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001 別再叫我加油好嗎 張閔筑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02
1枝筆＋1張紙，說服各種人：最強圖解溝通術，學會4種符號，職場、生活、

人際關係，4圖1式就搞定！
多部田憲彥 核果文化 

003
塗鴉吧！用視覺模板翻轉人生：6種框架x4個步驟，學習、工作、時間管理全

搞定
邱奕霖 圓神

004 長生石的守護者 陳郁如 小麥田
005 人生實用商學院：誰偷了你的錢？ 吳淡如 時報出版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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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天鵝與蝙蝠  東野圭吾 皇冠
008 成為更好的自己：未來少年的18堂心理必修課 劉軒 未來出版 
009 我們，相伴不相絆：國民媽媽郭葉珍無為而治的後青春教養 郭葉珍 三采 
010 回家 顧玉玲 印刻文學
011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藍佩嘉 行人
012 《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  逃跑外勞, 四方報時報出版
013 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014 寶可夢之父：田尻智  菊田洋之 遠流 
015 「鬼滅之刃」戰鬥人生生存語錄：52個閃耀著愛和熱血的心靈應援金句  藤寺郁光 啟明出版

016
會開瓦斯就會煮【續攤】：跟著大象主廚學做「台灣胃」最愛料理，從土雞

城、夜市小吃一路吃到居酒屋、涮涮鍋、韓劇名菜！
 大象主廚  野人

017 泡麵發明家：安藤百福  水野光博, 田中顯遠流
018 修煉IV：異種再現  陳郁如 小兵
020 般度戰士1：時間的盡頭  洛希妮‧查克西, 雷克‧萊爾頓遠流 
021 般度戰士2：偷心者之歌  洛希妮‧查克西, 雷克‧萊爾頓遠流
022 般度戰士3：許願樹之謎  洛希妮‧查克西 遠流
023 歡迎光臨夢境百貨：您所訂購的夢已銷售一空 李美芮 寂寞 
024 歡迎光臨夢境百貨2：找回不再做夢的人 李美芮 寂寞 
025 難哄（上中下） 竹已 高寶
026 詭屋 笭菁 奇幻基地
027 追憶夜想曲 中山七里 獨步文化
028 快樂的死 La mort heureuse 卡繆Albert Camus麥田 
029 靈喚少女1、2 丶3 金柏莉．德亭 春天出版社
030 人魚沉睡的家 東野圭吾 皇冠出版社
031 全知讀者視角1、2 丶3 Sing N Song 深空
032 不敗學習力：學霸都在用的10大聰明讀書法 劉軒 未來出版
033 偵探已經，死了1-4 二語十 尖端
034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羅伯．狄保德 三采
035 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辣炒年糕2 白洗嬉 野人
036 最好的我們 八月長安 長江文藝出版社
037 迷宮裡的魔術師【迷離珍藏版】 東野圭吾 皇冠出版社
038 小心肝變大暴龍：一張圖看懂青春期!學校心理師給父母的減壓練習。 舒霖 爾雅
039 怪奇捷運物語1-3 芙蘿 奇幻基地
040 願你去發光，而不僅是被照亮 樂擎 溦曦
041 剩下的盛夏只剩下了盛夏 李豪 皇冠
042 晚安，糖果屋 徐珮芬 啟明出版
043 病毒完全圖鑑：你必須知道的101種病毒的構造、流行史與驚人多樣性 瑪麗蓮‧盧辛克 大石國際文化
044 都市傳說第二部11：八尺大人 笭菁 奇幻基地
045 都市傳說第二部9：菊人形 笭菁 奇幻基地
046 都市傳說第二部10：瘦長人 笭菁 奇幻基地
047 人生中的廢棒，我又廢又棒 dooing（初生之犢）悅知文化
048 上一堂人生國文課 羊咩老師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49 V怪客：英文出版30週年紀念豪華版 艾倫•摩爾Alan Moore木馬文化
050 上法院這檔事：生活法律系列  P律師 一品
051 早知道就這樣準備國考：P律師從落榜到上榜的考取秘訣 P律師 一品
052 親愛的我Oh!Dear Me 蔡嘉佳 時報
053 小鬱亂入，抱緊處理 林妤恒、白琳 圓神
054 我的第一堂英文寫作課 李宗玥 高旭銧 Paul O'Sullivan 國際學村
055 讓74億人都驚呆的英文文法心智地圖 吳宜錚 懶鬼子英日語
056 超好學大人的英文課本 關雨 懶鬼子英日語
057 心理師的眼睛  舒霖  爾雅
058 心裡字療  舒霖 爾雅
059 心理師的單行道 舒霖 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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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060 我和櫻桃樹之間的距離 寶拉‧柏瑞蒂 台灣東方出版社
061 獨生子的秘密 亞歷漢德羅‧帕洛馬斯台灣東方
062 金魚男孩  麗莎．湯普森 小樹文化
063 獨眼少女 麻耶雄嵩 新雨出版社
064 十八歲倒數計時 林滿秋 小魯文化
065 我有特殊的睡覺技巧(上下) 夢魘殿下 知翎文化
066 打敗疫情：1年賺1400萬的肥羊養股術 翁建原 Smart智富
067 存股輕鬆學 孫悟天 幸福文化 
068 拆解考試的技術 趙胤丞 電腦人文化
069 克蘇魯的呼喚：H.P. Lovecraft恐怖小說傑作選（全新重譯版）  H.P. Lovecraft 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1890—1937） 堡壘文化 
070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時報出版
071 洛夫克拉夫特傑作集：克蘇魯的呼喚 H.P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獨步文化
072 父之罪（哈利‧柯里夫頓紀事 #2） The Sins of the Father 傑佛瑞．亞契 Jeffrey Archer春天出版社
073 我的奮鬥2：戀愛中的男人 Min Kamp 2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木馬文化
074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新雨
075 試毒師3 瑪莉亞V‧辛德 春天出版社
076 錦衣之下(全三冊) 遇見貓 藍海文化
077 濁水溪三百年 張素玢 衛城出版
078 見樹又見林  Allan G. Johnson群學

