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價序號 書名/期刊名 作者 出版社
001 我們沒有祕密 吳曉樂 鏡文學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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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博士（Frances E. Jensen, MD）艾蜜‧依莉絲‧納特（Amy Ellis Nutt）

高寶國際

003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2020進化版) 畢恆達 小畢

004 旋風（增訂新版） 姜貴 九歌

005 金陵春(10) 吱吱著 知翎文化

006 好散，也是一種幸福 賴芳玉 好人

007 白袍: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 艾倫．羅絲曼 天下文化

008 旅行,不斷的相遇與追尋 張文光 天地圖書

009 醫學系在幹嘛？:笑中帶淚的超狂醫界人生 蓋瑞醫師 四塊玉文創

010 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 葛文德 天下文化

011 實習醫生的祕密手記 阿布 寶瓶文化

012 包公哪有那麼黑：你所不知道的包青天 李開周 時報文化

013 最動聽的告白 安思源 高寶國際

014 生活邊緣 畢飛宇 九歌

015 宛如走路的速度:我的日常、創作與世界 是枝裕和 大家

016 特殊傳說Ⅱ恆遠之晝篇(09) 護玄 蓋亞文化

017 特殊傳說Ⅱ恆遠之晝篇(10)(完) 護玄 蓋亞文化

018 黃金男人 章緣 聯合文學

019 老師的回家功課:電影裡的素養札記 李威使 耶魯國際

020 Canon EOS R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 尖端

021 迷途之羊?套書1-5 (含完結篇)+After Story，全套共六冊 微混吃等死 三日月

022 最後晚餐(01)自囚的流放者 千川；繪者:Ooi Choon Liang 尖端

023 最後晚餐(02)迷途的流放者 千川 尖端

024 最後晚餐(03)移情的流放者 千川 尖端

025 最後晚餐(04)沉淪的流放者 千川 尖端

026 再見,也許有一天 光汐作 城邦原創

027 鴛鴦六七四 馬家輝 新經典文化

028 神使劇場：海的約定岩 醉琉璃 魔豆文化-蓋亞

029 都市傳說第二部(12)禁后(完結篇) 笭菁 奇幻基地

030 簪中錄 第一簪 春燈暗 側側輕寒 知翎文化

031 簪中錄 第二簪 九鸞缺 上 側側輕寒著 知翎文化

032 簪中錄 第二簪 九鸞缺 下 側側輕寒著 知翎文化

033 簪中錄 第三簪 芙蓉舊上 側側輕寒 知翎文化

034 簪中錄 第三簪 芙蓉舊下 側側輕寒 知翎文化

035 簪中錄 第四簪 天河傾上 側側輕寒 知翎文化

036 簪中錄 第四簪 天河傾下完 側側輕寒 知翎文化

037 手起刀落:外科醫療史:神之手與屠夫的完美結合,外科史上最具意義的28檯刀。 Arnold van de Laar 大是文化

038 科學發明王(27)智慧便利住宅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039 科學發明王(26)金頭腦問答王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040 科學發明王(20)專利王搶答賽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041 科學發明王(21)發明結業式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042 科學發明王(23)求生發明賽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043 質感說話課:言語的溫柔力量,是送給自己和他人最美的禮物 潘月琪 遠流

044 不是生活無趣,是你過得乏味:在不變的日常找變化,過你喜歡的日子。 聶向榮 時報文化

045 當最親的人成為傷痕 黃之盈 圓神

046 鳴鳥與游蛇之歌(飢餓遊戲前傳) 蘇珊．柯林斯 大塊文化

047 絕交不可惜，把良善留給對的人 威廉 悅知文化

048 關係物化:那些假愛之名的需索與控制,是否真是我們想要的愛? 郭彥余 商周文化

049 銘印之子:岸落之夜 Robert Jackson Bennett 獨步文化

050 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1：消失的侯爵（Netflix同名電影原著小說） 南西‧史賓格 三采文化

