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1 9570176296-01 我做到了! [兒童書] 陳月文文字 ; 蘋果梅子插畫 內政部家暴會 2004 9570176296 初版

2 9570176296-02 你沒有錯 [兒童書] 陳月文文字 ; 蘋果梅子插畫 內政部家暴會 2004 9570176297 初版

3 9570176296-03 勇敢的孩子 [兒童書] 陳月文文字 ; 蘋果梅子插畫 內政部家暴會 2004 9570176298 初版

4 9570213884-01 舞台監督手冊 邱坤良,詹惠登主編. 行政院文建會. 1998 9570213884  

5 9570213884-02 台灣戲劇發展概說 邱坤良主編. 文建會. 1998 9570213884  

6 9570213884-03 青少年教育劇場工作手冊 邱坤良主編. 行政院文建會. 1998 9570213884  

7 9570213884-04 導演手冊 邱坤良主編. 行政院文建會. 1998 9570213884  

8 9570380136-01 月餅的起源 [兒童書] :  費長房的奇遇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9 9570380136-02
會掉鼻子的神 [兒童書] :  牽紅線的老公

公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0 9570380136-03 慈禧太后逃難 [兒童書] :  戚繼光餅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1 9570380136-04 愛玉冰的故事 [兒童書] :  婆婆與狐狸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2 9570380136-05 兩籃桑葚 [兒童書] :  淳于意的小女兒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3 9570380136-06 兩擔穀子 [兒童書] :  不吃蘿蔔吃婆婆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4 9570380136-07
兔子的短尾巴 [兒童書] :  狐猴兔馬的故

事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5 9570380136-08 矮子宰相 [兒童書] :  麒麟送來的孩子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6 9570380136-09 瞎子摸大象 [兒童書] :  井裏的小青蛙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7 9570380136-10 瞎子和跛子 [兒童書] :  果樹村的故事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18 9570380136-11 真劉邦與假劉邦 [兒童書] :  孔明借東風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0 9570380136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19 9570380136-12 白賊七仔 [兒童書] :  大海裏的小石磨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0 9570380136-13
白米飯變水仙花 [兒童書] :  羞答答的彩

虹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1 9570380136-14 白米仙洞 [兒童書] :  日月潭的神話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2 9570380136-15
狗不理的包子 [兒童書] :  麻婆豆腐的故

事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3 9570380136-16 烏鴉變磚頭 [兒童書] :  兩把寶劍的故事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4 9570380136-17
濁水溪的傳說 [兒童書] :  姊妹潭和兄弟

樹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5 9570380136-18 漁大夫 [兒童書] :  魚肚裏藏一把劍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6 9570380136-19 少了一半的山 [兒童書] :  養女湖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出版 ; 文香

書局總經銷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7 9570380136-20 淝水大戰 [兒童書] :  文成公主出嫁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8 9570380136-21 沒有縫兒的衣服 [兒童書] :  大蚌鬥水鳥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29 9570380136-22 桃花仙洞 [兒童書] :  歷山的傳說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30 9570380136-23 小曹沖稱大象 [兒童書] :  太陽和故鄉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31 9570380136-24 公雞叫太陽 [兒童書] :  白頭髮的鳥兒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32 9570380136-25 蝸牛和黃牛 [兒童書] :  麻雀不會走路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33 9570380136-26 小城故事 [兒童書] :  鄭成功降魔記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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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9570380136-27
蛇丟了一面鼓 [兒童書] :  黃牛水牛換衣

服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35 9570380136-28 虎姑婆 [兒童書] :  阿龍與阿花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36 9570380136-29 小和尚與臘八粥 [兒童書] :  灶王老爺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0 9570380136 [初版]

37 9570380136-30 小兒神項託 [兒童書] :  公雞蛋與小宰相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38 9570380136-31
董永遇見仙女 [兒童書] :  披鹿皮的小孩

子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39 9570380136-32 花木蘭當兵 [兒童書] :  謝定住打老虎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0 9570380136-33 臭頭皇帝 [兒童書] :  鑽褲襠的英雄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1 9570380136-34 寫完一缸水 [兒童書] :  愛國的小英雄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2 9570380136-35 紫荊樹 [兒童書] :  懶鬼兒和聚寶盆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3 9570380136-36
紀曉嵐的笑話 [兒童書] :  徐文長與吝嗇

鬼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4 9570380136-37 笨賊偷鐘 [兒童書] :  樂羊子讀書記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5 9570380136-38 穀子不回家 [兒童書] :  皇帝與仙人掌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出版 ; 文香

書局總經銷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6 9570380136-39 稻米的故事 [兒童書] :  金牛與銀喇叭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7 9570380136-40 五隻石頭羊 [兒童書] :  六尺巷的由來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48 9570380136-41 五十步笑一百步 [兒童書] :  阿塗拔秧苗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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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9570380136-42 龍眼和桂圓 [兒童書] :  驕傲的理髮匠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0 9570380136-43 黑面包公 [兒童書] :  神仙大夫華佗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1 9570380136-44
黃鼠狼偷雞 [兒童書] :  烏鴉為什麼是黑

的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2 9570380136-45
不聽話的小竹子 [兒童書] :  聰明的老公

公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3 9570380136-46 黃帝大戰蚩尤 [兒童書] :  王后與煙火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4 9570380136-47 麻姑學雞叫 [兒童書] :  跛子神仙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5 9570380136-48 三個皇子撿柴 [兒童書] :  王粲擺棋子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6 9570380136-49 騎鶴的仙人 [兒童書] :  呂洞賓追觀音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7 9570380136-50 騎驢的詩人 [兒童書] :  後庭花歌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8 9570380136-51 餃子的由來 [兒童書] :  火腿業的祖師爺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59 9570380136-52
風吹抖抖鳥 [兒童書] :  見不到陽光的蝙

蝠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0 9570380136-53 題扇橋與躲婆弄 [兒童書] :  溪水開了花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1 9570380136-54 雷公和閃電娘娘娘 [兒童書] :  守門的神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2 9570380136-55 關公的大紅臉 [兒童書] :  仙鶴變成字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3 9570380136-56 鐵砧山與劍井 [兒童書] :  二水的由來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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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9570380136-57 鍾馗吃小鬼 [兒童書] :  土地公與土地婆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5 9570380136-58 金錢樹 [兒童書] :  雞冠花的由來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6 9570380136-59 金銀花姑娘 [兒童書] :  珍珠米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7 9570380136-60 金色的針兒 [兒童書] :  三件寶貝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8 9570380136-61 過橋的米粉 [兒童書] :  諸葛亮做饅頭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69 9570380136-62 過年的由來 [兒童書] :  元宵姑娘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70 9570380136-63
趙家孤兒報仇 [兒童書] :  田單的連環妙

計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71 9570380136-64 貓大哥鼠弟弟 [兒童書] :  龍跟雞借角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72 9570380136-65
孫悟空大鬧天宮 [兒童書] :  孫悟空偷吃

人參果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73 9570380136-66 十三郎捉賊 [兒童書] :  路邊的李子樹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74 9570380136-67 孔夫子算帳 [兒童書] :  張小泉剪刀店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75 9570380136-68 啞巴水和說話水 [兒童書] :  黑色的村子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76 9570380136-69 太陽國的金子 [兒童書] :  石匠的夢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77 9570380136-70 天穿節的傳說 [兒童書] :  皇帝和掛紙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78 9570380136-71
唐伯虎畫麻雀 [兒童書] :  水缸裏的大將

軍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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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9570380136-72 和尚煮肉 [兒童書] :  樂毅賣豆腐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80 9570380136-73 大井巷的滅火龍 [兒童書] :  金釵井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81 9570380136-74 地底下的人 [兒童書] :  賴半街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82 9570380136-75 傻子阿發 [兒童書] :  狐狸跟老虎借膽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文字

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花旗 2003 9570380136 [初版]

83 9570821272-01 物產的故事 /
張友漁文 ; 施志汶審訂 ; 林麗

珺封面繪圖 ; 劉素珍內頁繪
聯經, 2000

9570821272,

9570821132
初版

84 9570821272-02 山脈的故事 /
張友漁文 ; 施志汶審訂 ; 孫基

榮封面繪圖 ; 劉素珍內頁繪
聯經, 2000

9570821272,

9570821140
初版

85 9570828498-01 異鄉奇遇 / 洪絲絲著 金門縣政府 ; 2005
9570828498,

9570828390
初版

86 9570828498-02 幽默伊甸 / 吳玲瑤著 金門縣政府 ; 2005
9570828498,

9570828420
初版

87 9571330310-01
歷史的凝結 : 1977~79臺灣民主運動影像

史 /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

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 ;

陳世宏執行編輯

時報文化, 1999
9571330310,

9571330191
初版

88 9571330310-02 走向美麗島 : 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 /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

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

策劃 ; 韋本執行主編

時報文化, 1999 9571330310 初版

89 9572057375-01 放電影 ; 乖貓咪 / 沈帆, 孔冰蕾編繪 風車圖書出版 : 2001
9572057375,

9572057294
初版

90 9572057375-02 紅襪子 ; 南極的禮物 / 沈帆, 孔冰蕾編繪 風車圖書出版 : 2001
9572057375,

9572057308
初版

91 9572057375-03 冬天的藝術家 ; 路上有隻獅子 / 沈帆, 孔冰蕾編繪 風車圖書出版 : 2001
9572057375,

9572057316
初版

92 9572057375-04 放風箏比賽 ; 好心的飛行員 / 沈帆, 孔冰蕾編繪 風車圖書出版 : 2001
9572057324,

9572057375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93 9572057375-05 花斑馬永遠快樂 ; 蜘蛛修理舖 / 沈帆, 孔冰蕾編繪 風車圖書出版 : 2001
9572057375,

9572057340
初版

94 9572057375-06 船,房子,還是車? ; 兔子的門 / 沈帆, 孔冰蕾編繪 風車圖書出版 : 2001
9572057375,

9572057367
初版

95 9572057375-07 大衣自己跑啦! ; 下大雨音樂會 / 沈帆, 孔冰蕾編繪 風車圖書出版 : 2001
9572057375,

9572057359
初版

96 9573317796-01 半生緣 張愛玲著 皇冠 2001 9573317796  

97 9573317796-02 紅樓夢魘 張愛玲著 皇冠 2001 9573317796  

98 9573317796-03 赤地之戀 張愛玲著 皇冠 2001 9573317796

99 9573317796-04 海上花開 張愛玲著 皇冠 2001 9573317796  

100 9573317796-05 海上花落 張愛玲著 皇冠 2001 9573317796  

101 9573317796-06 愛默森選集等五種 張愛玲著 皇冠 2001 9573317796  

102 9573317796-07 張愛玲典藏全集 :  散文 張愛玲著 皇冠 2001 9573317796  

103 9573317796-08 張愛玲典藏全集 :  短篇小說 張愛玲著 皇冠 2001 9573317796  

104 9573800020-01 好吃的蔬菜 [兒童書] 鄭元春撰文.攝影 華一 1988 9573800020 第一

105 9573800020-02 奇妙的機器人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06 9573800020-03 奇妙的大氣壓力 [兒童書] 馮鵬年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07 9573800020-04 太空人的一天 [兒童書] 邱國光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08 9573800020-05 外星人來了 [兒童書] 邱國光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09 9573800020-06 我是一顆小雨點 [兒童書] 馮鵬年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10 9573800020-07 常見的野花 [兒童書] 鄭元春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11 9573800020-08 古代的交通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黃承

傳審訂
華一 1989 9573800020

第一

版

112 9573800020-09 電腦123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 華一 1992 9573800020 第一