079
歷史視野中的地方與變遷：濁水溪的二水、北斗、二林

張素玢 台灣學生書局

080
濁水溪相關傳說探析

蘭臺網路

082
生成式敘畫generative scribing：21世紀的社會藝術 A SOCIAL ART of the

21st CENTURY
 凱葳．博德 拾田創意有限公司 

083 我不是自己的 寶瓶文化
084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 大塊文化
085 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 大塊文化
086 不服來戰：憤青作家百年筆戰實錄 奇異果文創
087 夢想前場：李洋 李洋,裴凡強 三民
088 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 大塊文化
089 讓美劇教你「說」和「學」，和老外學真正用得到的英文！ 李秀景,李光珠 含章有限公司
090 這些寄生生物超下流！ 成田聰子 三民
091 與山的一支獨舞：與自己同行，阿爾卑斯山攀登之旅 林雋 三民
092 紐約尋寶記-世界歷史探險55 PodoalFriend 三采
093 楓之谷大冒險29：世界樹復活 宋道樹 三采

094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4：一條龍餐桌，從家庭料理到副食品【觀念重建篇+美味

料理篇】【共二冊，上下冊不分售】
林姓主婦 三采

095 全職媽媽的零工經濟 宋憶萍 華品文創
096 越嶺紀 王威智 蔚藍文化
097 百工職魂 目映．台北 寶瓶文化
098 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法國人眼中的台灣印象 龐維德 八旗文化
099 為何家會傷人：讓愛不再是負擔 武志紅 幸福文化
100 如果世界是一場派對 街頭故事李白 究竟
101 沉月之鑰第二部 卷十：碎月 (輕小說) 水泉 天使出版
102 沉月之鑰第二部 卷九：昔年（上） 水泉 天使出版
103 沉月之鑰第二部 卷九：昔年（下） 水泉 天使出版
104 沉月之鑰第二部 卷八：護印 水泉 天使出版
105 沉月之鑰 外篇 跨世界打工旅行（下） 水泉 天使出版
106 沉月之鑰 外篇 跨世界打工旅行（上） 水泉 天使出版
107 死人不會說話 珍．哈珀 春天出版社
108 紅塵實錄 吳豐山 玉山社
109 《霧》 張一弘 白象文化
110 演說高手都是這樣練的：歐陽立中的40堂魅力演說課 歐陽立中 平安文化
111 解讀酸民行為 蘇子慈 白象文化
112 滿島光未眠 林妏霜 印刻
113 人生苦短甜長（上） 安思源 高寶
114 人生苦短甜長（下） 安思源 高寶
115 以你為名的小時光（上） 東奔西顧 高寶
116 以你為名的小時光（下） 東奔西顧 高寶
117 我選擇的那一個人 筆恩 要有光
118 觀劇之魔女 有馬二 要有光
119 聽說，聽誰說？ 我說你聽 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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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20 跑出最好的自己：一個中年女子以跑步學習愛與堅持的歷程 盧秋瑩 釀出版