051 你所說的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條子鴿 寶瓶文化



報價序號 書名/期刊名 作者 出版社
052 我的香港小旅行：在這裡遇見的八位日本人 加藤万奈 香港中和出版

053 水良伯的老農哲學:聽見植物的聲音
陳水良／口  述；林子內／採訪撰文

天下文化

054 父刻回憶：獻給最思念的你 田知學 台灣東販

055 藥學系學什麼:除了藥理學、藥劑學、生藥學……，永遠學不完的藥命人生。 藥學系邊緣人 四塊玉文創

056 十年一講,為夢想 江秀真 商周文化

057 不怕輸,就怕放棄:仙女老師教你說自己的故事,走出你要的結局 商周出版 商周文化

058 為愛做點傻事:在心很累的世界,重新發現愛的美好 Bob Goff 格子外面文化

059 堅定的態度:在霸凌與偏見的世界裡,我決定在16歲時戰勝你! 艾莉克絲‧庫柏 大樂文化

060 我不是孵蛋器:憤而提筆的懷孕日記 宋赫娜 大塊文化

061 了不起的中年婦女 格十三 寶瓶文化

062 卸殼:給母親的道歉信 江佩津 大塊文化

063 女神自助餐 劉芷妤 逗點文創

064 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你我身邊的故事 少女老王 圓神

065 大武山下【遠山版書封】 龍應台 時報文化

066 終於，還是愛了 陳文茜 有鹿文化

067 給逆境中的你 陳文茜 印刻

068 伴讀守則(1-4) 溪畔茶 知翎文化

069 庶庶得正(1-10) 姚霽珊 知翎文化

070 司茶皇后(8) 意千重 葭霏文創 

071 司茶皇后(7) 意千重 葭霏文創 

072 夢回消失的古國.大寫西域48國(套書3冊)(大寫西域(上)+大寫西域(中)+大寫西域(下)) 高洪雷 野人文化

073 冰與火之歌前傳:血火同源套書(上下共兩冊)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 高寶國際

074 花樣女醫白袍叢林生存記:一起哭,一起笑,一起LOVE 劉宗瑀(小劉醫師) 時報文化

075 在靠北與崩潰之後繼續戰鬥:小劉醫師給爸媽的解憂書 劉宗瑀(小劉醫師) 親子天下

076 女外科的辛辣日記2：暴走狂飆 劉宗瑀 三采文化

077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偏鄉小醫院的血與骨、笑和淚 劉宗瑀 時報文化

078 山神 海德薇 鏡文學

079 山徑躊躇 阮慶岳 聯合文學

080 讀報人 蓋亞文化

081 你吃的食物是真的嗎? 賴瑞·奧姆斯特 高寶國際

082 生態建築可以怎麼做?:預測設計,一個人造與自然共存的願景 Ken Yeang 本事出版

083 為什麼我們明明過得很好卻不快樂? Harald Koisser 商周文化

084 暗黑親情: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最親的人傷得最深?面對家庭的痛,聽聽律師怎麼說 劉上銘 捷徑文化-凱信

085 沉默證詞:血跡型態、DNA鑑定、數位鑑識,一位鑑識科學家的破案實錄 Professor Angela Gallop 馬可孛羅

086 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 Caroline Criado Perez 商周文化

087 一個司法心理學家的告白 Kerry Daynes 商周文化

088 人家有傘,我有美國:鬆鬆的台裔小家庭旅美田野調查報告 Michelle Lin 時報文化

089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被告？：中小學生最需要的24堂法律自保課 吉靜如 三采文化

090 令人理解不能的婚俗:突破想像的婚嫁趣事 趙惠玲，金躍軍 崧博出版(崧燁)