113 9573800020-10 火箭升空 [兒童書] 邱國光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14 9573800020-11 氣象預報員的一天 [兒童書] 馮鵬年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15 9573800020-12 動物的寶寶 [兒童書] 林良恭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116 9573800020-13 未來的世界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黑幼

龍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17 9573800020-14 有趣的鳥兒 [兒童書] 李壽先撰文 華一 1988 9573800020 第一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118 9573800020-15 有趣的小實驗 [兒童書] 陳慶飛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19 9573800020-16 有毒的日常用品 [兒童書]
黃鵬鵬, 王司文, 王世斌撰文 ;

駱尚廉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20 9573800020-17 月球上的太空城 [兒童書] 邱國光撰文 華一 1988 9573800020 第一

121 9573800020-18 蛾的故事 [兒童書] 陳維壽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22 9573800020-19 船的故事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黃承

傳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23 9573800020-20 臺灣的鳥類 [兒童書] 李壽先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24 9573800020-21 柔道教室 [兒童書]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25 9573800020-22 能的世界 [兒童書] 湯國光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26 9573800020-23 美麗的路樹 [兒童書] 鄭元春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27 9573800020-24 美麗的地球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王鑫

審訂
華一 1988 9573800020

第一

版

128 9573800020-25 虎頭蜂的王國 [兒童書] 陳維壽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129 9573800020-26 米的故事 [兒童書]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0 9573800020-27 神秘的北極和南極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王鑫

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1 9573800020-28 神奇的元素 [兒童書] 陳慶飛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2 9573800020-29 看不見的電波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黃承

傳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3 9573800020-30 人造衛星 [兒童書] 邱國光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4 9573800020-31 一百年來的發明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黑幼

龍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5 9573800020-32 鳥的叫聲 [兒童書] 李壽先撰文 ; 陳永福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6 9573800020-33 大家來賞鳥 [兒童書] 李壽先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7 9573800020-34 迷人的花卉 [兒童書] 鄭元春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38 9573800020-35 輪子的本事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黃承

傳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139 9573800020-36 認識海裏的魚 [兒童書] 黃鵬鵬, 王司文, 王世斌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40 9573800020-37 認識河裡的魚 [兒童書] 黃鵬鵬, 王司文, 王世斌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41 9573800020-38 裝甲部隊 [兒童書] 陳維壽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42 9573800020-39 蝴蝶的故事 [兒童書] 陳維壽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43 9573800020-40 鳥兒大搬家 [兒童書] 李壽先撰文 華一 1988 9573800020 第一

144 9573800020-41 魚類的秘密 [兒童書] 黃鵬鵬, 王世斌, 王司文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45 9573800020-42 魚的長途旅行 [兒童書] 黃鵬鵬, 王司文, 王文斌撰文 華一 1989 9573800020 第一

146 9573800020-43 魚的七十二變 [兒童書]
黃鵬鵬﹐王世斌﹐王司文撰

文.
華一 1989 9573800020

第一

版.

147 9573800020-44 冒充的高手 [兒童書] 陳維壽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48 9573800020-45 化工產品的把戲 [兒童書] 陳慶飛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49 9573800020-46
動物的看家本領 [兒童書] :  觀察動物的

特性
林良恭撰文 華一 1988 9573800020 初版

150 9573800020-47 動物的婚禮 [兒童書] 林良恭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第一

151 9573800020-48 動物的三餐 [兒童書] 林良恭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52 9573800020-49 力的家庭 [兒童書] 湯國光撰文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53 9573800020-50 飛到天空玩一玩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黃承

傳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54 9573800020-51 古時候的發明 [兒童書]
華一編輯委員會撰文 ; 黑幼

龍審訂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55 9573800020-52 四季的水果 [兒童書] 鄭元春撰文.攝影 華一 1992 9573800020 再版

156 9573800039-01 寫完一缸水 ;  愛國的小英雄
華一書局編輯委員會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華一. 1992 9573800039 再版.

157 9573800039-02 少了一半的山 [兒童書] :  養女湖
華一書局編輯委員會編著 ;

楊長義插圖
華一 1992 9573800039 再版

158 9573800039-03 十三郎捉賊.路邊的李子樹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著.
華一 1992 9573800039 再版.

159 9573800039-04 大喬和小喬.躱在床底的周邦彥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著.
華一 1992 9573800039 再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160 9573800039-05 大井巷的滅火龍.金釵井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著.
華一 1992 9573800039 再版.

161 9573800039-06 地底下的人.賴半街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著.
華一 1992 9573800039 再版.

162 9573800039-07 騎驢的詩人.後庭花歌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著.
華一 1992 9573800039 再版.

163 9573800039-08 山羊和駱駝.豬被狼吃掉了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著.
華一 1992 9573800039 再版.

164 9573800519-01
幾何國三勇士 [兒童書] :  認識基本圖形

及面積.體積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65 9573800519-02 神奇的胡蘿蔔 [兒童書] :  數字1-100的點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66 9573800519-03
崔婆婆的小斗篷 [兒童書] :  數概念及邏

輯關係綜合練習.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67 9573800519-04 小豬淘兒的一天 [兒童書] :  認識時間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68 9573800519-05 會吐銀子的石頭 [兒童書] :  空間觀念.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69 9573800519-06 鴨子孵蛋 [兒童書] :  認識數的合成與加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70 9573800519-07 青蛙隊伍 [兒童書] :  趣味數字兒歌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71 9573800519-08
鈔票先生的旅行 [兒童書] :  認識錢幣與

錢幣的使用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72 9573800519-09 不准說一個數目字:  認識數字 [兒童書]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73 9573800519-10 大人國和小人國 [兒童書] :  量的概念  泛亞國際 2007 9573800519  

174 9574208095-01 飛機.火箭 / 光復書局編輯部編譯 光復, 1992 9574208095 再版

175 9574529460-01 中國成語經典故事. 林芸編著 ; 可洛繪圖
新潮社文化出版

;
2005

9574529428,

9574529460
初版

176 9574529460-02 中國成語經典故事. 林芸編著 ; 可洛繪圖
新潮社文化出版

;
2005

9574529460,

9574529436
初版

177 9574529460-03 中國成語經典故事. 林芸編著 ; 可洛繪圖
新潮社文化出版

;
2005

9574529460,

9574529452
初版

178 9574529460-04 中國成語經典故事. 林芸編著 ; 可洛繪圖
新潮社文化出版

;
2005

9574529460,

957452941X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179 9574529460-05 中國成語經典故事. 林芸編著 ; 可洛繪圖
新潮社文化出版

;
2005

9574529460,

9574529444
初版

180 9575010434-01 自然觀察 / 楊平世,鄭元春原著 方向文化發行 : 2004

9575010566,957

5010558,957501

0612,957501060

4,9575010329,9

57501054X,957

5010647,957501

0639,957501043

4,9575010590,9

575010582,9575

010574,9575010

620

八版

181 9575010434-02 自然探索 / 楊平世,鄭元春原著 方向文化發行 : 2004

9575010523,957

5010469,957501

0515,957501050

7,9575010434,

9575010493,957

5010450,957501

0442,957501048

5,9575010477,9

575010531

八版

182 9575171098-01 乾隆遊江南 七十六回  世一 1995 9575171098 初版

183 9575171098-02 乾隆遊江南 佚名作 ; 汪家齡繪 世一文化 2016 9575171098
修訂

新版

184 9575581709-01 海中女王 / 星燦文 ; 高雲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09,

9575581660
一版

185 9575581709-02 孝順的小亨利 / 星燦文 ; 繆惟,呂蕾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09,

9575581687
一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186 9575581709-03 神奇的蘋果樹 / 星燦文 ; 陳一清,李睦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652,

9575581709
一版

187 9575581709-04 金屋.銀屋 / 星燦文 ; 吳冠英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09,

9575581644
一版

188 9575581709-05 勇敢的樂師 / 星燦文 ; 繆惟,呂蕾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09,

9575581679
一版

189 9575581717-04 驢耳朶王子 : 葡萄牙童話 / 星燦文 ; 冷冰川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199,

9575581717
一版

190 9575581725-01 比里王子和公牛 / 星燦文 ; 董小明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377,

9575581725
一版

191 9575581725-02 小漁童的寶物 / 星燦文 ; 李芳芳,郭予群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25,

9575581296
一版

192 9575581725-03 一頭藍色的牛 / 星燦文 ; 岳昕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25,

9575581350
一版

193 9575581725-04 羅賓的三件寶物 : 英國童話 / 星燦文 ; 董小明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25,

9575581318
一版

194 9575581733-01 聰明的十三弟 / 星燦文 ; 高雲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33,

9575581415
一版

195 9575581733-03 忘恩負義的鰐魚 / 星燦文 ; 劉洛平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33,

9575581393
一版

196 9575581733-04 克勞斯兄弟 / 星燦文 ; 李芳芳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431,

9575581733
一版

197 9575581741-01 約瑟與公主 / 星燦文 ; 陳小軍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41,

9575581512
一版

198 9575581741-02 兩姊妹 / 星燦文 ; 吳冠英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571,

9575581741
一版

199 9575581741-03 放牧一千隻兎子 / 星燦文 ; 陳一清圖 大千文化出版 : 1992
9575581741,

9575581539
一版

200 9575603168-01 少年曹丕 [兒童書] 陳素燕著 九歌 1994 9575603168 初版

201 9575603168-02 家有小丑 [兒童書] 秦文君著 九歌 1994 9575603168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202 9575720024-01 蘭亭序 :  行書 (東晉)王羲之作 ; 張炳煌編修. 華視. 1991 9575720024  

203 9575720024-02 九成宮醴泉銘 :  楷書 ( 唐) 歐陽詢[ 書] ; 張炳煌編 華視. 1991 9575720024  

204 9575720024-03 乙瑛碑 :  隸書 張炳煌編修. 華視. 1991 9575720024  

205 9575720024-04 十七帖 :  草書 (東晉)王羲之作 ; 張炳煌編修. 華視. 1991 9575720024  

206 9575720024-05 鄭文公碑 :  楷書(六朝) (北魏)鄭道昭作 ; 張炳煌編修. 華視. 1991 9575720024  

207 9575720024-06 張猛龍碑 :  楷書(六朝) 張炳煌編修. 華視. 1991 9575720024  

208 9575980697-01 聖嚴法師教禪坐 聖嚴法師著 法鼓文化 1999
9575980697,

9579900604

修訂

版

209 9575980697-02 聖嚴法師教禪坐 聖嚴法師著 法鼓文化 1999
9579900604,

9575980697
二版

210 9576041740-01 除夕 [兒童書]
亦北編文 ; 呂思賢主編 ; 謝海

洋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1 9576041740-02 除巫治鄴 [兒童書]
汪述榮編文主編 ; 楊金星繪

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2 9576041740-03 重陽登高 [兒童書]
洋洋編文 ; 呂思賢主編 ; 吳同

彥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3 9576041740-04 插花節 [兒童書]
王一涓編文 ; 呂思賢主編 ; 班

苓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4 9576041740-05 畫扇斷案 [兒童書]
季魯編文 ; 趙鎮琬主編 ; 史中

民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5 9576041740-06 孫臏賽馬 [兒童書]
吳思政編文 ; 汪述榮主編 ; 丘

瑋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6 9576041740-07 天梯建木 [兒童書]
點方編文 ; 馬永傑主編 ; 吳松

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7 9576041740-08 姑嫂塔 [兒童書]
若白編文 ; 李玉光主編 ; 曾凡