121 樹木教我的人生課：遇到困難時，我總是在不知不覺間，向樹木尋找答案…… 禹鐘榮 橡樹林

122 請把門鎖好 萊利‧塞傑 臉譜
123 方寸間最美的人 陳清貴 遠景
124 追尋少年時：量子求生記 錢鴻鈞 遠景

125 公民可以很有事：志祺七七の 議題探究×資訊辨識×觀點養成 獨門心法大公開 志祺七七 親子天下

126 陳郁如的食．味．情手札：我的一簾柿餅 陳郁如 親子天下
127 作家命 郭強生 聯合文學
128 一直到彩虹 黃敏華 P.PLUS LIMITED
129 第二次軟實力世界大戰 胡恩威 P.PLUS LIMITED
130 未來教育．教育未來 蔡金田 元華文創
131 我們都要好好說再見：關於安樂死的生死議題 賴台生 方集出版
132 死後，貓會吃掉我的眼睛嗎？：渺小人類面對死亡的巨大提問 凱特琳．道堤（Caitlin Doughty）悅知文化
133 調適性領導的實踐與藝術:深度改變組織與世界不可或缺的工具及戰術 隆納．海菲茲、 水月
135 璇璣圖密碼 唐隱 春天出版社
136 長恨歌密碼 唐隱 春天出版社
137 相遇，在Camino：走過朝聖之路的夏與冬  林郁峯, 張凱絲 蔚藍文化
138 玉使（仙靈傳奇5）  陳郁如 親子天下
140 鬆開的技、道、心：穴道導引應用錦囊  蔡璧名 天下雜誌 
141 漫畫大英百科【物理化學】(1~5冊) 三采
142 漫畫大英百科【科技】(6~10冊) 三采
143 大概是時間在煮我吧 張西 三采
144 行走的人：獲致幸福的恬靜藝術 大衛．勒．布雷頓大田
145 圖解台灣懷舊雜貨：中小學生必讀的台灣老故事 張信昌 晨星
146 病歷的彼端，未盡的故事 林思偕 晨星
147 管理的前沿 彼得．杜拉克 博雅出版
148 不老的挑戰：創造理想的老後 林靜芸 寶瓶文化
149 中華姓氏的起源與宗族家門的傳承 李吉 大旗
150 好萊塢劇本創作術：地表最強影視工業如何打造全球暢銷故事？ 林偉克 大寫出版
151 漢字裡的故事（一）藏在漢字裡的古代生活史 許暉 如果出版
152 漢字裡的故事（二）藏在漢字裡的古代風俗史 許暉 如果出版
153 我是你的觀護人：凝視犯罪深淵，看見穿透人性裂隙的微光 唐珮玲 漫遊者文化
154 真實案例：你要像怪物般活著，還是像正常人死去？ 格雷姆．麥克雷．伯內特方言文化