091 二十種語言,另眼看世界:綜觀世界四分之三人口聽、讀、說、寫的語言,暢遊多采多姿的文化語言學世界、挖掘日? Gaston Dorren 臉譜文化

092 爸媽必讀！青春期女孩的網路安全界線 勞麗‧沃爾克 三采文化

093 達爾文進城來了:新物種誕生!都市叢林如何驅動演化? Menno Schilthuizen 臉譜文化

094 德語是一座原始森林:我的德國觀察筆記 蔡慶樺 台灣商務

095 地理課沒教的事4:Google Earth全功能實作【Level Up版】 廖振順 時報文化

096 斜槓青年【實踐版】:成為內控者，建立幸福人生的正向迴圈 Susan Kuang 圓神

097 我永遠玩不停‧STEAM科學遊戲 蘇珊‧阿卡斯 和平國際

098 打擾了!我們是外來生物:自然界中迷人的反派角色? Ulaken Volvox 台灣東販

099 解剖台上的真相：相驗超過2萬具遺體的日本法醫鑑識檔案 巽信二 台灣東販

100 正常人 Sally Rooney 時報文化

101 沒有聲音的女人們 Miriam Toews 時報文化

102 親愛的小小憂愁 Miriam Toews 時報文化

103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張亦絢 木馬文化

104 作家生存攻略+文壇生態導覽:作家新手村 套書 朱宥勳 大塊文化

105 大清皇帝陪我吃頓飯:餐桌上的清史,揭露「朕」的菜單怎麼進入你家廚房,哪些御膳能遇到千萬要嘗 袁燦興 大是文化



報價序號 書名/期刊名 作者 出版社
106 隨時說再見，隨時再相見:學會斷捨離，開啟相互享受而不相互拖累的交友人生 李維文 幸福文化

107 回到古代去旅行：逛名城、訪美景，跟各朝大咖聊八卦 解愛芹 如果

108 華人在美國（2冊套書）美國華人史＋美國中餐文化史 張純如, 安德魯．柯伊 遠足文化

109 命案現場清潔公司：比屍水、血跡、蛆蟲更難清潔的是人心 得第一環境維護公司 台灣東販

110 謝謝你瞞著我的那些事 凱薩琳‧斯戴曼 尖端

111 緘默的病人 艾力克斯．麥可利迪斯 春天出版

112 命案現場清潔師:跨越生與死的斷捨離‧清掃死亡最前線的真實記錄 盧拉拉 橡樹林

113 凶宅怪談：人可怕還是鬼可怕？ 松原田螺 三采文化

114 還有心跳怎會死?:重症醫師揭開死前N種徵兆 黃軒 天下生活

115 拼圖者的生命觀察:一位工作20年的法醫心得。新聞跑馬燈後的真實故事,解剖刀下的生命啟發 楊敏昇 時報文化

116 壞小孩 紫金陳 寶瓶文化

117 有病的其實是我媽，卻要我去諮商：寫給青少年和家長的心理圖文書 方智

118 你明明心好累，為何還裝作無所謂？：破解你的「假情緒」，看懂並接納自己內在真實需要 金容太 采實文化

119 我的家在康樂里 謝鑫佑 時報文化

120 我娘 又仁 逗點文創

121 遙遠的公路 舒國治 新經典文化

122 沼澤女孩 Delia Owens 馬可孛羅

123 你實在太累了，不是不會當媽媽 陳彥琪 寶瓶文化

124 台灣冤案實錄:洗冤 江元慶 讀享數位

125 流浪法庭30年!台灣三名老人的真實故事(增訂版) 江元慶 報導文學

126 麻醉之後:揭開醫學中最奧妙難解、無人能清醒述說的感官與認知祕密 Kate Cole-Adams 臉譜文化

127 我們不想當英雄:消防員生死前線的心碎告白 吳永煥  時報文化

128 反智:不願說理的人是偏執，不會說理的人是愚蠢，不敢說理的人是奴隸 古倫姆斯 天下文化

129 數位攝影技術武功祕笈 尚奇數位 易習圖書

130 手機攝影必學BOOK：用OX帶你學會拍人物、食物、風景等情境照片 魏三峰 四塊玉文創

131 燈火樓台(新校版)(上、下) 高陽 聯經

132 後少女時代 劉庭妤 釀出版