章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8 9576041740-09 天女池 [兒童書]
鳳鳴編文 ; 馬永傑主編 ; 胡壽

榮等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19 9576041740-10 牛郎織女 [兒童書]
盧暉編文 ; 李玉光主編 ; 郭東

健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220 9576041740-11 禹游歷海外 [兒童書]
齊林編文 ; 馬永傑主編 ; 林群

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21 9576041740-12 格薩爾 [兒童書]
余群編文 ; 李玉光主編 ; 陳方

遠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22 9576041740-13 黃帝戰蚩尤 [兒童書]
立冬編文 ; 馬永傑主編 ; 佟振

國等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23 9576041740-14 晏子使楚 [兒童書]
高學棻編文 ; 汪述榮主編 ; 陳

重印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24 9576041740-15 傻女婿 [兒童書]
訾如編文 ; 桂臺華主編 ; 莊正

彬等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25 9576041740-16 公主頭紗 [兒童書]
東澍編文 ; 李玉光主編 ; 朱進

等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26 9576041740-17 哭長城 [兒童書]
楊華編文 ; 李玉光主編 ; 薛志

華繪畫

人類文化  福建

少年兒童  香港
1991 9576041740  

227 9576048478-01 小雞穿鞋子 /

黃淑慧主編 ; 潘慧芬文字編

輯 ; 周家琪美術編輯 ; 羅門美

術中心繪圖

人類文化, 2000
9576048478,

9576048400

228 9576048478-02 小水滴旅行 /

黃淑慧主編 ; 潘慧芬文字編

輯 ; 周家琪美術編輯 ; 羅門美

術中心繪圖

人類文化, 2000
9576048451,

9576048478

229 9576048478-03 風娃娃在哪裡 /

黃淑慧主編 ; 潘慧芬文字編

輯 ; 周家琪美術編輯 ; 羅門美

術中心繪圖

人類文化, 2000
9576048478,

9576048427

230 9576048478-04 彩色的雲 /

黃淑慧主編 ; 潘慧芬文字編

輯 ; 周家琪美術編輯 ; 羅門美

術中心繪圖

人類文化, 2000
9576048478,

9576048443

231 9576048478-05 我要買泥沙 /

黃淑慧主編 ; 潘慧芬文字編

輯 ; 周家琪美術編輯 ; 羅門美

術中心繪圖

人類文化, 2000
9576048478,

9576048419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232 9576048478-06 哦!我知道了 /

黃淑慧主編 ; 潘慧芬文字編

輯 ; 周家琪美術編輯 ; 羅門美

術中心繪圖

人類文化, 2000
9576048478,

9576048435

233 9576074231-01 魔弦吉他族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34 9576074231-02 頭城狂人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35 9576074231-03 四海武館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36 9576074231-04 阿罩霧三少爺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37 9576074231-05 尋找中央山脈的弟兄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38 9576074231-06 太平山情事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39 9576074231-07 龍門峽的紅葉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40 9576074231-08 少年雲水僧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41 9576074231-09 戲演春帆樓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42 9576074231-10 我們的祕魔岩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43 9576074231-11 無言的戰士 :  林旺與我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44 9576074231-12 火金姑來照路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45 9576074231-13 福音與拔牙鉗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46 9576074231-14 白蓮社板仔店 李潼著 圓神 1999 9576074231 初版

247 9576423899-01
魚戲蓮葉間 [兒童書] :  給孩子的一百首

古詩

朱昆槐, 鄧美玲詩文選註 ; 小

魚等繪圖
信誼基金 1997

9576423899,

9576423872 
初版

248 9576423899-02 給孩子的一百首古詩 [兒童書]
朱昆槐, 鄧美玲詩文選註 ; 小

魚等繪圖
信誼基金 2002

9576423899,

9576423872,957

6423899,957642

3880

三版

249 9576423988-01 拍花籮 / 潘人木文 ; 曹俊彥圖 信誼出版 : 1995
9576422841,

9576423988

250 9576423988-03 禮物 / 王金選文,圖 信誼出版 : 1996
9576423767,

9576423988

251 9576423988-04 收集東,收集西 / 何雲姿文,圖 信誼出版 : 1996
9576423422,

9576423988

252 9576424666-01 紅田嬰 [兒童書] 張杏如總編輯 ; 曹俊彥等繪 信誼 1998 9576424666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253 9576424666-02 火金姑 [兒童書] 張杏如總編輯 ; 曹俊彥等繪 信誼 1998 9576424666  

254 9576424666-03 火金姑 [兒童書]
林武憲, 李紫蓉賞析 ; 曹俊彥

等繪
信誼 2002 9576424666 二版

255 9576424666-04 紅田嬰 [兒童書] 張杏如總編輯 ; 曹俊彥等繪 信誼 2002 9576424666 二版

256 9577321070-01 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 巨流, 1999 9577321070 初版

257 9577321070-02 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增訂版) /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 巨流出版 ; 2002 9577321070
增訂

版三

258 9577451667-01 東方冒險傳奇 [兒童書] :  馬可波羅
薇薇夫人文 ;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圖

格林文化出版

城邦發行
2000 9577451667 初版

259 9577451667-02 馬可波羅 [兒童書] 薇薇夫人文 ; 羅伯英潘圖 格林文化 1998
9577451640,

9577451667
初版

260 9577452019-01 宇宙的鑰匙 [兒童書] :  愛因斯坦 劉思源, 李廉步文 ; 朱里安諾 格林文化 1999 9577452019 初版

261 9577452019-02 想像比知識重要 [兒童書] :  愛因斯坦 劉思源, 李廉步文 ; 朱里安諾 格林文化 1999 9577452019 初版

262 957745240X-01 智慧的長河 [兒童書] :  釋迦牟尼
郝廣才文 ; 保羅艾坦(Paolo

D`Altan)圖

格林文化出版

城邦發行
1999 957745240X 初版

263 957745240X-02 智慧的長河 [兒童書] :  釋迦牟尼 郝廣才文 ; 保羅艾坦圖
格林出版 ; 凌域

總經銷
1999 957745240X 初版

264 9577453406-01 聖雄 [兒童書] :  甘地 林良文 ; 羅伯英潘圖
格林文化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
2000 9577453406 初版

265 9577453406-02 聖雄 [兒童書] :  甘地 = Gandhi
林良文 ;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圖

格林文化出版 ;

易媒普發行
2007 9577453406 初版

266 9577473210-01
尋找自信心 = Looking for the self-

confident /

[幼福編輯部編輯] ; 視度空間

工作室創意繪圖
幼福文化, 2003 9577473210

第一

版

267 9577473210-02
尋找自信心 : 自信小尖兵 = Looking for

the self-confident /

王興炫, 饒允武, 曾淑惠編輯

企劃 ; 視度空間工作室創意
幼福文化, 2003 9577473210

268 9577661726-01 美勞小百科.

宇宙創意工作小組編企 ; 陳

中坤, 高淑惠, 唐家振創意設

計 ; 陳中坤, 牟國器攝影設計

; 游景閔翻譯

博學館圖書, 2003
9577661726,

9577661564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269 9577661726-02 美勞小百科.

宇宙創意工作小組編企 ; 陳

中坤, 高淑惠, 唐家振創意設

計 ; 陳中坤, 牟國器攝影設計

; 游景閔翻譯

博學館圖書, 2003
9577661726,

9577661580
初版

270 9577661726-04 美勞小百科.

宇宙創意工作小組編企 ; 陳

中坤, 高淑惠, 唐家振創意設

計 ; 陳中坤, 牟國器攝影設計

; 游景閔翻譯

博學館圖書, 2003
957766153X,

9577661726
初版

271 9577661726-05 美勞小百科.

宇宙創意工作小組編企 ; 陳

中坤, 高淑惠, 唐家振創意設

計 ; 陳中坤, 牟國器攝影設計

; 游景閔翻譯

博學館圖書, 2003
9577661556,

9577661726
初版

272 9577661726-06 美勞小百科.

宇宙創意工作小組編企 ; 陳

中坤, 高淑惠, 唐家振創意設

計 ; 陳中坤, 牟國器攝影設計

; 游景閔翻譯

博學館圖書, 2003
9577661599,

9577661726
初版

273 957805095X-01
黃金時代家庭百科全書. 第四冊, 港口與

行道至動物園
Jayne Parsons編 階梯 2000 957805095X  

274 957805095X-02
黃金時代家庭百科全書. 第三冊, 印度洋

至玻里尼西亞
Jayne Parsons編 階梯 2000 957805095X  

275 957805095X-03
黃金時代家庭百科全書. 第一冊, 澳洲原

住民至城市
Jayne Parsons編 階梯 2000 957805095X  

276 9578236026-01 上天下地看家園 /
徐美玲作 ; 王仁川等插圖繪

製 ; 李文吉等攝影
大地地理出版 ; 2000

9578236026,

9577202624
再版

277 9578236026-02 上天下地看家園 /
徐美玲作 ; 王仁川等繪圖 ; 李

文吉等攝圖
大地地理, 1999 9578236026 初版

278 9578741006-01 上下左右 : 空間概念 / 莊碧美,莊貞德,莊靜宜原作 大自然, 1993
9578741006,

9578741004

279 9578741006-02 排隊守秩序 : 序列概念 / 莊碧美,莊貞德,莊靜宜原作 大自然, 1993
9578741002,

9578741006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280 9578741006-03 奇數和偶數 : 單數和雙數的概念 / 莊碧美,莊貞德,莊靜宜原作 大自然, 1993
9578741000,

9578741006

281 9578887337-01 盧布朗 : 怪盜亞森.羅蘋 / 許伯陽撰稿 ; 陳世昌構圖 明山出版 : 1995 9578887337

282 9578887337-02 愛倫.坡 : 金甲蟲 / 何建明撰稿 ; 馮毓嵩插畫 明山出版 : 1995 9578887337

283 9578887337-03 江戶川亂步 : 透明怪人 / 周寧靜撰稿 ; 張麗真插畫 明山出版 : 1995 9578887337

284 9578941005-01 科技 邱明楨主編 ; 邱志賢總策劃. 金品 1993 9578941005  

285 9578941005-02 珠算.心算 [兒童書] 邱明楨主編 金品 1994 9578941005 初版

286 9578941005-03 植物的生態 [兒童書] 邱明楨主編 金品 1994 9578941005 初版

287 9578941005-04 動物 邱明楨主編 ; 邱志賢總策劃. 金品 1993 9578941005  

288 9578941005-05 宇宙 :  奧妙的宇宙 邱明楨主編 ; 邱志賢總策劃. 金品 1993 9578941005  

289 9578941005-06 美語ABC [兒童書] 邱明楨主編 金品 1994 9578941005 初版

290 9578941005-07 地理 邱明楨主編 ; 邱志賢總策劃. 金品 1993 9578941005  

291 9578941005-08 魚類 :  魚兒水中游 邱明楨主編 ; 邱志賢總策劃 金品 1993 9578941005  

292 9578941005-09 昆蟲 :  昆蟲世界 邱明楨主編 ; 邱志賢總策劃. 金品 1994 9578941005  

293 9578980205-01 劉其偉的繪畫 / 黃美賢著 雄獅圖書, 1997 9578980205 二版

294 9578980205-02 臺灣畫壇老頑童 : 劉其偉繪畫研究 / 黃美賢著 雄獅, 1992 9578980205

295 9579015023-01 藍鬍子 = Bluebeard /

孟瑟雷得.都培勒畫 ; 陳靜宜

等文字編輯 ; 施麗淑等美術

編輯 ; 伊希得羅.珊啟之改編 ;