155
SDGs系列講堂 全球氣候變遷：從氣候異常到永續發展目標，謀求未來世代的

出路
InfoVisual研究所台灣東販

156
你永遠都可以有選擇：面對無所不在的「道德困境」，我們要如何作出正確的

判斷？
蘇珊．利奧陶德、麗莎．史威廷安平安文化

157
寫給公民的40堂思辨課：人氣知識平台「公民不下課」，寫給現代台灣人的公

民議題讀本！從世界到日常，這些事情，你真的應該要知道！
公民不下課 平安文化

158 心之約 戴國平 白象文化
159 黑情緒的誘惑 Chuckie 白象文化
160 阿樂 王瓊瑤 白象文化
161 退休寫照：海闊天空 陳偉德 白象文化
162 愛情咒語（上下）(全套2冊) 董升 白象文化
163 公然侮辱刑事與民事判決實證之研究 袁興 白象文化
164 你的深情是因為你很好，不是他很好 金月 采實文化
165 閒人出租：出租無用的自己，尋找嶄新的生存之道！ 閒人出租 采實文化
166 往事並不如煙續篇 章詒和 時報
167 讀女人 陳玉慧 時報
168 9號的工作 金惠珍 時報
169 中央站 金惠珍 時報
170 再會貝多芬 中山七里 時報
171 奔向戰場：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 丁守中,王信賢,王冠雄,左正東,李大中,何思慎,林祖嘉,帥化民,高長,張登及,黃介正,趙建民,魏艾,譚瑾瑜時報
173 尋找冬天的你 喬一樵 城邦原創
174 你不必成為一個好人：從令人疲憊的人際關係中釋放自己 劉珍明 遠流
175 薩提爾的故事溝通：陪孩子練習愛，在愛中學習成長 李儀婷 遠流
176 老屋創生25帖（修訂版） 陳國慈,李應平,林欣誼,高嘉聆,張尊禎,陳歆怡,曾淑美,葉益青,劉熒楓遠流
177 我的少爺時代 陳銘磻 聯合文學
178 科學發明王32：保護地球大作戰 Gomdorico. 三采
179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被告2：中小學生和老師家長都需要的法律自保課 吉靜如 三采
180 手繪地圖畫起來！：挖掘地方魅力的魔法 手繪地圖推動委員會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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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變動中的管理界 彼得‧杜拉克 博雅出版
182 無醫村手記：重回靜浦 陳克華 斑馬線
183 我和我的失智媽媽：照顧好失智家人，並照顧好自己 陸曉婭 寶瓶文化
184 李崇建談冰山之渴望：幸福的奧義(上下冊不分售） 李崇建 寶瓶文化

185
關係結束後，成為更好的自己【薩提爾專文推薦暢銷經典版】：分手、離婚、

喪偶，重建自我的19段旅程
布魯斯．費雪,羅伯特．艾伯提日出出版

186 隱喻領導力：啟發洞見、解決難題的200則思考提醒 彼得‧蕭 本事出版
187 學習不會背叛你：首爾大學畢業生最受用的一堂課 金英敏 先覺
188 失控的不是血糖，是你的飲食：講糖教你這樣吃，血糖穩定不飆升 講糖/林冠怡 如何
189 小心，原來這樣也有事！：腦洞大律師雷丘的生活法律常識與對策 雷丘律師 究竟

190
抱歉我遲到了，但其實我根本不想來：給羞怯內向的你，一場「挑戰自我」的

冒險旅程
潔西卡．潘 平安文化

191 顯微鏡下的古人生活 新週刊雜誌社 高寶

192
目光：從醫師成為病人，關於人性善惡、寬恕、生命的治癒處方箋【獨家印刷

簽名扉頁典藏版】
陶勇,李潤 高寶

193 過得還不錯的謊言 金利率 高寶
194 複製人妻 莎拉‧蓋利（Sarah Gailey）高寶
195 厭世診療室 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 Stewart）文；K．羅米（K Romey） 圖高寶

196
內心暴雨的乖孩子，以為不用操心的大人：諮商室裡的16個真實故事，療癒青

少年的煩惱與傷痕，重建身心健康
孫晶 高寶

197 消失中的臺語：阿娘講的話 陳志仰 致出版
198 消失中的臺語：偕厝邊頭尾話仙 陳志仰 致出版
199 我不想當媽媽：18位頂客族女性的煩惱、幸福與人際關係 崔至恩 時報
200 美麗只是一朵花，女人值得永遠精彩 高愛倫 時報
201 悲傷吧，沒有關係 孫嘉蕊 時報
202 失樂少女：一位娼妓倖存者告白 喵妹（顧紫安） 時報
203 穿越臺灣趣歷史：從猛?象到斯卡羅，考古最在地的臺灣史 賴祥蔚 時報
204 大明長歌（全）(共六冊) 酒徒 時報

