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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身：黑蓮花  星子 蓋亞 9789863195924  085061 

歡迎光臨博物館：動物博物館＋植物博物館（兩冊套書） 
 珍妮‧布魯姆 , 凱

西‧威利斯 
大家出版  8667106506816  

085062-08506

3 

橡皮擦男孩  麗莎‧湯普森 小樹文化 9789570487770  085064 

說不出口的，更需要被聽懂：11 個暖心對話練習，走進孩子的心 胡展誥 遠流 9789573293378  085065 

約定：案簿錄．浮生 卷三  護玄 蓋亞 9789863196389  085066 

赤瞳者 03 宿主  晨羽 城邦原創 9789860658996  085067 

赤瞳者 04 母親（完）  晨羽 城邦原創 9786269517794  085068 

天堂旅行團  張嘉佳 新經典文化 9786267061121  085069 

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安可短篇集 (10)  橘公司 台灣角川 9786263211049  085070 

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安可短篇集 (9)  橘公司 台灣角川 9789577438737  085071 

鬆開的技、道、心：穴道導引應用錦囊  蔡璧名 天下雜誌 9789863987086  085072 

超簡單 AIoT 物聯網與網站架設必學神器：Node-RED 視覺化開發工具  陳會安 博碩 9789864348787  085073 

家的永恆滋味：食物與愛的美味實踐，慢食教母給女兒的人生 MENU  芬妮．辛格 麥田 9786263101753  085074 

玉使（仙靈傳奇 5）  陳郁如 親子天下 9786263051768  085075 

日子是不斷的喜歡：12 個月，我們的島嶼生活記事  食癮，拾影 悅知文化 9789865101794  085076 

醃漬╳風乾：40 款延長食物風味的天然保存法  按田優子 采實文化 9789865075392  085077 

一吃就停不了！焦糖堅果˙果仁糖˙帕林內 Pralines：來自法國波爾多，風

靡歐美日 400 年的長青不敗甜點 
 青山翠  出版菊  9789866210822  085078 

料理美味的科學：五星主廚無法解釋，權威科學家告訴你食物更好吃的幻變

魔法 
 朴容基 方言文化 9789865480585  085079 

品嘗的科學：普立茲獎得主的滋味探源之旅  約翰．麥奎德 行路 9789869753463  085080 

口感科學： 由食物質地解讀大腦到舌尖的風味之源（收錄 50 道無國界全方

位料理） 

 歐雷・莫西森, 克拉

夫斯・史帝貝克 
大寫出版 9789579689229  085081 

SPY×FAMILY 間諜家家酒 1  遠藤達哉  東立 9789572642658  085082 

SPY×FAMILY 間諜家家酒 2  遠藤達哉  東立 9789572642665  085083 

SPY×FAMILY 間諜家家酒 3  遠藤達哉  東立 9789572647554  08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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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Y×FAMILY 間諜家家酒 4-8  遠藤達哉  東立 9789572653159  085085 

成為溫美玉（親簽版）：從偏鄉女孩到資深良師，30 年教學心法與人生智慧 溫

美玉融合教學與人生體悟高峰之作 
 溫美玉 天下文化 9789865255022  085090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15)  大森 藤ノ 青文  9789865125769  085091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16)  大森 藤ノ 青文  9786263032217  085092 