蔡正雄翻譯

鹿橋文化, 9579015023

296 9579015023-02 核桃姑娘 = Rapunzel /

洪明河畫 ; 陳靜宜等文字編

輯 ; 施麗淑等美術編輯 ; 蔡正

雄翻譯

鹿橋文化, 9579015023

297 9579045089-01 設計素描 林文昌著 藝術 1990 9579045089 初版

298 9579045089-02 畫樹寫林 =  Drawing trees 盧錫烱繪著 藝術 1990 9579045089 初版

299 9579045291-01 怎樣畫蝴蝶.草蟲 俞致貞, 許繼莊編繪 藝術 1991 9579045291 初版

300 9579045291-02 蝴蝶.草蟲 :  Butterflies & insects 俞致貞, 許繼莊繪著 藝術 1993 9579045291 再版

301 9579160971-01 柴可夫斯基 = Pyotr Tchaikovsky /
胡金山主編 ; 成易圖書公司

編輯製作
巨英國際, 2000

9579160171,

9579160971
再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302 9579160971-02

浦羅高菲夫、艾爾加、巴爾托克、拉赫

曼尼諾夫、蕭士塔高維契 = Sergei

Prokofiev, Edward Elgar, Bela Bartok, sergei

Rachmaninov, Dmitri Shostakovich /

胡金山主編 ; 成易圖書公司

編輯製作
巨英國際, 2000 9579160971 再版

303 9579705690-01

中級會計學 :  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為藍

本 =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 an IFRS

perspective

鄭丁旺著 鄭丁旺 2018
9579706581,

9579705690

十四

版

304 9579705690-02 中級會計學 鄭丁旺著 鄭丁旺 2004

9789579705691,

9789579706582,

9579705690,

9579706581

八版

305 9579706581-01
中級會計學. 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為藍

本 =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
鄭丁旺著 鄭丁旺, 2015 9579706581

十二

版

306 9579706581-02 中級會計學 =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 鄭丁旺著 鄭丁旺, 2007

9789579706582,

9579706581,

9789579705691,

9579705690

九版

307 9579708665-01 蕭湘相法全集. 四, 勵志憶往之部 蕭湘居士著 出版者不祥 2005 9579708665 十四

308 9579708665-02 蕭湘相法全集. 三, 專論眼神氣色之部 蕭湘居士著 蕭建藩發行 2005 9579708665 十四

309 9579803153-01 法律小尖兵. 校外篇 [兒童書] 顧立雄等法律分析 國語週刊雜誌社 2006 9579803153 4版

310 9579803153-02 法律小尖兵. 校內篇 [兒童書] 黃玉蘭文字 ; 翁昭華漫畫 國語週刊雜誌 2008
9579803153,

9789579803151
七版

311 957988398X-01 數學想想. 一年級 史英總編輯
人本教育文教基

金會
2006 957988398X 再版

312 957988398X-02 數學想想親子互動指引. 一年級 史英總編輯
人本教育文教基

金會
2006 957988398X 再版

313 9787770284199-01
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 :  請求權基礎理論

體系
王澤鑑著 三民經銷 2016 9787770284199  

314 9787770284199-02 民法物權 王澤鑑著 三民經銷 2014 9787770284199
增訂

二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315 9789570417135-01 危險!亮亮 [兒童書]
林秋雲, 葉曉潔, 陳慧靜文 ;

許永和, 林秀玲繪
企鵝圖書 2009 9789570417135

最新

修訂

316 9789570417135-02 危險!亮亮 [兒童書] 林秋雲文 ; 許永和, 林秀玲圖 大千文化 2002
9570417137,

9789570417135
初版

317 9789570417159-01 教室裡的亮亮 [兒童書]
林秋雲, 葉曉潔, 陳慧靜文 ;

許永和, 林秀玲繪
企鵝圖書出版 2009 9789570417159

最新

修訂

318 9789570417159-02 教室裡的亮亮 [兒童書] 林秋雲文 ; 許永和,林秀玲圖 大千文化 2002
9789570417159,

9570417153
初版

319 9789570852189-01
當代中文課程. 6, 教師手冊 =  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6, teacher`s manual

鄧守信主編 ; 王文娟, 洪秀蓉,

陳靜子編寫 ;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聯經 2018 9789570852189 初版

320 9789570852189-02
當代中文課程. 6, 課本 =  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6, textbook

鄧守信主編 ; 王文娟, 洪秀蓉,

陳靜子編寫 ;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聯經 2018 9789570852189 初版

321 9789570852349-01 峨嵋七矮 還珠樓主著 ; 葉洪生批校 聯經 2018 9789570852349 初版

322 9789570852349-02 蜀山劍俠新傳 還珠樓主著 ; 葉洪生批校 聯經 2018 9789570852349 初版

323 9789570852349-03 蜀山劍俠傳 還珠樓主著 ; 葉洪生批校 聯經 2018 9789570852349 初版

324 9789571358994-01
不焦慮的活法 :  金剛經般若波羅蜜經讀

誦全本
費勇著 時報文化 2014 9789571358994 初版

325 9789571358994-02 不焦慮的活法 :  金剛經修心課 費勇著 時報文化 2014 9789571358994 初版

326 9789572935378-01 走過SARS :  抗煞總指揮李明亮心路歷 李樹人作 歐巴尼基金會 2009 9789572935378  

327 9789572935378-02 回首SARS 林進修等作 歐巴尼基金會 2009 9789572935378  

328 9789573800033-01 盤古開天闢地.天破了一個大洞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

會編著.
華一 1992 9789573800033 再版.

329 9789573800033-02 中國孩子的故事 :  中國地名故事 華一書局編輯委員會編輯. 華一 1992 9789573800033  

330 9789573800033-03 中國孩子的故事 :  節令的故事 華一書局編輯委員會編輯. 華一 1992 9789573800033 再版.

331 9789574199433-01 簡美育繪畫筆記 簡美育作 簡美育 2013 9789574199433 初版

332 9789574199433-02
繪畫筆記 =  Notes on drawing, painting,

and life
簡美育作 簡美育 2015 9789574199433 二版

333 9789575227685-01 閱讀文學地景. 許悔之總編輯 文建會出版 ; 2008 9789575227685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334 9789575227685-02 閱讀文學地景.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

主辦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出版 ;
2008 9789575227685 初版

335 9789576066474-01 全民英檢初級全真模擬試題試題合訂本 鄧運怡, 謝柏均, Erin King作 敦煌 2009 9789576066474
增訂

初版

336 9789576066474-02 全民英檢初級全真模擬試題解析合訂本 鄧運怡, 謝柏均, Erin King作 敦煌 2009 9789576066474
增訂

初版

337 9789576396250-01 飄零 : 子于短篇小說選 / 子于著 爾雅, 2018 9789576396250 初版

338 9789576427152-02 眼鏡公主 / 張蓬潔文.圖 信誼基金出版 : 2015 9789576427152 二版

339 9789577208491-01 煙囪上的鸛鳥 [兒童書] 梁曉丹作 ; 林柔臻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0 9789577208491-02 寄居蟹搬家 [兒童書] 郭希作 ; 王允中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1 9789577208491-03 小象阿飛旅行記 [兒童書] 吳立萍作 ; 阿Lon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2 9789577208491-04 螢火蟲亮亮 [兒童書] 郭希作 ; 王建國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3 9789577208491-05 托哥巨嘴鳥的新家 [兒童書] 梁曉丹作 ; 大石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4 9789577208491-06 吉吉的長脖子 [兒童書] 馬亞琳作 ; 王梓怡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5 9789577208491-07 紅樹的孩子 [兒童書] 郭希作 ; 王建國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6 9789577208491-08 鱷魚的真面目 [兒童書] 陳旻芊作 ; 王建國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7 9789577208491-09 蜥蝪大展覽 [兒童書] 郭希作 ; 孫佳麟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8 9789577208491-10 麥田裡的呢喃 [兒童書] 梁曉丹作 ; 澎澎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49 9789577208491-11 捕獵高手北極狐 [兒童書] 梁曉丹作 ; 葉盈孜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0 9789577208491-12 熊貓寶寶快長大 [兒童書] 陳旻芊作 ; 莊河源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1 9789577208491-13 勤勞的小蜜蜂 [兒童書] 郭希作 ; 陳馥芷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2 9789577208491-14 小兔蹺家記 [兒童書] 陳方妙作 ; 黃文翰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3 9789577208491-15 海龜回鄉記 [兒童書] 郭希作 ; 王允中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4 9789577208491-16 母雞麗麗的夢想 [兒童書] 張曉嵐 ; 王建國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5 9789577208491-17 蘑菇山 [兒童書] 郭希作 ; 王建國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6 9789577208491-18 老鼠西弟大冒險 [兒童書] 許育敏作 ; 張嘉凌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357 9789577208491-19 蟬歌手小雄 [兒童書] 郭希作 ; 張又然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8 9789577208491-20 海豚歷險記 [兒童書] 吳立萍作 ; 王梓怡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59 9789577208491-21 小立的牽牛花 [兒童書] 郭希作 ; 王建國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0 9789577208491-22 企鵝當爸爸 [兒童書] 馬亞琳作 ; 黃文翰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1 9789577208491-23 北極熊學游泳 [兒童書] 吳立萍作 ; 鄭傑恆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2 9789577208491-24 淑女小瓢蟲 [兒童書] 郭希作 ; 陳馥芷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3 9789577208491-25 紋白蝶變變變 [兒童書] 陳旻芊作 ; 黃文翰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4 9789577208491-26 袋鼠媽媽的祕密 [兒童書] 馬亞琳作 ; 莊河源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5 9789577208491-27 我是一顆蛋 [兒童書] 郭希作 ; 孫佳麟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6 9789577208491-28 淘氣的小花貓 [兒童書] 許玉敏作 ; 林柔臻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7 9789577208491-29 迷糊小松鼠路路 [兒童書] 馬亞琳作 ; 洪國俊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8 9789577208491-30 小蝸牛漫漫 [兒童書] 郭希作 ; 王建國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69 9789577208491-31 大樹公公 [兒童書] 許玉敏作 ; 張佑民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0 9789577208491-32 愛盪鞦韆的長臂猿 [兒童書] 黃健琪作 ; 鄭傑恆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1 9789577208491-33 小青蛙巴克 [兒童書] 郭希作 ; 陳馥芷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2 9789577208491-34 麻雀飛飛 [兒童書] 陳維瑩作 ; 澎澎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3 9789577208491-35 空中小霸王 [兒童書] 郭希作 ; 王建國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4 9789577208491-36 河狸米米蓋房子 [兒童書] 張雅雲作 ; 阿Lon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5 9789577208491-37 水中仙子荷花 [兒童書] 郭希作 ; 孫佳麟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6 9789577208491-38 小水鴨過冬 [兒童書] 陳方妙作 ; 葉盈孜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出

版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7 9789577208491-39 奇妙的蒲公英 [兒童書] 陳方妙作 ; 大石繪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491 初版

378 9789577208514-01 垃圾收集器 [兒童書] =  Garbage collector 王蘭文 ; 張哲銘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514 初版

379 9789577208514-02 大花貓 [兒童書] =  The big colorful cat
王蘭作 ; 張哲銘插畫 ; 政大新

聞研究所英文審訂
泛亞國際 2008 9789577208514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380 9789577208514-03 想飛的阿比 [兒童書] =  Abby wanted to 王蘭文 ; 張哲銘圖 泛亞國際文化 2008 9789577208514 初版