133 從今以後一個人住 彭樹君 皇冠

134 畫符 李秉樞 九歌

135 用一頓飯的時間旅行:享受美食,把小日子過得閃閃發亮 高靜芬 遠流

136 半澤直樹系列套書(1-5集) 池井戶潤 尖端

137 一個近乎正常的家庭 馬提亞斯‧艾德華森 尖端

138 醫統江山 9-18冊 石章魚 風雲時代

139 色彩之書：融合科學、心理學及情感意義，帶領你發現自我的真實色彩 凱倫?海勒 悅知文化

140 鑄幣三千年：50枚錢幣串聯的極簡中國史 王永生 聯經

141 關鍵戰數：當代衝突的資訊革命，大數據分析如何左右戰局 伊萊．博曼 聯經

142 銀姐:一位自梳女奇異的人生故事 黃貞才 足智

143 馬戲團的女兒 喬斯坦‧賈德 足智

144 國寶 上下 (2冊合售) 吉田修一 新經典文化

145 守門員的焦慮 Peter Handke 木馬文化

146 希望之線 東野圭吾 春天出版

147 祈念之樹 東野圭吾 春天出版

148 流轉的紫禁城：世界史視野下的明清宮廷文化 王一樵 時報文化

149 逛一回鮮活的宋朝民俗 李開周 時報文化

150 潘金蓮的餃子:穿越《金瓶梅》體會人欲本色,究竟美食底蘊 李舒 聯經

151 舌尖上的古代中國 古人很潮 遠流

152 人生自古誰不廢：或懷才不遇，或落榜情傷，古代魯蛇的人生堅強講義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 究竟

153 百年飯桌：吃飯不讀書，踩雷徒傷悲！鞭神老師的常民美食研究室 寫樂文化

154 宴席上的中國史：從席地而坐到圓桌團聚，古人「餐桌禮儀」比你想得還麻煩！ 李登年 帕斯頓數位

155 餐桌上的中國史:歷史有溫度,每天冷熱生猛的現身在我們吃的料理 張競 大是文化

156 大清後宮的神祕日常:戲說歷史不如正說歷史,清史專家從皇帝私生活紀錄、名臣、后妃、宦官目睹口述,解密歷史 李寅 大是文化

157 千年房市：古人安心成家方案 李開周 貓頭鷹

158 辦一桌大唐饗宴:唐朝廚房有什麼?從西域胡食到帝王御膳,兼容天下的美食文明初體驗 張金貞 麥田

159 以為時間久了,我就會沒事:大腦會記住小時候的委屈、孤單和傷心!說出憋在心裡的痛苦,突破無法解決的關卡 催光鉉 大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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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以為長大就會好了: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金惠男、朴鐘錫 大田

161 有錢人與你的差距，不只是錢 拉斐爾．巴齊亞 商業周刊

162 台灣灶咖,家滋味:廚房裡的飯菜香,每個人最想吃的媽媽味料理 巧可 創意市集-電腦

163 為什麼睡不著?從小到老的睡眠科學(獻給崩潰爸媽、躁動青少年與失眠老人的好眠建議) 愛麗絲‧葛雷戈里 貓頭鷹

164 髮辮走天涯 李今芸 時報文化

165 骨架分析X基因色彩＝省時、省錢又省力的最強男子選衣法 二神弓子 時報文化

166 骨架分析Ｘ基因色彩＝史上最強最美穿搭術 二神弓子 時報文化

167 密室殺人 李昂 有鹿文化

168 楓之谷數學神偷(15)神祕的地底小鎮 宋道樹 三采文化

169 楓之谷數學神偷(16)傳說中的寶物 宋道樹 三采文化

170 科學實驗王46-49 Story a.  三采文化

171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禮物:神老師愛的全教養,用理解取代責備,擁抱孩子的不完美! 神老師&神媽咪（沈雅琪） 皇冠

