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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編者 出版社 

每一個都是「我們的」孩子：文國士與家園的漂浪少年 文國士 寶瓶文化 

青春動力學：41個喚醒內在原力，找到夢想支點的起手式 蔡淇華 親子天下 

動物腥球圖鑑 小高潮色計事務所 大塊文化 

獸人姿勢集：簡單 4步驟學習素描＆設計  玄光社 北星  

不能輸的比賽：重新站上生命打擊區的潘忠韋 潘忠韋/王啟恩 時報出版 

柯比•布萊恩用籃球挑戰人生：從童年到退休，超越極限和成就團隊的 24種態度 HBK（林聖淵） 真文化  

不便利的便利店 金浩然 寂寞 

琴鍵上的貝多芬：聽見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各種想像 呂岱衛 真文化  

夢想路上，遇見防彈與 36位哲學家 車玟周 三悅文化 

沒有誰是壞人, 你也不是! 療癒罪咎 恰克．史匹桑諾 長歌藝術傳播有限公司 

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 龍應台 時報出版 

BrianCuisine不萊嗯的麵包學  Brian Lin 朱雀出版 

走過愛的蠻荒：撕掉羞恥印記，與溫柔同行的偏鄉教師 文國士 寶瓶文化 

越早學越好！給兒子的性教育：從認識身體到網路性暴力，一次解答兒子會遇到的 56種性教育問題 李錫遠 大樹林 

向藝術大師學 Procreate：有 iPad就能畫！初學者也能上手的 Procreate插畫課 3dtotal Publishing 旗標 

THE ART OF Spirited Away 神隱少女 宮崎駿  台灣東販 

籃球讓我成為更好的人：NBA球星賈霸回憶傳奇教練伍登五十年亦師亦友的人生和教育啟示 卡里姆．阿布都—賈霸  真文化 

歡迎光臨夢境百貨：您所訂購的夢已銷售一空 李美芮 寂寞 

音樂家的點子就是比你快兩拍：跟流行樂天才學商業創新思維  帕諾斯．巴奈, 麥可．亨里克斯 積木文化 

唯獨留下愛：BTS防彈少年團 J-Hope推薦！韓國國民詩人羅泰柱寫給這世界每一個人的情書 羅泰柱 皇冠 

冰山對話：從開門到關門、從理解到支持的深度溝通 李崇義  天下 

一起走過愛的蠻荒：讓瞭解安撫恐懼，從思覺失調症體會被愛的失落與期盼【隨書附贈：思覺失調症指導手冊】 文國士  時報出版  

強大內心的自我對話習慣：緊張下維持專注，混亂中清楚思考，身陷困難不被負面情緒拖垮，任何時刻都發揮高

水準表現 伊森．克洛斯 天下雜誌 

葛飾北齋の浮世繪設計力 戶田吉彥 原點 

THE ART OF 天空之城 Animage編輯部 台灣東販 

SHO-TIME：大谷翔平，不可思議的二刀流奇蹟 Jeff Fletcher 堡壘文化  

火來了，快跑 大師兄 寶瓶文化 

如何寫一首歌 傑夫・特維迪  啟明出版 

BTS THE REVIEW當我們討論 BTS： 在嘻哈歌手與 IDOL之間的音樂世界 金榮大 堡壘文化 

羞辱創傷：最日常，卻最椎心的痛楚  周慕姿 寶瓶文化 

FIX（新版） 臥斧  春山出版 

在雨之後：來自詩人的溫柔提醒，當悲傷來臨時，勇敢凋謝、寬待自己，光芒終將透進生活 亞麗珊卓．艾里 采實文化 



每天來點神知識—希臘神話人物雜學圖解百科 奧德•葛米娜 原點 

THE ART OF 風之谷 Animage編輯部  台灣東販 

天才的人間力，鈴木一朗：51則超越野球的人生智慧  張尤金   奇光出版  

躍上主流：創作心流 X創造主流 金曲背後的 13 位音樂製作人 陳律融 避風港文化有限公司  

薩提爾自我療癒之路：一場關於連結渴望、提昇生命力、轉化創傷的內在旅程 張天安 采實文化 

關係黑洞：面對侵蝕關係的不安全感，我們該如何救贖自己？  周慕姿 商周 

FIX：英雄們 Gami, 臥斧  原動力文化 

Artists in Korea：韓國插畫．漫畫家藝術精選 pixiv完全監修 蓋亞 

THE ART OF Kari-gurashi借物少女艾莉緹 

米林宏昌, 宮崎駿, 瑪麗．諾頓, 

丹羽圭子 台灣東販  

希臘怪物揚尼斯：永不放棄的MVP 米琳‧費德  堡壘文化  

大衛．鮑伊的柏林蛻變：華麗搖滾落幕後的真實身影，轉型關鍵時期深度全解析 雨果．威爾肯 潮浪文化 

生死奧祕：十六個生命的靈性對話與臨終學習 釋德嘉 三應股份有限公司 

療癒，從感受情緒開始：傷痛沒有特效藥，勇於面對情緒浪潮，就是最好的處方箋  留佩萱 遠流 

全球高考 1－最後的晚餐 木蘇里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全球高考 2－別對我閉眼 木蘇里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全球高考 3－喧囂人間 木蘇里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禁忌之子 2:狩獵 莎莉·葛琳 臉譜 