381 9789577479129-01 成語故事365 : 一日一成語天天陪伴您 /

劉遠民.傅曉玲文字編輯 ; 劉

遠民等插圖設計 ; 漢唐設計

製作群製作

童心幼教文化, 2005 9789577479129 初版

382 9789577479129-02
成語故事一本通 : 本書介紹230則成語故

事的由來 /
南兆旭主編 幼福文化, 2009 9789577479129 再版

383 9789577515117-01 我有友情要出租 / 方素珍文 ; 郝洛玟圖 國語日報, 2007
9789577515117,

9577515118
第1版

384 9789577515117-02 我有友情要出租 / 方素珍文 ; 郝洛玟圖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5117 第1版

385 9789577702265-01
小老鼠的水果車 [兒童書] :  談友誼與互

助
胡建中編審 ; 吳帶生繪圖

三豐出版  幼福

總代理
2002 9789577702265 初版

386 9789577702265-02 香噴噴的輪子 [兒童書] 吳帶生繪圖 三豐 2000 9789577702265 初版

387 9789578298040-01 機智的故事 / 顏炳耀主編 ; 蔡宗德繪圖 上人文化, 1998
9578298048,

9789578298040
初版

388 9789578340008-01
鐘樓裡的秘密 [兒童書] =  The secret of

the clock tower
王蘭作 ; 張哲銘插畫

童畫藝術國際文

化出版  藝術村

書店總經銷

1998 9789578340008 初版

389 9789578340008-02
鐘樓裡的祕密 [兒童書] =  The secret of

the clock tower

王蘭, 張哲銘作 ; 貝文翔英文

譯稿
糖菓樹文化 2003 9789578340008  

390 9789579705691-02

中級會計學. 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為藍

本 =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 an IFRS

perspective /

鄭丁旺著 鄭丁旺, 2014 9789579705691
十二

版

391 9789860090161-01

動植物疫病害蟲診斷鑑定作業流程. 動

物疫病. [2], 細菌.寄生蟲.類立克次體.普

里昂.其他篇

劉振軒等主編
農委會動植物防

檢局
2007 9789860090161  

392 9789860090161-02
動植物疫病害蟲診斷鑑定作業流程. 動

物疫病. [1], 病毒篇
劉振軒等主編

農委會動植物防

檢局
2007 9789860090161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393 9789860173086-01

解嚴後初期紀錄片的再出發 :  美學觀點

的再思考 = Hegemony and the aesthetic of

Taiwan documentary film in the early post-

martial law era

陳樹升總編輯 ; 楊蕙如, 蘇淑

圭, 趙幸裕執行編輯
國美館 2008 9789860173086  

394 9789860173086-02

紀錄影像美學中的自我對話 :  介於真實

/虛構/戲劇之間 = Video-Dialogue with one

self in the aesthetics of documentary films :

between truth and ficition, between

documentary and drama

陳樹升總編輯 ; 楊蕙如, 蘇淑

圭, 趙幸裕執行編輯
國美館 2008 9789860173086  

395 9789860173086-03
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 =  History,

memory, representation and documentary

陳樹升總編輯 ; 楊蕙如, 蘇淑

圭, 趙幸裕執行編輯
國美館 2008 9789860173086  

396 9789860173086-04

台灣紀錄片「前史」 :  紀實影像、家庭

電影到紀錄片 = A Pre-history of

Taiwanese documentary filmmaking :

actualities, home movies and documentary

陳樹升總編輯 ; 楊蕙如, 蘇淑

圭, 趙幸裕執行編輯
國美館 2008 9789860173086  

397 9789860196252-01 恆河水流啊流 [兒童書] 林秀兒文 ; 楊麗玲圖
臺北縣政府教育

局
2009 9789860196252 初版

398 9789860196252-02 貍貓變變變 [兒童書] 周姚萍文 ; 賴馬圖
臺北縣政府教育

局
2009 9789860196252 初版

399 9789860196252-03 飛吧!竹蜻蜓 [兒童書] 周姚萍文 ; 楊麗玲圖
臺北縣政府教育

局
2009 9789860196252 初版

400 9789860196252-04 雪國之心 [兒童書] 林秀兒文 ; 賴馬圖
臺北縣政府教育

局
2009 9789860196252 初版

401 9789860196252-05 閃亮的祝福 [兒童書] 周姚萍文 ; 楊麗玲圖
臺北縣政府教育

局
2009 9789860196252 初版

402 9789860220841-01 農業重要防疫檢疫昆蟲幼期形態(總論)
王清玲等作 ; 吳文哲, 石憲宗

主編

農委會動植物防

檢局  臺大
2009 9789860220841  

403 9789860220841-02
91-100年進口植物或其產品檢出害蟲之

統計與圖鑑
柯俊成等著

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
2011 978986022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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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9789860225297-01 Teeth or desserts?! [children`s book]
[written by] 江怡香 ; [illustrated

by] 楊青蓉.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2010 978986022529  

405 9789860225297-02 The Martial art kid [children`s book]
[written by] 張瓊霙 ; [illustrated

by] 吳湘華.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2010 978986022529  

406 9789860225297-03 Daddy, I love you [children`s book]
[written by] 林思佳 ; [illustrated

by] 羅書識.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2010 978986022529  

407 9789860238587-01 臺北市手語翻譯培訓教材. 第二冊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編 北市勞工局 2010 9789860238587 第二

408 9789860238587-02 臺北市手語翻譯培訓教材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編 臺北市勞工局 2012
9789860238587,

9789860238587

第四

版

409 9789860241792-01 台灣的地景百選 林俊全等編著
臺大地理環境資

源學系
2010

9789860241792,

9789860241792,

9789860277579,

9789860337341

初版

410 9789860241792-02 臺灣的地景百選. 2 林俊全等編著.
農委會林務局,

臺大地理系
2011 9789860241792 初版.

411 9789860241792-03 臺灣的地景百選. 3 林俊全等編著.
農委會林務局,

臺大地理系
2012 9789860241792 初版.

412 9789860272666-01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陳建忠編選 臺灣文學館, 2011
9789860272512,

9789860272666
初版

413 9789860272666-02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林淇瀁編選 臺灣文學館, 2011
9789860272666,

9789860272550
初版

414 9789860272666-03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須文蔚編選 臺灣文學館, 2011
9789860272598,

9789860272666
初版

415 9789860272666-05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周芬伶編選 臺灣文學館, 2011
9789860272666,

9789860272628
初版

416 9789860272666-06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張瑞芬編選 臺灣文學館, 2011
9789860272635,

9789860272666
初版

417 9789860272666-08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張恆豪編選 臺灣文學館, 2011
9789860272666,

9789860272529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418 9789860320954-01 Hide-and-seek [children`s book]
written by 林思佳 ; illustrated

by 羅書識.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南投

縣政府

2012 9789860320954  

419 9789860320954-02 One-day bear for Bill Bell [children`s book]

written by Chiung-Ying

Chang(張瓊霙) ; illustrated by

Hsiang-Hwa Wu(吳湘華).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南投

縣政府

2012 9789860320954  

420 9789860320954-03 Itchy! Itchy! [children`s book]

written by Chiung-Ying

Chang(張瓊霙) ; illustrated by

Cheng-Yi Yen(顏正乙).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南投

縣政府

2012 9789860320954  

421 9789860346688-01 前進法庭大考驗 [兒童書]

曾靜宜, 周憶如文編 ; 內政部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執行

內政部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

員會

2012 9789860346688 三版

422 9789860346688-02 我可以說出來. 1 [兒童書]

曾靜宜,周憶如文編 ; 內政部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執行.

內政部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

員會

2012 9789860346688 三版.

423 9789860346688-03 錯不在我 [兒童書]

曾靜宜, 周憶如文編 ; 內政部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執行

內政部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

員會

2012 9789860346688 三版

424 9789860370423-01 阿里山詩集. 古典詩詠 櫻井勉等作 ; 蘇慧霜總編輯
農委會林務局嘉

管處
2013 9789860370423  

425 9789860370423-02 阿里山詩集. 現代詩情 高一生等作 ; 蘇慧霜總編輯
農委會林務局嘉

管處
2013 9789860370423  

426 9789860381320-01 歲月書寫
張照堂攝影 ; 張照堂, 余思穎

主編
臺北市立美術館 2013 9789860381320 初版

427 9789860381320-02 歲月照堂
張照堂攝影 ; 張照堂, 余思穎

主編
臺北市立美術館 2013 9789860381320 初版

428 9789860381832-01 大戰海怪 [兒童書] :  王得祿的故事 張棨勛等文字編輯
農委會水保局南

投分局
2013 9789860381832  

429 9789860381832-02 阿保的碗 [兒童書] :  鳳梨的故事 張棨勛等文字編輯
農委會水保局南

投分局
2013 9789860381832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430 9789860395044-01 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 :  緬甸 林慈玲等總編輯 內政部  教育部 2013 9789860395044  

431 9789860395044-02 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 :  印尼 林慈玲等總編輯 內政部  教育部 2013 9789860395044  

432 9789860395044-03 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 :  越南 林慈玲等總編輯 內政部  教育部 2013 9789860395044  

433 9789860409017-01
流域治理及集水區規劃 :  集水區規劃.

總論篇
洪嘉宏, 葉昭憲, 周天穎編著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分署
2014 9789860409017 初版

434 9789860409017-02 流域治理及集水區規劃 :  流域治理 洪嘉宏, 鄒克萬編著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分署
2014 9789860409017 初版

435 9789860427455-01 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 :  越南 邱昌嶽等總編輯 內政部  教育部 2015 9789860427455 再版

436 9789860427455-02 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 :  泰國 邱昌嶽等總編輯 內政部  教育部 2015 9789860427455 再版

437 9789860427455-03 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 :  緬甸 邱昌嶽等總編輯 內政部  教育部 2015 9789860427455 再版

438 9789860427455-04 新住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 :  柬埔寨 邱昌嶽等總編輯 內政部  教育部 2015 9789860427455 再版

439 9789860449389-01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伍, 對外關係 =

New histor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許瑞浩, 廖文碩編輯 ; 呂芳上

主編
國史館 2015 9789860449389 初版

440 9789860449389-02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貳, 軍事作戰 =

New histor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許瑞浩, 蘇聖雄編輯 ; 呂芳上

主編
國史館 2015 9789860449389 初版

441 9789860463071-01
劉文亮歌仔戲音樂作品. 輯三, 主題音樂

與配樂
馬立芸主編

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
2015 9789860463071 初版

442 9789860463071-02 劉文亮歌仔戲音樂作品. 輯二, 改編曲調 馬立芸主編
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
2015 9789860463071 初版

443 9789860463071-03 劉文亮歌仔戲音樂作品. 輯一, 新創曲調 馬立芸主編
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
2015 9789860463071 初版

444 9789860533354-01 拜訪油桐花 [兒童書] 杜仁杰撰文 ; 楊錦雲繪圖 新北市政府 2017 9789860533354 初版

445 9789860533354-02 正經个好朋友 [兒童書] 王品淳等撰文繪圖 新北市政府 2017 9789860533354 初版

446 9789860533354-03 山林大王 [兒童書] 張曉琦等撰文繪圖 新北市政府 2017 9789860533354 初版

447 9789860533354-04 坐捷運 [兒童書] 陳姿光等撰文繪圖 新北市政府 2017 9789860533354 初版

448 9789860549911-01
雄愛讀冊 從0開始閱讀高雄 [兒童書] :

抱囡仔來讀冊聽故事 : 閱讀指導手冊
幸佳慧撰文 ; 邱千容圖 高雄市立圖書館 2018 9789860549911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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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9789860549911-02
雄愛讀冊 從0開始閱讀高雄 [兒童書] :

