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行

名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借閱次數

類別(圖書、

電子書)

1 9789573285229
故事課：3分鐘說18萬個故事，打造影

響力
許榮哲 遠流出版 111 電子書

2 9789573285267

如何把收入轉化為財富：原來有錢人

都這麼做2 經濟低迷時代學習有錢人

致富的財務行為

湯瑪斯．史丹利博士（Thomas J.

Stanley, PhD.）、莎拉．史丹利 法洛

博士（Sarah Stanley Fallaw, PhD.）

遠流出版 94 電子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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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電子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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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電子書

5
978-986-213-851-9 ;

986-213-851-3

跟華爾街之狼學銷售:一門價值30萬元

的銷售課 4秒鐘, 打下成交大訂單基

礎!

喬登.貝爾福(Jordan Belfort)著;劉道捷

譯

大塊文化出版

大和書報圖書

總經銷

47 電子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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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神出版社 46 電子書

7 9789573284895 情緒恢復：告別玻璃心的韌性練習 內田和俊（Uchida Kazutoshi） 遠流出版 45 電子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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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電子書

9 9789862487778
我在100天內自學英文翻轉人生：跟讀

電影成為英文口說高手
張同完 EZ叢書館 32 電子書

10 9789573285236
故事課：99% 有效的故事行銷，創造

品牌力
許榮哲 遠流出版 30 電子書

11 9789573284918
巴菲特勝券在握的12 個原則（致勝新

裝版）

羅伯特．海格斯壯（Robert G.

Hagstrom）
遠流出版 29 電子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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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電子書

13 9789579072410

一開始就不用收！家的最後一堂空間

收納課（暢銷增訂版）：換屋8次，

親身實驗，台灣設計師一定要教你的

收納術與選櫃法！

朱俞君 原點出版 28 電子書

14 9789573284857

思考力培養法 - 全球800 萬人實踐的

思考程序，引導孩子獨立思考，增強

學習力！

飛田 基 遠流出版 27 電子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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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電子書

16 9789573284888 慢活出滋味 游乾桂 遠流出版 25 電子書

17 9789579001892
純淨飲食全書：20種食材×20天健康復

原計畫，讓身體煥然一新

伊恩‧史密斯（Ian K. Smith）醫學

博士
橡實文化 25 電子書

18
978-986-95256-2-6 ;

986-95256-2-8

低醣.生酮常備菜:不挨餓、不用喝

油、醣質不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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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電子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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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電子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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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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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名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借閱次數

類別(圖書、

電子書)

1 9789571356853 日月當空 黃易 時報 199 紙本書

2 9789863192268 天地明環 黃易 蓋亞 175 紙本書

3 9789571337494 大唐雙龍傳修訂版 黃易 時報 156 紙本書

4 9789863190905 龍戰在野 黃易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140 紙本書

5 9789865782009 凶宅筆記 貳十三 知翎文化 135 紙本書

6 9789866473395 噩盡島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130 紙本書

7 9789573330127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 115 紙本書

8 9789863491385 北海道玩全指南 日本北海道|吳秀雲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出版
113 紙本書

9 9789861371955
被討厭的勇氣 : 自我啟發之父「阿德

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

究竟出版|叩應

經銷
101 紙本書

10 9789863042914 后宮 : 如懿傳 流瀲紫

 希代多媒體書

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1 紙本書

11 9789573229193 神鵰俠侶 金庸 遠流 99 紙本書

12 9789865988111 修煉 陳郁如 小兵 99 紙本書

13 9789866157042 噩盡島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96 紙本書

14 9789573249719 射鵰英雄傳 金庸 遠流 96 紙本書

15 9789863490630 沖繩玩全指南 林倩伃|行遍天下記者群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發行
95 紙本書

16 9789863491293 京阪神花小錢玩很大 劉耕宏|陳維玉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出版
90 紙本書

17 9789863192206 日落後 星子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88 紙本書

18 9789573229339 天龍八部 金庸 遠流 87 紙本書

19 9573229307 倚天屠龍記 金庸 遠流 87 紙本書

20 9789863491163
大阪.京都.神戶關西三都 一日乘車券

完全攻略
陳維玉|イカロス出版社

聯合發行總經

銷|宏碩出版
85 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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