死神第 3 部門：追憶  晨羽 悅知文化 9789865102111  085093 

夏日告白 
 Sophia, 尾 巴 , 笭

菁, 晨羽 
春天出版社 9789577413826  085094 

守護馬來熊的女孩：再見，索亞！以信念燃亮夢想的旅程  阮莊 菓子文化 9786269527151  085095 

神偷阿嬤再次出擊  大衛．威廉 晨星 9786263200920  085096 

達克比辦案 11-荒漠救命蛙：沙漠生態系與動物的適應  胡妙芬 親子天下 9786263051973  085097 

昔日巫師套書  克瑞希達．科威爾 尖端 4711228588077  
085098-08510

1 

即使看不見，我們還是牽著手穩穩走  岡薩洛．莫爾  奧林 9789869990585  085102 

最後的戰象：大兵林旺三部曲  李如青 步步 9789860689563  
085103-08510

5 

皇上吃什麼：歷史，是吃出來的，一起享用甄嬛的豬蹄、乾隆的火鍋、如懿

的白菜豆腐、令貴妃的荔枝、慈禧的玫瑰餅，和溥儀的香檳 
 李舒 

聯經出版公

司 
9789570852431  085106 

大猩猩和小星星  安東尼布朗 格林文化 4713269129431  085107 

爸爸的 16 封信：林良給青少年的成長練習題  林良 國語日報 9789577518798  085108 

早安豆漿店(三版)：林良爺爺給青少年的生活智慧  林良 國語日報 9789577518774  085109 

文學家的動物園  林良 國語日報 9789577517975  085110 

正義教室：史上最強的「公民與社會」課！ 飲茶 三采 9789576583865  085111 

用點心學校 7：酸溜溜魔術  林哲璋 小天下 9789863209508  085112 

用點心學校 8：包在我身上  林哲璋 小天下 9789864791422  085113 

用點心學校 9：紅白大對抗  林哲璋 小天下 9789864793532  085114 

用點心學校 10：皇家金布丁  林哲璋 小天下 9789864796045  08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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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點心學校 11：美食大樂團  林哲璋 小天下 9789864799107  085116 

用點心學校 12：不打不相識  林哲璋 小天下 9789865250287  085117 

給媽媽的深夜日記（新版）  薇拉．西蘭達妮 小天下 9789865255121  085118 

神奇樹屋特別篇 2：德州颶風英雄  瑪麗．波．奧斯本 小天下 9789865254247  085119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01)  井上雄彥 尖端 9789571082561  085120 

人間值得  中村恆子, 奧田弘美 同心出版社 9787547734315  085140 

日日靜好：90 歲精神科醫師教你恬淡慢活的幸福人生  中村恒子, 奧田弘美 星出版 9789869744539  085141 

Excel 自學聖經：從完整入門到職場活用的技巧與實例大全(附商業分析資料

取得與整合超值影片/範例/速查表) 
 文淵閣工作室 碁峰 9789865025182  085142 

心是孤獨的獵手(三版)  卡森．麥卡勒斯 自由之丘 9789860650570  085143 

歡迎光臨夢境百貨 2：找回不再做夢的人  李美芮 寂寞 9786269532360  085144 

惑鄉之人（十周年經典版）  郭強生 聯合文學 9789863234050  085145 

來不及美好  郭強生 天下文化 9789864795604  085146 

尋琴者  郭強生 木馬文化 9789863597797  085147 

甜蜜與卑微：40 年的守候，換得一個回眸  郭強生 木馬文化 9789863598671  085148 

何不認真來悲傷  郭強生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3208334  085149 

《餐桌上的偽科學》套書(共四本)  林慶順 一心文化 9789860667226  
085150-08515

3 

小資 CEO 創業必修課：低風險、高幸福感致富術，興趣也能成為獲利事業  張譯蓁 台灣東販  9789865116194  085154 

練好你的腰大肌：活化能量系統，讓身心靈都放鬆  喬安‧史道格瓊斯 遠流 9789573295013  085155 

超越地表最強小編！社群創業時代：FB＋IG 經營這本就夠，百萬網紅的實戰

筆記 
 冒牌生 如何 9789861365077  085156 

電商人妻社群圈粉思維：單月從 0 到萬，讓流量變現的品牌爆紅經營心法  電商人妻 Audrey 悅知文化 9789865100933  085157 

nstagram 社群電商實戰力：這樣做超加分！頂尖銷售員私藏的 48 個致勝心

法 
 艸谷真由 遠流 9789573294054  08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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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的機智都市生活：從覓食、求偶、築巢、叫聲，一窺 43 種鳥鄰居令人

意想不到的日常 
 一日一種 遠流  9789573294467  085159 

阿共打來怎麼辦：你以為知道但實際一無所知的台海軍事常識  王立, 沈伯洋 大塊文化 9789860777819  085160 

九十挺立，繼續舞向終點：薇薇夫人自備快樂的不老晚年 
 樂茝軍  （薇薇夫

人）  
天下生活 9786269555987  085161 

百鬼夜行卷 5：座敷童子  笭菁 奇幻基地 9786269501939  085162 

百鬼夜行卷 6：黃色小飛俠  笭菁 奇幻基地 9786267094143  085163 

百鬼夜行卷 7：吸血鬼  笭菁 奇幻基地 9786267094327  085164 

篠宮神社系列 1 我再也進不了山的故事  夜行列車 知翎文化 9789577873415  085165 

篠宮神社系列 2 深夜電臺廣播  夜行列車 知翎文化 9789577873798  085166 

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3.隱於浮世繪的思慕 望月麻衣   東立 9789572615478  085167 

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4.神秘的茶會 望月麻衣   東立 9789572658819  085168 