172 課綱中的臺灣史:跟著專家學者探索歷史新視野 陳芳明 台灣商務

173 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二○二○年增訂版 沈秀華 玉山社

174 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 陳雪 印刻

175 當我成為我們-愛與關係的三十六種可能 陳雪 印刻

176 不是所有親密關係都叫做愛情 陳雪 圓神

177 日日減醣瘦身料理:肉品海鮮.蔬食沙拉.鍋物料理,吃飽吃滿還瘦18公斤,無痛減醣瘦身家常菜111道 張晴琳（圈媽） 采實文化

178 這世界很亂，你得和女兒談談性：不尷尬、不怕問，性教育專家改變女兒人生的50個對話 孫京伊 采實文化

179 一本你希望父母讀過的書(孩子也會慶幸你讀過) Philippa Perry 木馬文化

180 【超完整】減醣控醣大百科 水野雅登 邦聯文化

181 致,被兒子搞瘋的媽媽(2) 兒子,你鎖房門在幹嘛?:不驚慌!擊破男孩性教育的43道陰影 孫京伊 三采文化

182 爸媽不用忍的正向教養:改掉頂嘴、動作慢、依賴、行為退化、缺乏成就動機……的免爆氣親子對話範本 駱郁芬 任性出版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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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杯蓋（蕭瑋霖） 朱雀文化

184 化學有多重要,為什麼我從來不知道? 陳瑋駿-作;楊章君Carrie-繪 商周文化

185 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揭開讓我們選擇沉默的人性機制
凱瑟琳．山德森Catherine A. Sanderson

商周文化

186 失控的群體思維：從同儕壓力到同溫層效應，人的一舉一動都逃不出「群性」 麥可．龐德（Michael Bond） 方言文化

187 騙子律師【艾迪.弗林系列3】 Steve Cavanagh 馬可孛羅

188 不能贏的辯護【艾迪.弗林系列1】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作; 葉旻臻譯

馬可孛羅

189 騙局【艾迪.弗林系列2】 Steve Cavanagh 馬可孛羅

190 迷蹤 泰絲．格里森 春天出版

191 無家者 李玟萱著 游擊文化

192 街頭生存指南：城市狹縫求生兼作樂的第一堂課 人生百味 行人股份有限公

193 你不伸手,他會在這裡躺多久?:一個年輕社工的掙扎與淚水 李佳庭 社工 寶瓶文化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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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貧困世代 藤田孝典作; 賴芯葳譯 高寶國際

196 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 魏明毅作 游擊文化

197 茶室交易 洛德．韓菲瑞斯 群學

198 公門菜鳥飛-一個年輕公務員的革新理想 魚凱 網路與書

199 小老百姓的戰場行動守則 S&T OUTCOMES, 川口拓 楓樹林

200 鳥海良二 楓葉社文化

201 楓葉社文化

202 蓬萊博史 楓葉社文化

203 超輕量登山野營技巧:10天食物加上裝備不到12公斤!153個神奇又便宜的小訣竅。 麥可‧克萊蘭 紅樹林文化

204 出發台灣山林:新手也能走,從里山到深山的步道小旅行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墨刻

205 筋膜放鬆修復全書:10大部位 × 25個修復動作,專業筋膜治療師教你徒手舒緩緊繃,有效釋放疼痛 Amanda Oswald 聯經

206 哈佛生的聖母峰日記:登上世界之巔,真正高人一等 于智博 崧博出版(崧燁)

207 野球.人生:別無所「球」的追夢人 曾文誠 好讀

208 登山新手必備指南:為台灣登山量身打造的圖解入門百科 李嘉亮 四塊玉文創

209 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 山女孩Kit 遠流

210 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 詹喬愉 紅樹林文化

211 單車‧部落‧縱貫線~不是最近,卻是最美的距離:21條路線穿越台灣南北原鄉,深遊190個部落祕境(增訂版) Eddie Chen 墨刻

212 災難超前佈署手冊:食物、照明、用水、環境、健康、安全、聯絡、社群,教你任何危難都能迎刃而解的40項應急技 Kathy Harrison PCuSER電腦人

