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行名

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類別(圖

書、電子

書)

1 9789573283577
不消費的一年 - 購物狂的重生之旅，擁有越少，

得到更多

凱特．弗蘭德斯（Cait

Flanders）
遠流出版 電子書

2
978-986-175-460-4 ;

986-175-460-1

刻意練習:原創者全面解析, 比天賦更關鍵的學習

法

安德斯.艾瑞克森(Anders

Ericsson), 羅伯特.普爾

(Robert Pool)著;陳繪茹譯

方智 電子書

3
978-986-133-631-2 ;

986-133-631-1

斜槓青年:全球職涯新趨勢, 迎接更有價值的多職

人生
Susan Kuang作 圓神 電子書

4 9789862487563
專一力原則：「一心一用」戰勝拖延╳提高效率

╳改善關係，重獲職場與生活時間主權

戴芙拉‧札克（Devora

Zack）
寶鼎 電子書

5 9789573283713
情緒寄生 - 與自我和解的34則情感教育【限量加

贈舒心卡4張組】
許皓宜 遠流出版 電子書

6 9789573283454
生活投資學 - 領股息、賺價差，最適合散戶的投

資系統
許凱廸 遠流出版 電子書

7
978-986-95256-2-6 ;

986-95256-2-8

低醣.生酮常備菜:80道吃進優質肉類.海鮮.酪梨.好

油脂, 家常口味的生酮常備食譜

彭安安食譜設計;賴美娟

食譜審訂
采實 電子書

8
978-986-91709-8-7 ;

986-91709-8-6
人生複本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顏湘如譯
寂寞 電子書

9
978-986-213-719-2 ;

986-213-719-3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朴研美(Yeonmi Park)著;謝

佩妏譯

大塊文化出版

大和書報圖書

總經銷

電子書

10
978-986-94524-8-9 ;

986-94524-8-5
別相信任何人

S.J. 華森(S.J. Watson)著;顏

湘如譯
寂寞出版 電子書

11
978-986-136-488-9 ;

986-136-488-9

英語每日一滴 [有聲書]:IG最夯, 學校不教, 聊天.

搭訕.吐槽都有戲
阿滴著 如何 電子書

12
978-986-134-311-2 ;

986-134-311-3
史丹佛大學心理學講義, 人生順利的簡單法則

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著;高宜汝譯
先覺 電子書

13 9789869510875 無腦理財術，小資大翻身！ 施昇輝 有鹿文化 電子書

14 9789869452809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 36則讓你有態度、不委

曲，深諳世故卻不世故的世道智慧
慕顏歌 采實文化 電子書

15

978-986-489-180-1 ;

986-489-180-4 ; 978-

986-489-066-8 ; 986-

489-066-2

食療聖經:(最新科學實證)用全食物蔬食逆轉15大

致死疾病

麥克.葛雷格(Michael

Greger), 金.史東(Gene

Stone)著;謝宜暉, 張家綺

譯

漫遊者文化出

版 大雁文化發

行

電子書

16
978-986-133-643-5 ;

986-133-643-5

歷史, 就是戰:黑貓老師帶你趣解人性、權謀與局

勢
黑貓老師著;魔魔嘎嘎繪 圓神 電子書

17
978-986-137-247-1 ;

986-137-247-4
知性對話必備!讀懂世界的生存之書 蔡社長著;游芯歆譯 究竟 電子書

18
978-986-94767-3-7 ;

986-94767-3-2
排濕瘦身法:韓國當紅9天瘦身飲食計畫 李京姬作;林育帆譯 采實出版集團 電子書

19
978-986-134-313-6 ;

986-134-313-X

華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談判課:上完這堂課, 世界

都會聽你的

史都華.戴蒙(Stuart

Diamond)著;洪慧芳, 林俊

宏譯

先覺 電子書

20 9789863202790 賈伯斯傳 華特．艾薩克森 天下文化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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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名

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類別(圖

書、電子

書)

1 9789571356853 日月當空 黃易 時報 紙本書

2
9573255774/

9789573229339
天龍八部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3 9789863192268 天地明環 黃易 蓋亞 紙本書

4 9789863190905 龍戰在野 黃易
聯合發行總經

銷|蓋亞出版
紙本書

5 9789866815447 獵命師傳奇 九把刀
聯合發行總經

銷|蓋亞出版
紙本書

6 9789571337494 大唐雙龍傳修訂版 黃易 時報 紙本書

7 9789866473395 噩盡島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蓋亞出版
紙本書

8 9789863491156 長灘島玩全指南 李思嫻
聯合發行總經

銷|蓋亞出版
紙本書

9 9789861737744 藥窕淑女 琴律

麥田, 城邦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紙本書

10 9789863491385 北海道玩全指南 吳秀雲
聯合發行總經

銷|宏碩出版
紙本書

11 9789866157042 噩盡島II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蓋亞出版
紙本書

12 9789573330127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 紙本書

13 9789573229193 神鵰俠侶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14 9789571345994 邊荒傳說 黃易 時報 紙本書

15 9789863491323 搭地鐵玩巴黎 廖苑伶
聯合發行總經

銷|宏碩出版
紙本書

16 9573229307 倚天屠龍記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17 9789573249719 射鵰英雄傳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18 9789573229452 笑傲江湖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19 9789865782009 凶宅筆記 |貳十三
聯合發行總經

銷|欣燦連出版
紙本書

20 9789573317241 哈利波特 : 神秘的魔法石 羅琳 皇冠 紙本書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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