快樂的一天
謝明芳作 ; 胡琪琪畫 高雄市立圖書館 2018 9789860549911 初版

450 9789860549911-03
雄愛讀冊 從0開始閱讀高雄 [兒童書] :

多語歌謠集

林生祥等作詞.作曲 ; 崔麗君

等畫
高雄市立圖書館 2018 9789860549911 初版

451 9789860553444-01
水土保持手冊.總論篇, 基本資料調查與

分析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編著
農委會 2017 9789860553444  

452 9789860553444-02 水土保持手冊.農藝篇, 植生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編著
農委會 2017 9789860553444  

453 9789860553444-03 水土保持手冊.工程篇, 土石流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編著
農委會 2017 9789860553444  

454 9789860553758-01 重修竹南鎮志. 四, 地圖卷 林修澈作 竹南鎮公所印行 2018 9789860553758  

455 9789860553758-02 重修竹南鎮志. 二, 研究卷 林修澈作 竹南鎮公所印行 2018 9789860553758  

456 9789860553758-03 重修竹南鎮志. 一, 正文卷 林修澈作 竹南鎮公所印行 2018 9789860553758  

457 9789860553758-04 重修竹南鎮志. 六, 編年卷 林修澈作 竹南鎮公所印行 2018 9789860553758  

458 9789860575965-01
九份二山生物資源解說圖鑑. 蜘蛛.蝸牛

篇 =  Wildife of Jiu-Fen-Er-Shan

羅英元等撰文 ; 羅英元等圖

片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發

行

2018 9789860575965  

459 9789860575965-02
九份二山生物資源解說圖鑑. 植物篇 =

Wildife of Jiu-Fen-Er-Shan

何東輯, 吳禹姍, 呂明倫撰文 ;

何東輯等圖片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發

行

2018 9789860575965  

460 9789860581874-01
新北市107年度本土語言創意繪本 [兒童

書] :  班項个轉學生

黃旭霞等文 ; 邱歆甯, 劉心蕾

圖
新北市政府 2018 9789860581874  

461 9789860581874-02
新北市107年度本土語言創意繪本 [兒童

書] :  新生个印記
徐佳妤文 ; 羅歆, 陳美年圖 新北市政府 2018 9789860581874  

462 9789860581874-03
新北市107年度本土語言創意繪本 [兒童

書] :  阿婆个鹹粄圓
黃旭霞, 李美貞文 ; 邱予熙圖 新北市政府 2018 9789860581874  

463 9789860581874-04
新北市107年度本土語言創意繪本 [兒童

書] :  毛蟹仔囝的煩惱
林雅慧等圖文 新北市政府 2018 9789860581874  

464 9789860581874-05
新北市107年度本土語言創意繪本 [兒童

書] :  蜜蜂走佗去
黃羽萱等圖文 新北市政府 2018 978986058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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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9789860581874-06
新北市107年度本土語言創意繪本 [兒童

書] :  愛伊就毋通害伊
杜文杰文 ; 楊錦雲圖 新北市政府 2018 9789860581874  

466 9789861204420-01 說出好人緣 : 謝震武的獨門說話術 / 謝震武作 春光出版 : 2010 9789861204420 初版

467 9789861204420-02 說出好人緣 : 謝震武的獨門說話術 / 謝震武作 春光出版 : 2018 9789861204420 2版

468 9789861208732-01 走進《繪本紅樓夢》 曹雪芹原著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69 9789861208732-02 繪本紅樓夢. 第十六冊, 寶玉出走
曹雪芹原著 ; 竺少華改編 ; 丁

世弼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0 9789861208732-03 繪本紅樓夢. 第十五冊, 巧姐避禍
曹雪芹原著 ; 潘勤孟改編 ; 丁

世弼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1 9789861208732-04 繪本紅樓夢. 第十四冊, 查抄賈府
曹雪芹原著 ; 趙福昌改編 ; 李

華佑等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2 9789861208732-05 繪本紅樓夢. 第十三冊, 黛玉焚稿
曹雪芹原著 ; 錢志清改編 ; 戴

敦邦等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3 9789861208732-06 繪本紅樓夢. 第十二冊, 金桂之死
曹雪芹原著 ; 范若由改編 ; 周

春等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4 9789861208732-07 繪本紅樓夢. 第十一冊, 瀟湘驚夢
曹雪芹原著 ; 錢志清改編 ; 戴

敦邦, 陳令長, 施瑞康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5 9789861208732-08 繪本紅樓夢. 第十冊, 抄檢大觀園
曹雪芹原著 ; 楊根相改編 ; 馮

正榮, 趙延平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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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9789861208732-09 繪本紅樓夢. 第九冊, 紅樓二尤
曹雪芹原著 ; 黃奕加改編 ; 項

維仁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7 9789861208732-10 繪本紅樓夢. 第八冊, 寶玉瞞贓
曹雪芹原著 ; 徐哨改編 ; 任繼

聲, 汪溪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8 9789861208732-11 繪本紅樓夢. 第七冊, 鴛鴦抗婚
曹雪芹原著 ; 楊根相改編 ; 汪

繼聲, 汪溪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79 9789861208732-12 繪本紅樓夢. 第六冊, 二進榮國府
曹雪芹原著 ; 譚先宏改編 ; 馮

正梁, 趙延平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80 9789861208732-13 繪本紅樓夢. 第五冊, 寶玉受笞
曹雪芹原著 ; 高幼佩改編 ; 項

維仁, 項翀等繪圖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積木

文化出版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81 9789861208732-14 繪本紅樓夢. 第四冊, 黛玉葬花
曹雪芹原著 ; 吳其柔改編 ; 徐

曉平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82 9789861208732-15 繪本紅樓夢. 第三冊, 熙鳳弄權
曹雪芹原著 ; 徐淦改編 ; 李寧

遠, 丁純一等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83 9789861208732-16 繪本紅樓夢. 第二冊, 寶黛初會
曹雪芹原著 ; 吳其柔改編 ; 王

萬春等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84 9789861208732-17 繪本紅樓夢. 第一冊, 亂判葫蘆案
曹雪芹原著 ; 錢志清改編 ; 季

鑫煥, 季頒等繪圖

積木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1208732 初版

485 9789861934099-01 做伙唱囝仔歌 / 莊雅芸總編輯 世一文化, 2005

9864185659,978

9864185658,978

9861934099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486 9789861994451-01
跟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學做Excel圖表 : 如

何規畫讓客戶一目了然的商業圖解報表
簡倍祥,葛瑩,林佩娟著

電腦人文化,創意

市集出版 :
2015 9789861994451 初版

487 9789861994451-02
跟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學做Excel圖表 : 如

何規畫讓客戶一目了然的商業圖解報表
簡倍祥, 葛瑩, 林佩娟著

電腦人文化出版

:
2017 9789861994451 二版

488 9789861994512-01
Excel職場新人300招 : 函數、圖表、報

表、數據整理有訣竅, 原來這樣做會更
賈婷婷編著

電腦人文化出版

:
2018 9789861994512 二版

489 9789861994512-02
Excel職場新人300招 : 函數、圖表、報

表、數據整理有訣竅,原來這樣做會更
賈婷婷編著

電腦人文化出版

:
2015 9789861994512 初版

490 9789862132173-01 宇宙公式 =  Formula for the universe 蔡志忠文.圖 大塊文化 2010 9789862132173 初版

491 9789862132173-02 時間之歌 =  Song of time 蔡志忠文.圖 大塊文化 2010 9789862132173 初版

492 9789862132173-03 東方宇宙 =  East cosmology physics 蔡志忠文.圖 大塊文化 2010 9789862132173 初版

493 9789862160589-01 解碼郭台銘語錄 : 超越自我的預言 / 張殿文編著 天下遠見出版 : 2008
9862160586,978

9862160589

第一

版

494 9789862160589-02 解碼郭台銘語錄 : 超越自我的預言 / 張殿文編著 遠見天下文化 ; 2019 9789862160589 第二

495 9789862168110-01 劉若瑀的三十六堂表演課 / 劉若瑀著 天下遠見出版 ; 2011 9789862168110 第一

496 9789862168110-02 劉若瑀的三十六堂表演課 / 劉若瑀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 ;
2019 9789862168110

第二

版

497 9789862169773-01
為夢想單飛 : 一個臺灣女生上哈佛的成

長故事 /
尤虹文著 天下遠見 ; 2012 9789862169773

第一

版

498 9789862169773-02
為夢想單飛 : 一個臺灣女生上哈佛的成

長故事 = Flying solo /
尤虹文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 ;
2019 9789862169773

第二

版

499 9789862410868-01 在美術教室遇見梵谷 / 林千鈴著 天下雜誌出版 : 2009 9789862410868 第一

500 9789862721094-01 零蛋英文老師 / 龔玲慧著 商周出版 : 2012 9789862721094

501 9789862721094-02 零蛋英文老師 / 龔玲慧著 商周出版 : 2019 9789862721094 二版

502 9789863183419-02 旅遊日語自由行 / 葉平亭,田中綾子著 寂天文化, 2015 9789863183419 二版

503 9789863501916-01
喧囂裡的寧靜 :  第十八屆臺大文學獎作

品集

沈冬主編 ; 國立臺灣大學藝

文中心策劃

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出版  國

立臺灣大學發行

2016 9789863501916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504 9789863501916-02
孤寂與騷動 :  第十九屆臺大文學獎作品

集

梅家玲主編 ;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策劃

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出版  國

立臺灣大學發行

2018 9789863501916 初版

505 9789864178001-01
臺灣賞樹情報 = A concise guide to trees in

Taiwan /

張碧員撰文 ; 呂勝由攝影 ; 陳

一銘, 傅蕙苓插畫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 ;
2019 9789864178001

第二

版

506 9789864290741-01 童話故事 /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世一文化, 2016 9789864290741 新版

507 9789864290741-02 童話故事 /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 顏

銘辰等繪圖
世一文化, 2018 9789864290741 新版

508 9789864799244-01 小皮球.小皮猴一起去郊遊 [兒童書] 幸佳慧文 ; 楊宛靜圖 遠見天下文化 2020 9789864799244 第二

509 9789864799244-02 小恐龍.小黑熊一起去吹風 [兒童書] 幸佳慧文 ; 楊宛靜圖 遠見天下文化 2020 9789864799244 第二

510 9789865411756-01 分手教我的那件事
平鎮高中作. 幸福便利貼 / 東

安國中作
桃園市政府 2020 9789865411756  

511 9789865411756-02 能源時空冒險
中壢國小作. 夢見AI / 文欣國

小作
桃園市政府 2020 9789865411756  

512 9789865411756-03 波比迷航記

平鎮國中作. 內壢周刊 : 工作

專賣店 : 夏綠蒂的工作大危

機!? / 內壢國中作

桃園市政府 2020 9789865411756  

513 9789865411756-04 地球2069 :  驚見前所未有的地球浩劫
楊梅國中作. 人魚的吉他聲 /

祥安國小作
桃園市政府 2020 9789865411756  

514 9789865421373-01
如果風看得見. 1, 尋找風. 想飛的小喜鵲

[兒童書]
沈靜濤總編輯 新竹市政府 2020 9789865421373  

515 9789865421373-02
如果風看得見. 2, 認識風. 誰施了魔法? [

兒童書]
沈靜濤總編輯 新竹市政府 2020 9789865421373  

516 9789865421373-03
如果風看得見. 3, 駕馭風. 如果沒有風 [

兒童書]
沈靜濤總編輯 新竹市政府 2020 9789865421373  

517 9789865421373-04 如果風看得見. 4, 操作本 [兒童書] 沈靜濤總編輯 新竹市政府 2020 9789865421373  

518 9789865633479-01 徐亞湘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初編) / 徐亞湘著 蘭臺出版 : 2016
9789865633479,