213 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 梁瑜 大塊文化



報價序號 書名/期刊名 作者 出版社
214 下流老人 藤田孝典 如果

215 續．下流老人:政府養不起你、家人養不起你 藤田孝典 如果

216 尋找正義：一位聯邦檢察官的首度告白，顛覆你心中的公平和真相 普里特‧巴拉拉 遠流

217 消失的她們 茱莉亞．菲利普斯 遠流

218 帶著校園霸凌記憶長大的我們：致 當年那些加害者們 Creal 野人文化

219 空中老爺的日常 空中老爺（資深座艙長） 寶瓶文化

220 醫者-披上白袍之前的14堂課 黃瑞仁 寶瓶文化

221 醫生，不醫死-急診室的20個凝視與思考 傅志遠 時報文化

222 醫人三角的獨白 傅志遠 時報文化

223 有一個銀蛋叫彼得，從小生在大醫院：借學分、逃兵役，戴鋼盔赴晨會的實習血淚 傅志遠 時報文化

224 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 黃春明 聯合文學

225 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 陳宗暉 時報文化

226 我的鬼經驗 鄭華清 城邦印書館

227 高空三萬呎的人間報告:一位空少的魔幻飛行時刻 柯嘉瑋 聯經

228 你是時光最浪漫的解藥 蘇乙笙 悅知文化

229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廖瞇 遠流

230 為小情人做早餐 焦桐 二魚文化

231 吃飽睡飽,人生不怕 瞿欣怡 木馬文化

232 我媽的寶就是我:一個女兒寫下對母親的驕傲愛意 陳又津 悅知文化

233 傍晚五點十五分 夏夏 時報文化

234 大人症候群-原來長大，就是安靜地面對失去 吳旻育 三采文化

235 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蔣亞妮 悅知文化

236 尋琴者 郭強生 木馬文化

237 劍魂如初3：惟願星辰 懷觀 圓神

238 特搜!臺灣都市傳說 謝宜安 蓋亞文化

239 流俗地 黎紫書 麥田

240 全境封鎖 Matthew Mather 奇幻基地

241 月球房地產推銷員 李唐 自由之丘

242 夢的實踐:MAPS種子教師教學現場紀實 王政忠 方寸文創

243 都是李雅莉：「約會暴力」-誰都可能受害，卻誰也不敢說 李雅莉 寶瓶文化

244 水果獵人:自然、商業、冒險,一段水果狂人的熱帶奇遇記 Adam Leith Gollner 楓樹林

245 金的法庭日誌:一不小心變被告 潘展平 青森文化(香港)

