 黃映

翎
雙葉書廊 9789865668945

120
為什麼不愛了: 更多自由卻更少承諾, 社會學

家的消極關係報告
伊娃．易洛斯

聯經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570861440

121

最好的教養，從接受負面情緒開始：理解孩

子的情緒風暴，打造良好親子關係的45堂對

話課

伊莎貝爾．費

歐沙
遠流 9789573294122

122

給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你：19個克服自我

價值感低落的處方箋，用阿德勒心理學擺脫

「比較級」人生

朴豫眞 大好書屋 9789860795660

123
江宏恩的私味覺：獨享、夜歸的快速料理（

親簽版）
江宏恩 出色文化 978626706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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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哥吉拉II:怪獸之王 電影美術設定集
艾比.伯恩斯

坦
尖端 9789571055411

125
邪惡植物博覽會: 辣椒、杜鵑、鬱金香......如

何成為邪惡殺手, 一不小心讓你命喪黃泉
艾米．史都華

臺灣商務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0533910

126
煤氣燈操縱：辨識人際中最暗黑的操控術，

走出精神控制與內疚，重建自信與自尊

艾米‧馬洛－

麥柯心理師
麥田 9786263101593

127 迪士尼TSUM TSUM羊毛氈手作書 佐佐木公子 尖端 9789571080529

128 不褪的光澤：臺灣原住民服飾圖錄(平裝)
何傳坤、廖紫

均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9789860216196

129 餐桌上的木食器：28堂日系餐具木作課
余宛庭.木質

線
原點 9789579072502

130 跟巴菲特學投資：股神教你的七大投資秘訣
瑪麗．巴菲

特, 尚恩．尚
春天出版社 9789577414823

131
做自己最好的陪伴：找回安全感，讓你內在

小孩不害怕、不寂寞的療癒五堂課
吳姵瑩 遠流 9789573279778

132

每天來點心理學，揭開隱祕的人性關鍵字：

30個史上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帶你突破限制

，邁向更好的自己

李東龜 大好書屋 9789860795899

133 二十億光年的孤獨 谷川俊太郎 合作社出版 9789869595896
134 這是我的山丘！ 貝利．福爾斯 青林 9789862745403

135 BTS 防彈少年團成長記錄
亞德里安·貝

斯利
三悦文化 9789869673068

136 富人不說，卻默默在做的33件事 延埈赫 先覺 9789861343761
137 聖女的救贖 東野圭吾 皇冠 9789573337584
138 以眨乾杯 東野圭吾 春天出版社 9789577414212

139 我殺了他 東野圭吾 獨步文化 9789866043536
140 迷宮裡的魔術師 東野圭吾 皇冠 9789573336617
141 沉睡森林 東野圭吾 獨步文化 9789865580469
142 天鵝與蝙蝠 東野圭吾 皇冠 9789573338413
143 做自己，為什麼還要說抱歉？ 林依晨 聯經出版公司 9789570861471

144
LOHO異國風蔬食好味道：在地食材*異國

香料，每天蔬果多一份的不偏食
金一鳴 朱雀 978986602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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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東南亞餐桌小旅行：越南、泰國、菲律賓、

馬來西亞、印尼、汶萊、新加坡、寮國、柬

埔寨，118道南洋美食Step By Step

金禮利/高毓

婷
麥浩斯 9789864085408

146 萬物皆有裂縫 阿布 寶瓶文化 9789864062676
147 如果生命是一則故事 范毓麟 幼獅文化 9789864492053
148 雙堂記：大武山下的聖堂傳奇 范毅舜 遠流 9789573293675

149
出發後，才開始的故事：真心想做一件事，

全世界都會幫你
娘娘不要走 尖端 9789571088747

150
正韓食: 韓國歐巴主廚的刀法、調醬、烹飪

全書, 神還原道地韓劇美食
孫榮 (Kai)

台灣廣廈有聲圖

書有限公司
9789861304571

151
我不是不努力，只是做不到你滿意：讓每個

孩子在「墮落」前，都能獲得該有的幫助
宮口幸治 遠流 9789573294283

152 龍貓官方藝術設定集 宮崎駿
北京聯合出版公

司
9787559654212

153 神隱少女 宮崎駿 台灣東販 9789862511114

154 陪你一起風和日麗
泰先生（崔聖

哲）
悦知文化 9789865101978

155 嗑藥 JUNK 馬文·柏吉斯 小魯文化 9789862111543

156
食尚馬非親炙家滋味‧初探原鄉之台灣原民

香氣食材跨界歐陸文創饗宴

馬非(馬中良),

孟鼎
渠成文化 9789869579834

157 認識頌缽音療：平衡身心，紓壓助眠 張達，和光 靛藍出版 9789869952934

158
水果入菜：OGINO餐廳四季水果創意料理

的前菜、沙拉、主菜、湯品、甜點

荻野伸也/蘇

聖翔
瑞昇 9789864012909

159 正常人 莎莉‧魯尼 時報出版 9789571382371
160 聽Fofo說故事：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學風景 連翊翔 玉山社 9789860576733

161 正點臺菜市場新料理
陳兆麟、邱清

澤
二魚文化 9789866490903

162
脫癮而出不迷網：寫給網路原生世代父母的

教養書
陳志恆 圓神 9789861338040

163 你怎麼沒愛上你自己 陳志恆
謳馨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069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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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青春不是突然就叛逆：校園心理師第一手觀

察，看懂青少年憂鬱、難相處、無法溝通背

後的求救訊號

陳雪如 親子天下 9789575039585

165 死亡藍調
勞倫斯．卜洛

克
臉譜 9789862358849

166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為你自己 曾寶儀 天下生活 9789869950671

167
好好生活慢慢相遇：30歲，想把溫柔留給自

己
黃山料 三采 9789576585302

168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異世界冒險篇5 黑暗之光 威向出版社 9789865052331
169 我想把你留在昨天 溫如生 皇冠 9789573337669
170 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詹馥華 蓋亞 9789863196075
171 蜘蛛人：新宇宙 電影美術設定集 雷明.傑德 尖端 9789571086231
172 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 廖運潘 聯經出版公司 9789570860580

173
遺書教我的事：在情緒的驚濤駭浪中，發現

事情比你想的美好

趙士懿, 陳秋

華(採訪撰文)
沐光 9789869942591

174
真相製造：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

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
劉致昕 春山出版 9789860659788

175
山林與海之歌：台灣原住民神話系列套書（

童書）
劉嘉路 麋鹿 9788088262138

176
算癌症：運用大數據、五運六氣、易經八卦

，治療癌症於發生之前！
樓中亮 時報出版 9789571393841

177 轉念的力量 天下 9789865252724

178

醫易閑話：古傳中醫傳人胡塗醫，貫通醫道

與易學的88堂醫易合一課（附「常見疾病象

數方參考」書衣海報）

糊塗醫 三采 9789576586583

179 歲月，莫不靜好（平裝） 蔣勳 時報 9789571396491
180 藥命 盧建彰 三采 9789863427513

181 失去愉悅的踰越 盧建彰  有鹿文化 9789860607529
182 每天都在膨脹 鯨向海 大塊文化 9789862138960

183 無事的守護神 蘭迪•里貝 博識圖書 9786269509775

184
呆萌酷男孩 Connect It Cool, Guys （小

說）
甲斐田紫乃 東立 978957267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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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吾命騎士-卷一  御我 天使出版 9789865945053

186 療癒的飲食與斷食：新時代的個人營養學 天下生活 9786269586530

優惠價:56553元                   新台幣:伍萬陸仟伍佰伍拾參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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