9789865633424
初版

519 9789865633479-02 韋煙灶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初編) / 韋煙灶著 蘭臺出版 : 2016
9789865633431,

9789865633479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520 9789865641139-01
三腳貓偵探團. 4, 恐怖照片散播事件 [兒

童書]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小兵 2015 9789865641139 初版

521 9789865641139-02 三腳貓偵探團. 3, 狗蛙消失之謎 [兒童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小兵 2015 9789865641139 初版

522 9789865641139-03 三腳貓偵探團. 2, 寶藏傳說 [兒童書]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小兵 2015 9789865641139 初版

523 9789865641139-04
三腳貓偵探團. 1, 狗屎山靈異事件 [兒童

書]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小兵 2015 9789865641139 初版

524 9789865752200-01 青少年的叛逆, 都是5%惹的禍!? 丘引著 新手父母出版 2014 9789865752200 初版

525 9789865752200-02
叛逆是轉大人的開始 :  正向教養,教孩

子獨立 化解對立,親子關係更緊密
丘引著 新手父母 2018 9789865752200

修訂

版

526 9789865811952-01 彩色遊戲 / 余治瑩策畫 ; 林小杯圖 維京國際, 2015
9789865811624,

9789865811952
初版

527 9789865811952-02 黑白遊戲 / 余治瑩策畫 ; 林小杯圖 維京國際, 2015
9789865811631,

9789865811952
初版

528 9789865853143-01
全彩圖解牙齒矯正一本通 :  11位齒顎矯

正專科醫師的最新牙齒診治&保健處方
臺灣口腔矯正醫學會著

原水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3 9789865853143 初版

529 9789865853143-02
完全解析牙齒矯正的細節諮詢與日常照

護關鍵解惑

台灣口腔矯正醫學會醫師團

隊著
原水文化 2019 9789865853143 二版

530 9789865922283-01
這樣拜不會錯 : 解答50個拜拜常見疑難

雜症 /
王品豊著 春光出版 : 2013 9789865922283 初版

531 9789865922283-02
這樣拜不會錯 : 解答50個拜拜常見疑難

雜症 /
王品豊著 春光出版 : 2018 9789865922283 二版

532 9789865922474-01 這樣拜才有效精華圖解版 / 春光編輯室整理 春光出版 : 2014 9789865922474 初版

533 9789865922474-02 這樣拜才有效 / 王品豊作 ; 春光編輯室整理 春光出版 : 2018 9789865922474 二版

534 9789866086441-01

回鄉,改建老房子 : 20個回鄉人與老家一

起再生的感動故事住家.工作室.店舖,老

屋空間重生再造新提案 /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麥浩斯出版 : 2011 9789866086441 初版

535 9789866086441-02

回鄉,改建老房子 : 20個回鄉人與老家一

起再生的感動故事住家.工作室.店舖,老

屋空間重生再造新提案 /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麥浩斯出版 : 2014 9789866086441 二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536 9789866369254-01 胃腸決定你的健康 : 胃腸肝膽保健密碼 許秉毅,許慧雅,梁靜于著 商周出版 : 2009 9789866369254 初版

537 9789866369254-02 胃腸決定你的健康 : 胃腸肝膽保健密碼 許秉毅,許慧雅,梁靜于著 商周出版 : 2016 9789866369254 二版

538 9789866377549-01 周夢蝶詩文集 : 有一種鳥或人 / 周夢蝶著 ; 曾進豐編 INK印刻出版, 2009

9789866377402,

9789866377549,

9789866377327

初版

539 9789866379253-01 圖解居家長期照護全書 /
臺北 / 臺中 / 高雄榮總35位高

齡醫學團隊合著
原水文化出版 : 2019 9789866379253

修訂

版

540 9789866379253-02 圖解居家長期照護全書 /
臺北 / 臺中 / 高雄榮總35位高

齡醫學團隊合著
原水文化出版 : 2017 9789866379253

暢銷

修訂

541 9789866379536-01 癌症飲食全書 : 化療期&恢復期食譜 / 張金堅, 柳秀乖合著 原水文化出版 : 2011 9789866379536
增訂

二版

542 9789866379536-02
癌症飲食全書 : 101道癌症治療期&調養

期營養指導與示範食譜 /
張金堅, 柳秀乖著 原水文化出版 : 2019 9789866379536

增訂

三版

543 9789866379550-01
代謝平衡, 健康瘦身 :  四個月甩肉17公

斤的飲食瘦身法
洪泰雄著

原水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1 9789866379550 初版

544 9789866379550-02
代謝平衡健康瘦身 :  35921臺大主任甩

肉法
洪泰雄著

原水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7 9789866379550

暢銷

增訂

版

545 9789866476334-01 大嘴巴 /

張秋生原著 ; 李美華改編 ; 張

郎圖 ; 漢唐出版設計製作群

編輯製作

巧育文化, 2009
9789866476334,

9866476235
初版

546 9789866476334-02 一個小瓦盆 /

張秋生原著 ; 李美華改編 ; 林

莞菁等圖 ; 漢唐出版設計製

作群編輯製作

巧育文化, 2009
9866476219,978

9866476334
初版

547 9789866476334-03 受困的獅子 /
張晉霖, 李美華文 ; 黃麗珍圖

; 漢唐出版設計製作群編輯製
巧育文化, 2009

9866476243,978

9866476334
初版

548 9789866476334-04 彩紅豬 /
張晉霖, 李美華文 ; 雷秀卿 圖

; 漢唐出版設計製作群編輯製
巧育文化, 2009

9866476251,978

9866476334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549 9789866555565-01 桌上的迷你花園設計100款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麥浩斯出版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09 9789866555565 初版

550 9789866555565-02 完全元氣花草遊戲 [期刊合訂本]  

麥浩斯資訊公司

發行  農學總經

銷

2005

9789866555145,

9789866322112,

9789866555565,

9789866555978,

9789866555862

 

551 9789866567223-01 日語檢定馬到成功 : 文法3級 /
余秋菊編著 ; 元氣日語編輯

小組總策劃
瑞蘭國際出版 : 2008

9789868221796,

9789866567223
初版

552 9789866567223-02 日語檢定馬到成功 : 文字.語彙3級 /
張暖彗編著 ; 元氣日語編輯

小組總策劃
瑞蘭國際出版 : 2008

9789866567025,

9789866567223
初版

553 9789866567223-03
日語檢定馬到成功 : 語彙.聽解.文法三

合一3級 /

林士鈞編著 ; 元氣日語編輯

小組總策劃
瑞蘭國際出版 : 2008

9789866567223,

9789866567018
初版

554 9789866572494-01 考高分必讀的第一本數學公式書 呂宗昕著

春光出版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2011 9789866572494 三版

555 9789866572494-02 打敗基測的第一本數學公式書 呂宗昕著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春光

出版

2009 9789866572494 初版

556 9789866572845-01
說出影響力 :  人人說話都能有份量的26

種技巧
謝文憲著

春光出版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2011 9789866572845 初版

557 9789866572845-02
說出影響力 :  3分鐘說一個好故事, 不說

理也能服人 = Speak your power
謝文憲著 春光出版 2017 9789866572845 二版

558 9789866616303-01 5分鐘玩出專注力 張旭鎧著

新手父母, 城邦

出版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9 9789866616303 初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559 9789866616303-02 阿鎧老師5分鐘玩出專注力 張旭鎧著 城邦文化 2017 9789866616303

初版

暢銷

增訂

560 9789866616938-01
親愛的小寶貝在想什麼? :  80個親子互

動遊戲輕鬆教養0-3歲孩子!
袁巧玲著

新手父母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3 9789866616938 初版

561 9789866616938-02
0-3歲孩子正向遊戲 :  80個啟蒙遊戲,輕

鬆引導孩子的惱人行為
袁巧玲著 新手父母 2018 9789866616938

修訂

版

562 9789866675652-02 等一個人咖啡 / 九把刀著
春天出版國際出

版 ;
2010

9866675653,978

9866675652
二版

563 9789866873645-01 傳說. 小說集 / 朱天文著 INK印刻出版 : 2008
9789866873645,

9789866873560
初版

564 9789866873645-02 炎夏之都. 小說集 / 朱天文著 INK印刻出版 : 2008
9789866873584,

9789866873645
初版

565 9789866873645-05 世紀末的華麗. 小說集 / 朱天文著 INK印刻出版 : 2008
9789866873591,

9789866873645
初版

566 9789867134950-01
Father of beggars Shih Chien [children`s

book] :  a story about sacrifice

by Cheng Ho-Yin ; illustrated by

Chang Shang-Yu.

Apostle

Publication
2017 9789867134950  

567 9789867134950-02 金飯碗換破碗的施乾 [兒童書] 鄭和茵作 ; 張上祐繪 使徒 2017 9789867134950  

568 9789867266521-01
沒有刺的一片魚料理 :  簡單煮、輕鬆

吃!照著圖解做菜,成功率100 = Fish
趙曉翌著 庫克書屋 2007 9789867266521 初版

569 9789867266521-02 雞腿&魚做料理 趙曉翌著 庫克書屋 2010

9789867266521,

9789866232039,

9789868150874

 

570 9789868191334-01 農情故事 : 尋基隆河舊事 / 林詩音撰稿 ; 謝如玉總編輯 北市農會, 2008
9868191351,978

9868191334

571 9789868191334-02 農情故事 : 飛躍關渡平原 / 林詩音撰稿 ; 謝如玉總編輯 北市農會, 2008
9789868191334,

9868191343

572 9789868191334-03 農情故事 : 徜徉茶山綠蔭 / 林詩音撰稿 ; 謝如玉總編輯 北市農會, 2008
9868191378,978

9868191334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573 9789868191334-04 農情故事 : 流連五指山徑 / 林詩音撰稿 ; 謝如玉總編輯 北市農會, 2008
9789868191334,

9868191386

574 9789868191334-05 農情故事 : 綻放草山光芒 / 林詩音撰稿 ; 謝如玉總編輯 北市農會, 2008
9789868191365,

9789868191334

575 9789868258204-01
認識台灣原住民族. 布農族(Bunum) :  崇

嶺隱士 玉山精靈
亞磊絲.泰吉華坦著

台灣民住民族文

化產業發展協會
2007 9789868258204  

576 9789868258204-02
認識台灣原住民族. 魯凱族(Rukai) :  充

滿藝術氣息的民族
亞磊絲.泰吉華坦著

台灣民住民族文

化產業發展協會
2007 9789868258204  

577 9789868258204-03
認識台灣原住民族. 排灣族(Paiwan) :  大

武山的守護者
亞磊絲.泰吉華坦著

台灣民住民族文

化產業發展協會
2007 9789868258204  

578 9789868258204-04
認識台灣原住民族. 太魯閣族(Taruku) :

爭取創造新境的民族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 郭

明正著

台灣民住民族文

化產業發展協會
2007 9789868258204  

579 9789868258204-05
認識台灣原住民族. 卑南族(Puyuma) :

喜愛花環的美麗民族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著

台灣民住民族文

化產業發展協會
2007 9789868258204  

580 9789868737785-01 台灣街角小旅行 :  emico的散步地圖 陳婉玲(emico)著
創意市集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
2012 9789868737785 初版