205
送行者的生死筆記：凝視死亡，思考生命，從日本禮儀師的真實故事，在告別

中學習如何好好生活
木村光希 墨刻

206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你不知道的歷史故事╳你該知道的厚黑規則 李祐元, 長貴 崧燁文化
207 偵探冰室套書 (3冊合售) 陳浩基,譚劍,莫理斯,文善,黑貓C,望日,冒業蓋亞
208 解讀者：讓閱讀進階，接軌真實情境和真實問題 黃國珍 天下文化

209 心靈，進廠維修中：憂鬱症、焦慮症、逃避現實、社交恐懼⋯⋯你的心靈生病了 謝蘭舟,馬海峰 清文華泉

210
這世界上沒有天才，只有優秀的記憶法：記不住東西不是你笨，只是用錯了方

法
李祐元,段平 清文華泉

211 慣性討好：不再無底限迎合，找回關係自主權的18堂課 蘇絢慧 三采
212 好好再見 不負遇見 黃山料 三采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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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光

214
上班時，別演太多內心戲︰工作好累，是因為你的想法太耗電。放掉那些「不

用想」的事，防堵情緒感染、隔離麻煩人物，與壓力和平共處
井上智介 仲間出版

215 臺中．跟著故事走 台灣東販編輯部 台灣東販
216 北台灣一日小旅行：基北8條路線X桃竹5大特區X宜蘭35個吃喝玩樂要點 東販編輯部 台灣東販
217 開動了！老台中：歷史小說家的街頭飲食踏查 楊双子 玉山社
218 人性追兇：全球15個絕對真實的犯罪疑案分析紀實 何襪皮 高寶
219 唐朝人在忙什麼？：文人墨客的社畜日常X盛世王朝的江山風雨 青菀 高寶
220 且試天下（上） 傾泠月 高寶
221 且試天下（中） 傾泠月 高寶
222 且試天下（下） 傾泠月 高寶
223 理直氣壯的走彎路，每一步都值得眷顧 尹維安 時報
224 廊橋都知道 張翎 時報
225 一根菸的時間 追奇 時報
226 歲月，莫不靜好 蔣勳 時報
227 歲月無驚 蔣勳 時報
228 研之有物：見微知著！中研院的21堂生命科學課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群時報
229 怪奇事物所2：這世界不只很怪，還很可愛！ 怪奇事物所所長 時報
230 法窗輕拍案 : 那些你不可不知的法庭博弈 常照倫 時報
231 數位監控：我們如何拿回均衡的科技生活 羅布‧基欽,阿里斯泰爾‧弗瑞瑟時報
232 群眾瘋狂：性別、種族與身分，21世紀最歧異的議題 道格拉斯‧莫瑞 時報
233 擊敗渣男！這樣可以告嗎？專業律師教的恐怖情人反擊法 吳孟玲律師 PCuSER電腦人文化
234 詭軼紀事‧肆：喪鐘平安夜 Div（另一種聲音）,星子,龍雲,笭菁奇幻基地
235 心靈低眉那一刻 蕭蕭 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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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夜深忽夢少年事 林保淳 九歌
237 騙子王國（烏鴉六人組II）上 莉・巴度格 蓋亞
238 騙子王國（烏鴉六人組II）下 莉・巴度格 蓋亞

239
蓋博符號 & 3D裸眼 視力回復訓練書：每次只要30秒，視力就會越來越好！近

視、遠視、亂視、老花全部有效
George3,鴨下惠子和平國際

240 我不是最耀眼的但可以是最努力的：許傑輝的管家心理自學法 許傑輝 大田
241 樂遊台灣・百年風華：帶你走讀老字號的傳承經營故事 樂寫團隊 四塊玉文創
242 一切皆有可能 伊麗莎白‧斯特勞特寶瓶文化
243 潮聲 薛好薰 寶瓶文化
244 故宮宴 苑洪琪、顧玉亮 大旗
245 我們的感情校正後不必回歸 明星煌 天下雜誌