246 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二版） 楊晴翔 悅知文化

247 你不可能是漢族: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 吳銳 八旗文化

248 創意提問力:麻省理工領導力中心前執行長教你如何說出好問題 Hal Gregersen 時報文化

249 所謂時間管理，就是選擇性放棄：上萬人成功驗證，時間規畫師的八大精簡法則 少毅 圓神

250 當責力:提升你的職場能見度 王晴天 創見文化

251 女子力不是溫柔,是戰鬥:再簡單的小日子,也需要挺身前進! 劉冠吟 大好書屋-日月

252 我們與瘋狂的距離:一個神經精神病學家面對精神疾患的反省與診療筆記 Anthony David 商周文化

253 這些年 我們一起寫下的故事:泌尿科醫師和他的病人 郭漢崇 原水文化

254 我是醫師 我得癌症 聯合報 聯合報

255 白衣天使的天堂路：護理師咩姐、牛皮的醫院修（崩）煉（潰）日誌 咩姐、牛皮 太雅

256 ICU重症醫療現場:熱血暖醫陳志金 勇敢而發真心話 陳志金 原水文化

257 我是過敏專科醫生,也是過敏兒媽媽:從醫療方案到居家照護,一位醫生媽媽的抗敏實踐 閔雅琳 采實文化

258 陪你到最後，安寧護理師的生命教育課:春落下來的幸福時光 李春杏 四塊玉文創

259 U型理論【實踐版】 中土井僚著;陳朕疆譯 商周文化

260 U型理論精要:從「我」到「我們」的系統思考,個人修練、組織轉型的學習之旅 奧圖．夏默 經濟新潮社

261 重塑組織-插圖入門版 羅傑 · 史瓦茲（Roger Schwarz） 水悅管理顧問

262 學習的領導打造成長的團隊 羅傑 · 史瓦茲（Roger Schwarz） 水族生態雜誌

263 當責領導力:不只要授權,更要賦權,養成部屬學會當責 David Marquet 久石文化

264 不當媽會怎樣?:無後生活的N種可能 網路與書

265 讓我陪你等家：來自浪浪別哭的領養故事，終養不棄養的無悔約定 浪浪別哭 幸福文化

266 下流世代:我們注定比父母更貧窮 MarkE.Thomas著;林凱雄,盧靜譯 商周文化

267 用罐頭鵝肉打勝仗:靠,都是為了鳥事 搶錢,搶糧,搶女人 楚雲 清文華泉



報價序號 書名/期刊名 作者 出版社
268 最後的情書 岩井俊二 新經典文化

269 沒有愛的世界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270 精疲力竭的一天:雖然想死,但卻成為醫生的我 2 南宮仁 時報文化