581 9789868737785-02 臺灣街角小旅行 :  emico的散步地圖 陳婉玲(emico)著
電腦人文化  創

意市集
2013 9789868737785 二版

582 9789868854765-01 鄭道昭鄭文公碑筆法結構與造型 寇培深講述; 鄭文惠整理編著
中國書道傳習學

會
2017 9789868854765 初版

583 9789868854765-02 虞恭公溫公碑導讀及寇培深臨本對照 寇培深撰; 彭雅玲整理導讀
中國書道傳習學

會
2017 9789868854765 初版

584 9789868933187-01
媽咪的聰明料理術 : 60道幸福廚房好滋

味 /
丫曼達等著 帕斯頓出版 ; 2013

9789868933187,

9789868933118
初版

585 9789868933187-02 手縫OK!親子手作布雜貨 / 阿布豆,黃思靜,幸福咩咩合著 帕斯頓出版 ; 2013
9789868933187,

9789868933125
初版

586 9789869084840-01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陳安琪總編輯 馬跡庫比 2015

9789869084833,

9789869084857,

9789869084840

五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587 9789869084840-02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陳安琪總編輯 馬跡庫比 2016

9789869084888,

9789869084840,

9789869339308

六版

588 9789869211307-01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卷三, 面對未竟之業

:  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著

衛城出版  遠足

文化發行
2015 9789869211307 初版

589 9789869211307-02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卷二, 記憶歷史傷痕

:  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著

衛城出版  遠足

文化發行
2015 9789869211307 初版

590 9789869211307-03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卷一, 清理威權遺緒

:  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著

衛城出版  遠足

文化發行
2015 9789869211307 初版

591 9789869214162-01 臺灣妖怪研究室報告. 3, 妖怪見聞錄

林賦思, 李偉麟, 陳琡分撰文 ;

翻伽匠翻譯社,  Neil Swanson

譯 ; 行人文化實驗附屬妖怪

研究室企劃製作

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  大和書報

總經銷

2015 9789869214162 初版

592 9789869214162-02
臺灣妖怪研究室報告. 2, 妖怪觀察記錄

指南

林賦思, 李偉麟, 陳琡分撰文 ;

翻伽匠翻譯社,  Neil Swanson

譯 ; 行人文化實驗附屬妖怪

研究室企劃製作

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  大和書報

總經銷

2015 9789869214162 初版

593 9789869214162-03 臺灣妖怪研究室報告. 1, 臺灣妖怪圖鑑

林賦思, 李偉麟, 陳琡分撰文 ;

翻伽匠翻譯社,  Neil Swanson

譯 ; 行人文化實驗附屬妖怪

研究室企劃製作

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  大和書報

總經銷

2015 9789869214162 初版

594 9789869344746-01
星雲大師全集. Complete Work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星雲大師作 佛光出版社, 2017 9789869344746 初版

595 9789869344746-02
星雲大師全集. Complete Work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星雲大師著 佛光出版社 2017 9789869344746 初版

596 9789869451710-01 終生瘦用211全平衡瘦身法 / 宋晏仁, 梁惠雯合著 原水文化出版 : 2019 9789869451710
增訂

一版

597 9789869451710-02 終身瘦用211全平衡瘦身法 / 宋晏仁, 梁惠雯著 原水文化出版 : 2017 9789869451710 初版

598 9789869578974-01 井上先生,謝謝您 [兒童書] 陳嘉鈴作 使徒 2018 9789869578974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599 9789869578974-02 Thank you, Mr. Inoue [children`s book]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Chen

Chia-Lin ; [translated by James

Chen]

Apostle

Publication
2018 9789869578974  

600 9789869639798-01 叩叩叩 親愛的公主在家嗎？ [兒童書] 鄭淑芬文.圖 典藏藝術家庭 2018 9789869639798 初版

601 9789869639798-02 叩叩叩 小兔子在家嗎？ [兒童書] 鄭淑芬文.圖 典藏藝術家庭 2018 9789869639798 初版

602 9789869639798-03 叩叩叩 小豬們在家嗎! [兒童書] 鄭淑芬文.圖 典藏藝術家庭 2018 9789869639798 初版

603 986003771X-01
捷運電扶梯與電梯實務 =  Practice of

elevators & escalators on the Taipei MRT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編著. 北市捷運局. 2006 986003771X 1版.

604 986003771X-02
捷運通訊系統實務 =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system on the Taipei MRT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編著. 北市捷運局. 2006 986003771X 1版.

605 9860039518-01 台灣暨各縣市觀光旗艦計畫說帖Q&A 交通部觀光局編 觀光局 2005 9860039518 初版

606 9860039518-02 台灣暨各縣市觀光旗艦計畫 [交通部觀光局編] 觀光局 2005 9860039518 初版

607 9860061319-01 師資班手語教材 教育部手語研究小組主編
教育部特殊教育

工作小組
2006 9860061319 初版

608 9860061319-02 中級班手語教材 教育部手語研究小組主編
教育部特殊教育

工作小組
2006 9860061319 初版

609 986031053X-02 多元文化繪本. 第三輯 /
林秀兒文 ; 楊麗玲等 ; 楊麗

玲,賴馬美術設計

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
2011 986031053X 初版

610 986124428X-01
認識DNA :  基因科學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
林正焜著 ; 洪火樹審定

商周出版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2010 986124428X 二版

611 986124428X-02 認識DNA :  下一波的醫療革命 林正焜, 洪火樹著
商周出版  農學

總經銷
2005 986124429X 初版

612 986124428X-03 認識DNA :  下一波的醫療革命 林正焜著 商周 2020 986124430X 三版

613 9861762906-01 哪個是哪個? = Which one`s which? / 岩井俊雄著 臺灣東販發行 ; 2007
9861762906,978

9861762906
初版

614 9861762906-02 哪個有危險? = Which one`s dangerous? / 岩井俊雄著 臺灣東販發行 ; 2007
9789861762906,

9861762906
初版

615 9866350126-01 國王的新鞋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 吳美慧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789866350108,

9866350126
二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616 9866350126-02 國王的遊樂園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053,986

6350126
二版

617 9866350126-03 阿魯多的舊大衣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029,986

6350126
二版

618 9866350126-04 小提琴的啟示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 吳美慧,笨

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07X,98

66350126
二版

619 9866350126-05 藍吉斯的迷糊事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126,986

6350088
二版

620 9866350126-06 王子的派對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002,986

6350126
二版

621 9866350134-01 王后的新馬車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010,986

6350134
二版

622 9866350134-02 歐拉的寶藏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134,986

6350037
二版

623 9866350134-03 傳家寶的祕密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134,986

6350045
二版

624 9866350134-04 野餐吃什麼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061,986

6350134
二版

625 9866350134-05 王子的城堡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 吳美慧,笨

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118,986

6350134
二版

626 9866350134-06 公主茱蒂的煩惱 /
陳正揚作 ; 殷文靜,笨笨魚繪 ;

王文娟改寫
微印出版 : 2012

9866350134,986

6350096
二版

627 9867267060-01
小故事大道理. 童話故事 = The little

stories /
吳俊毅等編輯 風車圖書出版 : 2005

9867267036,986

7267060
初版

628 9867267060-02
小故事大道理. 民間故事 = The little

stories /
吳俊毅等編輯 風車圖書出版 : 2005

9867267060,986

7267028
初版

629 9867267060-03
小故事大道理. 寓言故事 = The little

stories /
吳俊毅等編輯 風車圖書出版 : 2005

9867267060,986

7267052
初版

630 9867380002-01 傑克與魔豆 [兒童書]
Jerrie C. Shepherd等編著 ; 陳

天授插畫
智籐 2004 98673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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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9867380002-02
白雪公主 [兒童書] :  童話故事系列初級

篇(1)

Jerrie C. Shepherd等編著 ; 陳

天授插畫
智籐 2004 9867380002  

632 9867764374-01 北極熊會游泳 = A polar bear can swim /

Harriet Ziefert[作] ; Emily

Bolam插圖 ; 沈佩玲導讀撰寫

; 謝靜雯故事中譯

東西出版 : 2004 9867764374 二版

633 9867764374-02
A polar bear can swim : what animals can

and cannot do /

by Harriet Ziefert ; illustrated by

Emily Bolam

East & West Book

Co.,
2004 9867764374

Chines

e and

English

bilingu

al ed

634 9867832159-01 陸遜與張遼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水筆仔出版  大

河發行
2003 9867832159

第一

版

635 9867832159-02 關羽與張飛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水筆仔出版  大

河發行
2003 9867832159

第一

版

636 9867832159-03 鄧艾與呂布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水筆仔出版  大

河發行
2003 9867832159

第一

版

637 9867832159-04 趙雲與黃忠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水筆仔出版  大

河發行
2003 9867832159

第一

版

638 9867832302-01 趙雲與黃忠 /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潺川圖書出版 : 2003

9867832175,986

7832302

第一

版

639 9867832302-02 關羽與張飛 /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潺川圖書出版 : 2003

9867832167,986

7832302

第一

版

640 9867832302-03 鄧艾與呂布 /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潺川圖書出版 : 2003

9867832302,986

7832205

第一

版

641 9867832302-04 馬超與周瑜 /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潺川圖書出版 : 2003

9867832183,986

7832302

第一

版

642 9867832302-05 陸遜與張遼 /
姚遠, 陳曉紅改寫 ; 王家訓,

王志銀, 許建強繪圖
潺川圖書出版 : 2003

9867832302,986

7832191

第一

版

643 9867950887-01
台灣的產業. 傳統農業篇 [兒童書] :  耕

耘不息的在地精神
簡麗華, 劉佳靈, 朱淑資編輯 泛亞 2003 9867950887 三版



序號主ISBN(重新編碼)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原ISBN 版本

644 9867950887-02
台灣的產業(傳統農業篇) [兒童書] :  耕

耘不息的在地精神
曾祝三撰稿 泛亞國際文化 2007 9867950887 四版

645 9867950909-01
台灣的藝術. 裝飾藝術篇 [兒童書] :  妝

點生活之美
王薇棻, 簡麗華, 朱淑資編輯 泛亞 2003 9867950909 三版

646 9867950909-02
台灣的藝術(裝飾藝術篇) [兒童書] :  妝

點生活之美

梁曉勤撰稿 ; 王薇棻, 簡麗華,

朱淑資編輯
泛亞國際文化 2007 9867950909 四版

647 9867950984-01
台灣的氣侯型態 [兒童書] :  老天爺的喜

怒哀樂
簡麗華, 劉佳靈, 朱淑資編輯 泛亞 2003 9867950984 三版

648 9867950984-02
台灣的氣候型態 [兒童書] :  老天爺的喜

怒哀樂
林冠志撰稿 泛亞國際文化 2007

9789867950987,

9867950984
四版

649 9868257182-01 落馬的王國 / 緣生著 ; 王淑慧繪
慈濟傳播文化志

業基金會,
2006

9868257158,986

8257182,978986

8257153

初版

650 9868257182-02 小螞蟻雷寶 / 蔡淑珍著 ; 吳慧琳繪
慈濟傳播文化志

業基金會,
2006

9789868257160,

9868257182,986

8257166

初版

651 9868257182-03 開出一朵花 / 王淑慧文.圖
慈濟傳播文化志

業基金會,
2006

9868257182,978

9868257177,986

8257174

初版

652 9868257182-04 一點點 / 金成財文.圖
慈濟傳播文化志

業基金會,
2006

9868257182,986

8128773,978986

8128774

初版

653 9868257182-05 我遇見天使了 / 緣生著 ; 張慧貞繪
慈濟傳播文化志

業基金會,
2006

986825714X,98

68257182,97898

68257146

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