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行名

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類別(圖書、

電子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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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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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無 哆啦A夢. 第1包
藤子.F.不二雄原作;王筱晴

等譯
青文出版社 電子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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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789573280439 華爾街操盤手給年輕人的15堂理財課 闕又上著 遠流 電子書

6
978-986-479-303-7 ;

986-479-303-9

40歲一定要養成的關鍵習慣:從職場.財富到家庭,

創造中年人生大改變
佐佐木常夫著;黃薇嬪譯 遠見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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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73-9-0 ;

986-95473-9-7
前彎:最強舒筋活血法 谷啓嗣著;蔡麗蓉譯 采實出版集團 電子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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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無 你的名字 新海誠著;黃涓芳譯 台灣角川發行 電子書

11 9789573283744
情緒暴走不是你的錯 - 心理師也在用的15 個口訣

與秘訣，快速回復心平氣和
大嶋信賴 遠流出版 電子書

12
978-957-13-7090-3 ;

957-13-7090-8

人人都能上手的資訊圖表設計術:台灣第一家

INFOGRAPHIC設計公司,經典案例、操作心法、

製作祕笈全公開!

Re-lab團隊著 時報文化 電子書

13
978-957-8950-02-3 ;

957-8950-02-0

低糖.生酮10分鐘甜點廚房:以杏仁粉、椰子粉取代

麵粉,赤藻糖醇代替砂糖 精心設計最簡易、即食的

65道美味甜點

彭安安著 采實文化 電子書

14
978-986-591-627-5 ;

986-5916-27-4
大學生一定要具備的職場接軌力 王乾任著

凱信企業管理

出版 創智總經

銷

電子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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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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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978-957-13-7313-3 ;

957-13-7313-3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貓永遠是對的 黃阿瑪, 志銘與狸貓作 時報文化 電子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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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978-986-134-305-1 ;

986-134-305-9

精準學習:「羅輯思維」最受歡迎的個人知識管理

精進指南
成甲著 先覺 電子書

20
978-986-479-189-7 ;

986-479-189-3
心態致勝:全新成功心理學

卡蘿.杜維克(Carol S.

Dweck)著;李芳齡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大和書報

圖書總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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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56778 日月當空 黃易 時報 紙本書

2 4715243776860 天地明環 黃易 蓋亞 紙本書

3 9789570484809 小兒氣喘 巴克曼 智庫 紙本書

4 9789867880321  戰勝乳癌 : 認識乳癌的症狀及治療 巴克曼 智庫 紙本書

5 9789863190042 獵命師傳奇 九把刀
聯合發行總經

銷
紙本書

6 978957133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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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書

8 9789866157042 噩盡島II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紙本書

9 9789865625139 凶宅筆記  貳十三 知翎文化 紙本書

10 9789863190899 龍戰在野 黃易
聯合發行總經

銷
紙本書

11 9789572917312 積福和養生 葉倫會 普林特印刷 紙本書

12 9789571345994 邊荒傳說 黃易 時報 紙本書

13 9789570484779 腸躁症 哈沃 智庫 紙本書

14 9789573229421 笑傲江湖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15 9789570484786 乳癌 巴克曼 智庫 紙本書

16 9789570484755 中風 巴克曼 智庫 紙本書

17 9789867880246 憂鬱不再來 : 認識憂鬱症的症狀及治療 何修宜 智庫 紙本書

18 9789570484748 糖尿病 何修宜 智庫 紙本書

19 9789862190173 藏地密碼 何馬 旭昇經銷 紙本書

20 9789573330127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 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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