271 我想活下去:從大饑荒與我最幸福中逃亡,兩韓女子的真實對話 朴智賢(北韓) 、徐琳(南韓) 大田

272 人生短短幾個秋 小蟲 時報文化

273 後來的你,好嗎?(附Peter Su手繪塗鴉書籤) Peter Su 時報文化

274 潛水時不要講話 栗光 麥田

275 冤源不斷:殺人犯製造配方 王竹語 王竹語出版社  

276 乩童警探:偏心的死刑犯 張國立 鏡文學

277 沉靜的美國人 Graham Greene 時報文化

278 愛情的盡頭 Graham Greene 時報文化

279 阿提米斯5~8集(消失的族群、時間悖論、心魔上身、末日守護者) 歐因?科弗 博識圖書

280 失蹤的消防車 木馬文化

281 刀（奈斯博作品集13） 尤．奈斯博（Jo Nesbo） 漫遊者文化

282 記者超能力:鏡頭底下的生存法則 徐尚方 台灣遊讀會 

283 多重曝光:攝影思維與技法分析 陳建強 上奇資訊

284 島與鯨。海洋之子。《男人與他的海》拍攝紀實 黑糖導演 黃嘉俊 如何

285 抓住救命稻草的野獸們（電影書衣版） 曾根圭介 春天出版

286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2-輕小說 岬 皇冠

287 以我之名:寫給獨一無二的自己 張曼娟 天下文化

288 盜攝女子高生 千晴 要有光

289 十五年,十五天 王竹語 王竹語出版社 

290 邀請妳參加我的每一場葬禮 穹魚 鏡文學

291 謊畫 查爾斯．威爾佛德 春天出版

292 銘印之子:鑄場畔的女賊
Robert Jackson Bennett著; 歸也光譯

獨步文化

293 新媒體判讀力:用科學思惟讓假新聞無所遁形 「科學新聞解剖室」作者群 方寸文創 

294 差異化班級學生評量
Carol Ann Tomlinson, Tonya R. Moon

五南

295 共讀的力量:帶領社群學習的引導技術 林揚程 商周文化

296 冒牌者症候群:面對肯定、讚賞與幸福,為什麼總是覺得「我不配」? Jessamy Hibberd 商周文化

297 第一本教你如何寫好學測國寫「知性題」的作文書(第二版):議題導向的閱讀與寫作 陳嘉英 五南

298 難民:世界上最悲傷的旅人 河永植 聯經

299 刻意失戀：好好失戀，才能好好愛-臨床心理師李介文深刻剖析如何從失戀中療癒、成長（附專業學理設計21? 李介文 天下文化

300 你想活出怎樣的小鎮?:何培鈞的九個創生觀點 何培鈞、楊麗玲 天下文化

301 巷弄經濟學 Jongryn Mo 馬可孛羅

302 火箭模式:點燃高績效團隊動力實戰全書
羅伯特霍根, 高登柯菲, 黛安尼爾森合著

商周文化

303 鄉下創業學:27個日本+台灣地方商業案例觀察 游智維 寫樂文化

304 風土經濟學：地方創生的21堂風土設計課 洪震宇 遠流

305 地方消滅:地方創生的理論起源 增田 寬也 行人股份有限公

306 木下齊 行人股份有限公

307 讓世界旅人看見台灣：地方創生╳觀光創新的12堂課
台灣觀光策略發展協會（DTTA）, 王村煌, 沈方正, 何承

台灣商務

308 觀光小鎮漫遊趣：30個台灣幸福小鎮的創生與體驗旅遊 蘇明如 晨星

309 傾聽獅潭:鄉村日常、生計與地方創生 連瑞枝、程惠芳 交大出版社

310 農產加工不只醬:開箱地方創生的風土WAY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蔚藍文化

311 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鈴木伸元 台灣商務

312 良醫才敢揭發的醫療真相：拒絕無效檢查，遏止過度醫療，拿回病主權的66個良心建議 和田秀樹 時報文化

313 創傷照管：照顧別人的你，更要留意自己的傷
蘿拉．李普斯基（Laura van Dernoot Lipsky）、康妮．柏克（Connie Burk）

究竟

314 拒當菜鳥 我的第一本裝潢計劃書【暢銷典藏版】:100種裝潢事件180個裝修名詞小百科一次學會 漂亮家居編輯部 麥浩斯資訊

315 施工疑難全解指南300QA【暢銷改版】:一定要懂的基礎工法、監工驗收,照著做不出錯,裝潢好安心!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麥浩斯資訊

316 把問題化繁為簡的思考架構圖鑑:五大類思考力 ╳ 60款工具,提升思辨、創意、商業、企畫、分析力,讓解決問題 AND股份有限公司 采實文化

317 有一種工作,叫生活 曾彥菁Amazing 遠流

318 浮世短歌:這次,多談點自己 王溢嘉 有鹿文化

319 莊子陪你走紅塵 王溢嘉 有鹿文化

320 第一次養鳥就上手(修訂版) 陳雅翎 易博士文化

321 蜜汁燉魷魚(電視劇《親愛的,熱愛的》原著小說) 墨寶非寶 尖端



報價序號 書名/期刊名 作者 出版社
322 霧中的男孩 約翰．提歐林 春天出版

323 我終於捨得讓雪落下 劉定騫 采實文化

324 隔壁那個飯桶〈上&下〉全套 酒小七 高寶國際

325 沒有臉的肖像畫 獨步文化

326 偵探冰室‧靈 蓋亞文化

327 不良品 伊麗莎白·斯特勞特 遠流

328 命運鐘擺 亞當．哈姆迪 春天出版

329 乩童警探：雙重謀殺 博客來出版

330 十信風暴 王駿

331 牡丹 陳乃雄

332 再放浪一點 成英姝

333 尖叫連線 寶瓶文化

334 臺灣漫遊錄 青山千鶴子 建興文化

335 焰口 林慶祥;陳世憲(書名題字)

336 賢妻良母失敗記:掙脫束縛,女人們自我覺醒的生命故事 陳玉梅

337 隨時放得下的功課:心靈病房的18堂終極學分 張明志 時報文化

338 27場送行:無償安葬弱勢孤貧,從21年的告別裡學習最溫暖的人生功課 郭志祥,吳倪冬月,葉小歐 麥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