246
後臉書時代：完整解讀社群霸主從起步、成長、爭議到轉型，每一步的選擇與

思考
史蒂芬‧李維 天下雜誌

247
婚姻教戰：我是你「老婆」，不是你「老媽」、圓滿離婚完全指南（2冊一

套）
宇津﨑友見,原口未緒哈林

248 倖存之家 安．派契特 寂寞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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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重建之手：熱血整形外科醫師的診療手札 朱育瑩 台灣東販

251
2025元宇宙趨勢：迎接虛實即時互通的時代，如何站在浪頭，搶攻未來商

機？
沈載宇 采實文化

252 執狼之耳 勞拉‧范登伯格 尖端
253 你的右手有蜂蜜香 片岡翔 尖端
254 學霸養成記：歷代學子的逆襲之路 韓明輝 時報
255 後山怪咖醫師與那些奇異病人 李惟陽 時報
256 湖骨 陳泓名 時報
257 古人原來很會過日子：從衣食住行到婚戀職場，古人自有好辦法！ 王磊（講歷史的王老師）麥田
258 富萍 王安憶 麥田
259 草莓與灰燼 房慧真 麥田
260 提問的設計：運用引導學，找出對的課題，開啟有意義的對話 安齋勇樹（ANZAIYuki）,塩瀨隆之（SHIOSETakayuki）經濟新潮社

261
生而為人的13堂數學課：透過數學的心智體驗與美德探索，讓你成為更好的人

的練習
蘇宇瑞 臉譜

262

在大滅絕來臨前：人類能否逆轉自然浩劫？從水利、生態設計、環境科學、基

因研究到地球工程，普立茲獎得主對人類為解決地球問題帶來更大問題的觀察

與思索

伊麗莎白．寇伯特臉譜

263 穿梭黑暗大陸：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 顏健富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64 海神的女兒 梅洛琳 崧燁文化

265
傻瓜的圍牆：溝通障礙、世代隔閡、族群對立、大國鬥爭……現象級腦科學家

解答世上最棘手的難題
養老孟司 一起來出版

266 地鐵站 何致和 木馬文化
267 煙街 沐羽 木馬文化
268 表達吸睛：從個人到小組，重量級講師教你的升級說話課 曾培祐 遠流
269 無神之地不下雨原著小說 三鳳製作,簡奇峯,蘇冠禎,程雲佳水靈文創
270 概念為本的探究實作：促進理解與遷移的策略寶庫 卡拉.馬修;瑞秋.法蘭奇心理
271 邁向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如何整合內容與歷程 琳恩.艾瑞克森;洛薏絲.蘭寧-作;劉恆昌-審閱心理
272 課室討論的關鍵：有意義的發言、專注聆聽與深度思考 Jackie Acree Walsh, Beth Dankert Sattes著; 張碧珠等譯五南
273 圖解素養導向課程的規劃與實施：以設計思考觀點出發 郭至和 五南
274 大人的統計學教室：提升數據分析能力的40堂基礎課 藤川浩 台灣東販

275 圖表會說謊：圖表設計大師教你如何揪出圖表中的魔鬼，不再受扭曲資訊操弄 艾爾伯托．凱洛 商周出版

276 臥底經濟學家的10堂數據偵探課 提姆．哈福特 天下文化
277 數字裡的真相：71個最透澈的世界觀察 瓦茲拉夫．史密爾天下文化
278 修辭的陷阱：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 傑森.史丹利 八旗文化
279 「因」「果」經濟學：數據氾濫時代，不可或缺的商業教養 中室牧子、津川友介悅知文化
280 統計的藝術：如何從數據中了解事實，掌握世界 大衛．史匹格哈特經濟新潮社
281 小數據騙局：不再被數字玩弄，八個觀點教你戳破媒體的圖表謊言 小林直樹 時報出版