那一日，我不再是我  松村涼哉 台灣角川 9786263212930  085169 

下北澤搖滾推理事件簿  岡崎琢磨 麥田 9786263101616  085170 

六個說謊的大學生  淺倉秋成 采實文化 9789865078195  085171 

請解開故事謎底 01 雷雷夥伴  魔豆文化 9789860601091  085172 

世界  南派三叔 尖端 9786263164871  085173 

魂手形：三島屋奇異百物語七  宮部美幸 獨步文化 9786267073285  085174 

兒子使用說明書：在你放棄和兒子溝通之前，請先看腦科學專家怎麼說  黑川伊保子 時報出版 9786263352452  085175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6 冊)  宮部美幸 獨步文化 
 

085176-08518

1 

乩身：血月時魔王降臨 完  星子 蓋亞  9789863196440  085182 

深夜食堂 24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9786267061091  085183 

約定的夢幻島 1 
 白井カイウ, 出水ぽ

すか 
東立 9789864829668  085184 

獻給折頸男的協奏曲  伊坂幸太郎 皇冠 9789573331926  085204 

連鎖綁架 亞德里安．麥金提 春天出版 9789577415080  08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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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一 關心則亂 知翎文化 9789577873644  085206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二 關心則亂 知翎文化 9789577873651  085207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三 關心則亂 知翎文化 9789577873668  085208 

小小世界  一穂ミチ 尖端 9786263165809  085209 

慕南枝一 吱吱 知翎文化 9789579614054  085210 

何華仁版畫 (三冊合售)  何華仁 掃葉工房 9786269565238  
085211-08521

3 

《雪中悍刀行》第一部至第三部【全系列套書共 20 冊】 烽火戲諸侯 高寶 9789863619482  
085214-08523

3 

彈性阻力帶肌力訓練大全 162 式最新版 : 健身與功能性訓練、復健與預防

肌少症 全適用 

 Phil Page, Todd 

Ellenbecker 
旗標 9789863126669  085234 

郭婞淳：舉重若輕的婞念  郭婞淳, 葉士弘 天下文化 9789865255640  085235 

觀葉植物圖鑑：500 種風格綠植栽培指南 
 Pavaphon 

Supanantananont 
麥浩斯 9789864086399  085236 

觀念化學 5 冊套書  蘇卡奇 天下文化 9789865535117  
085237-08524

1 

觀念數學 1＋2（套書）  任維勇 天下文化 9789862163535  
085242-08524

3 

觀念物理 1-6 套書  Paul G. Hewitt 天下文化 9789864795123  
085244-08524

9 

觀念地球科學 1-4 套書 
呂特根 , 塔布克 , 塔

沙 
天下文化 9789864795055  

085250-08525

3 

觀念生物學 1-4 套書（全新修訂版） 
 尼達姆, 霍格蘭, 麥

克佛森, 竇德生 
天下文化 9789864792474  

085254-08525

7 

在家吃台菜：71 道簡易台灣家常料理  Colin Chen 花千樹 9789888265473  085366 

極地（2020 年版）  卡洛琳．雅麗珊德 大塊文化 9789865406455  085367 

環遊日本摩托車日記【精裝版】：走遍 47 都道府縣、1741 市町村，看見最  仁科勝介 日出出版 9786267044377  08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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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日本風景 

村上 T 我愛的那些 T 恤  村上春樹 時報出版 9786263352971  085259 

他從世界的那頭來：2450 天，那些旅人寄放在我這的勇氣、信仰和冒險  賴小馬 禾禾文化 9789860659344  085260 

Notion 人生管理術：從 0 開始，打造專屬自己的 All in One 高效數位系統  牧羊妮 高寶  9789865063061  085261 

沒定性是種優勢：獻給還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的人  艾蜜莉．霍布尼克 天下雜誌 9789863983552  085262 

北漂臺灣：馬來西亞人跨境臺灣的流轉記憶 杜晉軒 麥田 9786263102262  085263 

馴果記：從諸神的花園、人間的天堂、大眾的果物到現代超市蔬果區，果園

改造土地、誘發哲思、觸動感官的千萬年故事 
 貝恩德・布倫納 臉譜 9786263151147  085264 

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費德里柯．馬孔 衛城出版 9786267052365  085265 

自律神經超圖解：身體怪怪的，都是因為它？學會與最不受控的人體系統和

平共處 
 小林弘幸 

PCuSER 電腦

人文化 
9789860769135  085266 

彼岸花盛開之島  李琴峰 聯合文學 9789863234586  085267 

Python 資料科學自學聖經：不只是建模！用實戰帶你預測趨勢、找出問題與

發現價值(附關鍵影音教學、範例檔) 