快樂的死 卡繆 麥田 

自討苦吃的人 李豪 采實文化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 1(漫畫版) 黑暗之光 威向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 2(漫畫版) 黑暗之光 威向 

日本語 GOGOGO 2 增訂版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豪風 

怕光的行星：夜讀散文集，關於Ｚ世代的孤寂與遺憾 狼焉 悅之文化 

安妮日記 安妮·法蘭克 荷蘭互通出版社 

第二次初戀 Misa 城邦原創 

怪奇事物所：你知道嗎？其實我們都很怪！ 怪奇事物所所長 時報出版 

午夜圖書館 麥特．海格 漫遊者文化 

在謊言拆穿之前 川口俊和 悅知文化 

山茶花文具店 小川系 圓神 

閃亮亮共和國 小川系 圓神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萬特特 幸福文化 

好好再見 不負遇見 黃山料 三采 

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詹馥華 蓋亞 

泰文字母聽•說•寫：把泰語老師帶回家•31堂課讓你看懂泰文說泰語！ 黃則揚 笛藤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雙子異世界冒險篇 5 黑暗之光 威向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3(漫畫版) 黑暗之光 威向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1 逢沢大介 台灣角川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2 逢沢大介 台灣角川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3 逢沢大介 台灣角川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4 逢沢大介 台灣角川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5 逢沢大介 台灣角川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6 逢沢大介 台灣角川 

字音字形我最強 蔡有秩   五南 

尋琴者 郭強生   木馬文化 

用青春換一場相逢 郭強生   天下文化 

晚來天隨筆：2020年日記 陳義芝   爾雅   

東京人 川端康成   麥田   

一首詩的完成 楊牧   洪範 

煮字為藥 徐國能   九歌   

沒有信箱的男人 夏曼‧藍波安   聯合文學   

麵包小偷全套(1~3冊) 柴田啓子   采實文化 

實體店之死與復活 馬克．皮爾金頓   大是文化 

懶人圖解簡報術：把複雜知識變成一看就秒懂的圖解懶人包 林長揚   PCuSER電腦人文化 

PowerPoint必勝簡報  松上純一郎   悅知文化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6)：魏晉南北篇 肥志   野人 

兩個半輩子 星寧   要有光   

地中海一萬五千年史 亞蘭．布隆迪   馬可孛羅  

時光小學 1+2套書 王文華   國語日報 

有趣的歷史套書（原來，古羅馬人這樣過日子！+簡明大歷史） Alberto Angela 商周出版 

探索新物理套書 科學人編輯群   遠流  

少年 Galileo【觀念化學套書】 日本 Newton Press   人人出版 

天葬：西藏的命運 王力雄   大塊文化 

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鄭維中   衛城出版 

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反抗，所以存在 劉致昕, 楊子磊 春山出版   

疫苗先鋒: 新冠疫苗的科學戰 
 Sarah Gilbert, Catherine 

Green 
天下文化 

臺灣新冠疫情的衝擊與反思 邱淑媞   天下文化   

彩色全圖解！鐵道迷的第一本書 鄧志忠   遠足文化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 孫大川   聯合文學   

典藏台灣史（二）台灣原住民史 詹素娟   玉山社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七腳川事件 林素珍, 林春治, 陳耀芳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