282
常識統計學：拆穿混淆的假設、揪出偏差的數據、識破扭曲的結論，耶魯大學

最受歡迎的十八堂公開課
蓋瑞.史密斯 日出出版

283 數字偏見：不再被操弄與誤導，洞悉偽科學的防彈思考 桑妮．布勞 今周刊 
284 懶人圖解統計學：統整複雜數據，看穿大數據背後真相 今野紀雄 著 /   陳朕疆 譯 /世茂
285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數學：解決問題的最佳工具 杉原厚吉 台灣東販
286 我在人間拾溫柔 伊芙
287 永遠的院子 小川糸
288 西元一千年：探險家連結世界，全球化於焉展開 韓森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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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追尋寧靜 喬治.普羅契尼克(George Prochnik)
290 創傷療癒手冊：不被往事定義，走出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PTSD 艾瑞爾．許瓦茲博士究竟
291 精準提問 洪震宇 漫遊者文化

292
80%的家事都不用做：自然生活家的家事減法術!選對工具、用對方法，就能

輕鬆打造舒適居家，省時省力又省心!
佐光紀子 台灣廣廈

293 聽比說更重要 赤羽雄二
294 德國製造的細節 葉克飛 大是文化
295 愈少人認識我們愈好 艾克絲頓‧貝茲－漢彌爾頓麥田
296 當女孩成為貨幣 艾希莉．米爾斯
297 鯨吞億萬：一個大馬年輕人，行騙華爾街與好萊塢的真實故事 湯姆‧萊特、布萊利‧霍普早安財經
298 異溫層迷航記 趙恩潔、林浩立（主編）左岸文化
299 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 潘光哲 三民

300 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世紀三位傳奇女子，一部動盪百年的中國現代史 張戎 麥田

301 這世界妖怪很多，受點傷使你更強大 清藍 境好出版
302 親子解憂課 艾麗西亞．伊頓 遠流
303 勇敢小壞，不再辛苦當好人才自由 鳥居MIKO 方言文化
304 最美五套．質感人生穿搭 Emily Liu 遠流出版
305 在意別人而受傷, 怎麼找回快樂 李東龜博士、李誠職博士、安夏陽博士◎合著方言文化
306 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公視時代生活劇《茶金》靈感原型） 廖運潘 聯經
307 親愛的艾文・漢森 瓦爾・艾米奇、史提芬・列文森、班吉・帕薩克、杰思汀・保羅麥田
308 擱淺在日子上的傷，不用急著好起來 城旭遠 境好出版 
309 致命登入 吳曉樂 鏡文學
310 私人間諜 張國立 鏡文學
311 1951全面追緝：軍購．密帳．叛逃者 王駿 鏡文學
312 神醫 孫明立 鏡文學
313 權力製造 柯映安 鏡文學
314 樓上的好人 陳思宏 鏡文學
315 借刀殺人中學 楊鐵銘 鏡文學
316 八尺門的辯護人 唐福睿 鏡文學
317 最後的魔術家族 吳威邑 鏡文學
318 劍擊成就了我：奧運冠軍張家朗 張家朗,朱凱勤 香港商務印書館
319 未來都市新趨勢 長田英知 行人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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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偽魚販指南 林楷倫 寶瓶文化
322 無言歌 崔舜華 寶瓶文化
323 開刀房的溫暖：外科醫師的同理與傾聽 賴俊佑 寶瓶文化
324 願你擁有憤怒的自由 叢非從 寶瓶文化

325 兩個陌生人的盲目約會：燒腦謎題100道，活絡思路，提升開放性與靈活性！ 霍格爾‧丹貝克 日出出版

326 漢字裡的故事（三）藏在漢字裡的古代博物志 許暉 如果出版
327 逆時偵查2：時間的主人 張小貓 漫遊者文化
328 逆時偵查1：時間迴圈的陷阱 張小貓 漫遊者文化
329 逆時偵查3：未來之光 張小貓 漫遊者文化
330 女，走往身體的朝聖：女性覺醒，社會創業，正向月經 林念慈 允晨文化

331
父母並非不愛你，卻又讓你傷痕累累的「隱性虐待」：如何療癒童年傷痕，走

出原生家庭所給的痛苦情緒
王雪岩 方言文化

332 棺材告白者：有些遺願不會默默進墳墓 比爾．埃德加（Bill Edgar）方智

333 今天天氣不錯，我打算把上司幹掉 夕鷺叶 春天出版社

334 碎片人生（NETFLIX影集封面） 凱琳．史勞特 春天出版社

335 紙花女子 多那托．卡瑞西 春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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