 鄧文淵, 文淵閣工作

室 
碁峰 9786263241657  085268 

超簡單 Python/MicroPython 物聯網應用：堆積木寫程式輕鬆學習軟硬體整

合 
 陳會安 博碩 9789864347858  085269 

物 聯 網 實 戰 (ESP32 篇 ) ： 使 用 樹 莓 派

/NodeMCU-32S/Python/MicroPython/Node-RED 打造安全監控系統 
 林聖泉 博碩 9789864348947  085270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App Inventor 2 初學特訓班(中文介面第四版)(附

影音/範例/架設與上架 PDF) 

 鄧文淵, 文淵閣工作

室 
碁峰  9786263241824  085271 

留在 Tomo 桑心底的日本味：想念家鄉的 60 道日式料理  Tomo 加賀美智久 台灣角川 9786263214583  085272 

穿越故宮大冒險 7：驚天動地多寶格  鄭宗弦 小天下 9789865255817  085273 

媽媽的每一天：高木直子陪你一起慢慢長大 高木直子 大田 9789861797205  085274 

SPY×FAMILY 間諜家家酒 9  遠藤達哉 東立 9789572691243  085275 

感情這件事：五種角色，在愛的學習中遇見心理學家  陳永儀 三采 9789576582547  085276 

不動怒，與亞斯伯格症孩子親近溝通  王意中 寶瓶文化 9789864062942  085277 

學習障礙：逃不出的學習噩夢  王意中 寶瓶文化 9789864062577  08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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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孩子 3C 勒索嗎？  王意中 寶瓶文化 9789864060542  085279 

戒掉孩子的拖延症  王意中 寶瓶文化 9789864060894  085280 

場外人生：運動員送給迷惘的我們 20 種力量 曾荃鈺 健行 9786269502677  085281 

療癒風超手感電繪：只要一支手機，就能隨心所欲的自由創作  鄭斐齡（Feeling） 境好出版 9789860621518  085282 

綾羅歌．卷一  鄭丰 奇幻基地 9786267094501  085283 

綾羅歌．卷二  鄭丰 奇幻基地 9786267094518  085284 

天防者 III：超感者  布蘭登．山德森 奇幻基地 9786267094389  085285 

陪審員  H S 錢德勒 春天出版社 9789577415301  085286 

菜場搜神記：一個不買菜女子的市場踏查日記  蘇菜日記／蘇凌  裏路 9786269518166  085287 

逃離吧！腳就是用來跑的  吉竹伸介 親子天下 9786263052178  085288 

結果還是做不到  吉竹伸介 行人 9786269518654  085289 

綠之歌 -收集群風  高妍 臉譜 9786263151215  
085290-08529

1 

銀之夜  角田光代 皇冠  9789573338888  085292 

覺察孩子的焦慮危機：咬手、拔頭髮、猛眨眼……從辨識警訊開始，讓孩子

學會紓解焦慮，安定成長 
 王意中 寶瓶文化 9789864062119  085293 

陪伴孩子的情緒行為障礙  王意中 寶瓶文化 9789864061549  085294 

選擇性緘默症：不說話的孩子  王意中 寶瓶文化 9789864061747  085295 

化解孩子的「對立反抗」  王意中 寶瓶文化 9789864061952  085296 

我在地球的奇異旅程 火星爺爺 
火星酷股份

有限公司 
9786269604005  085297 

康普茶聖經：268 種調味 X 400 份食譜，紅茶菌發酵飲自釀指南 
 漢娜·克魯姆 , 亞歷

克斯·拉格里 
高寶  9789863618546  085298 

餘命 10 年 小坂流加  高寶 9789865064310  085299 

大谷翔平：天才二刀流挑戰不可能的傳奇全紀錄  張尤金 奇光出版 9786269546930  085368 

思維誤判：好球為何判壞球?冠軍總教練真的就是好教練?棒球場上潛藏的行

為經濟學 
 基斯‧洛爾 堡壘文化 9789860693577  08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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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好的優雅：志玲姊姊修養之道  林志玲 遠流  9789573295310  085301 

開始冥想吧！：15 分鐘，讓身心重回平衡，擁抱零焦慮生活的輕冥想  宝彩有菜 商周出版 9786263182820  085302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Vol.2】：非洲電影巨頭「奈萊塢」？加州會脫離美

國嗎？耶路撒冷考古學變武器？昆蟲將是人類救星？ 

 亞歷克西斯．鮑茲

曼, 蘿拉．瑪格麗特 
野人 9789863844389  085303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Vol.3】 
 亞歷克西斯．鮑茲

曼, 蘿拉．瑪格麗特 
野人 9789863844709  085304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Vol.4】：有錢買不到藥？得稀土者得天下？COVID-19

燒掉東南亞千億人民幣？「綠色長城」擋住全球沙漠化？ 

 亞歷克西斯．鮑茲

曼, 蘿拉．瑪格麗特 
野人 9789863846994  085305 

群：海洋生態史詩小說  法蘭克．薛慶 野人 9789863843511  085306 

海，另一個未知的宇宙：百萬小說《群》姊妹作  法蘭克．薛慶 野人 9789863844273  085307 

Google Apps Script 雲端自動化與動態網頁實戰(第二版) (附：近 280 分鐘影音

教學/範例程式檔) 
呂國泰, 王榕藝 碁峰 9786263241442  085308 

超高效 Google 雲端應用：打造競爭優勢的必勝工作術  胡昭民, ZCT 博碩 9786263331518  085309 

家有小學生之親子溝通手冊：資深小學教師教父母聰明回話，避免親子衝

突，成為孩子的溫暖靠山 
 金善浩 大樹林 9789860673760  085310 

立志把生活過成喜歡的樣子 謝雪文（雪兒 Cher） 時報出版  9786263354821  085311 

生活中，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 謝雪文（雪兒 Cher） 時報出版  9789571389288  085312 

便當八分滿：辦公午食、小酌聚會、運動補給，50 個生活場景裡撫慰人心的

便當料理 
 不務正業男子 Ayo 高寶 9789865064488  085313 

飛田和緒 蔬食料理實驗室：拍攝長達 3 年時間，常備菜女王挑戰用新鮮蔬

果即興作菜！ 
 飛田和緒 瑞昇 9789864013630  085314 

明天，要吃什麼好呢？：松浦彌太郎的私房美味手札  松浦彌太郎  山岳 9789862488348  085315 

日式素家常 101：蔬食研究家的和風家庭料理 李耀堂 邦聯文化 9789860688917  085316 

C 最強入門邁向頂尖高手之路王者歸來  洪錦魁 深智數位 9786267146187  085317 

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最強考衝特訓班：C/C++解題攻略 
 鄧文淵, 文淵閣工作

室 
碁峰 9789864769896  085318 

紅房子：圓山大飯店的當時與此刻  李桐豪 鏡文學 9786267054482  08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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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菇的微型世界：以玻璃瓶打造掌中風景  樋口和智 春光 9789865543945  085320 

唯一的相戀機率 紫稀 城邦原創 9786269619221  085321 

阿密迪歐旅行記（上）：アボガド 6 異想世界短篇漫畫集 
ア ボ ガ ド 6

（Avogado6） 
平裝本 9786269533855  085322 

阿密迪歐旅行記（下）：アボガド 6 異想世界短篇漫畫集 
ア ボ ガ ド 6

（Avogado7） 
平裝本 9786269533862  085323 

價值的選擇：以人性面對全球危機，G7 央行總裁寫給 21 世紀公民的價值行

動準則 
馬克．卡尼 八旗文化 9786267129142  085324 

劉必榮談判精華課：33 年經驗集大成，上過這堂課，視野、思維無限寬廣  劉必榮 先覺 9789861344041  085325 

再來一碗！文豪名人的 120 種速食炒麵寫作法：日版累計熱賣 150,000 冊，

如果是由「他們」來寫速食炒麵的說明書…… 
 神田貴一, 菊池良 瑞昇 9789864013517  085326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黃明正 遠流 9789573268000  
085327-08534

2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黃明正 遠流 9789573268000  
085343-08536

1 

身上的每道傷疤  李慧詩 牛津大學 9789888635986  085369 

如果走散了，我還有你給的勇氣：母女勇敢追夢，137 天橫越歐亞，一生理

解與相依的旅程 
 潔媽 天下雜誌 9789863987642  085362 

山里亮太 放棄天才夢！我想成為「什麼咖」？看日本當紅諧星，如何與內

心的卑劣情緒相處，一點一滴成為人生全速前進的燃料！ 
 山里亮太 商周出版 9786263182363  085363 

孟買春秋：史密斯夫婦樂活印度  喬伊斯, 菲爾 玉山社 9789862943168  085364 

語言學家解破台語  劉承賢 
五花鹽有限

公司 
9789869093828  085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