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行

名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借閱次數

類別(圖書、

電子書)

1
978-986-136-526-8 ;

986-136-526-5

英文單字語源圖鑑:看圖秒懂, 最高效

的單字記憶法

清水建二, すずきひろし著;本間昭

文繪;張佳雯譯
如何 118 電子書

2 9789573285427
這樣賺，才是真獲利 - 段老師教你贏

在投資起跑點，實現複利人生！
段昌文 遠流出版 64 電子書

3
978-986-175-514-4 ;

986-175-514-4
Learn better學得更好

烏瑞克.鮑澤(Ulrich Boser)作;張海龍

譯
方智出版社 57 電子書

4
978-986-133-677-0 ;

986-133-677-X
念念時光真味 吳念真著 圓神 52 電子書

5 9789573285908 大腦要你瘦 海倫娜．波波維克(Helena Popovic) 遠流出版 50 電子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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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電子書

7 9789869303057

10分鐘做早餐 - 一個人吃、兩人吃、

全家吃都充滿幸福的120道早餐提案

【暢銷修訂版】

崔耕真 采實文化 47 電子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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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電子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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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78-986-97075-2-7 ;

986-97075-2-1
我的第一本百科親子英語 [有聲書] 郭玥慧, 邱佳翔著 倍斯特 44 電子書

11
978-986-489-010-1 ;

986-489-010-7

懶人瑜伽:漫畫解剖16式超有感輕懶慢

宅瑜伽拯救你的自律神經失調
崎田美奈著;白璧瑩譯

漫遊者文化出

版 大雁文化發

行

44 電子書

12 9789573285793

失控的數據：數字管理的誤用與濫用

，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與工作，

甚至引發災難

傑瑞．穆勒 遠流出版 44 電子書

13
978-957-13-7386-7 ;

957-13-7386-9
起源 丹.布朗(Dan Brown)作;李建興譯 時報文化 43 電子書

14
978-986-95108-7-5 ;

986-95108-7-6
無腦理財術, 小資大翻身 施昇輝作

有鹿文化出版

紅螞蟻圖書總

經銷

43 電子書

15
978-986-384-279-8 ;

986-384-279-6

愛妻瘦身便當:貝蒂教你料理新手也能

輕鬆搞定, 好吃、不胖、吸睛、低卡

便當, 110道料理健康剷肉1年16公斤

貝蒂做便當著
野人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42 電子書

16
978-986-479-519-2 ;

986-479-519-8
21世紀的21堂課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作;林俊宏

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大和書報

圖書總經銷

39 電子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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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電子書

18
978-986-137-256-3 ;

986-137-256-3

人生自古誰不廢:或懷才不遇, 或落榜

情傷, 古代魯蛇的人生堅強講義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作 究竟 35 電子書

19
978-986-479-417-1 ;

986-479-417-5

金錢心理學:打破你對金錢的迷思, 學

會聰明花費

丹.艾瑞利(Dan Ariely), 傑夫.克萊斯

勒(Jeff Kreisler)著;李芳齡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大和書報

圖書總經銷

35 電子書

20
978-986-136-506-0 ;

986-136-506-0

一休陪你一起愛瘦身. 2, 最多人問的45

天減脂計畫, 吃飽還能瘦的美味秘密

大公開

李一休著 如何出版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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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56778 日月當空 黃易 時報 278 紙本書

2 9789571337371 大唐雙龍傳修訂版 黃易 時報 261 紙本書

3 9789866473395 噩盡島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228 紙本書

4 9789579614160 凶宅筆記 花磊|貳十三 知翎文化 223 紙本書

5 9789866157042 噩盡島II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213 紙本書

6 9573229129 射鵰英雄傳(三版) 金庸 遠流 196 紙本書

7 9789573229452 笑傲江湖 金庸 遠流 176 紙本書

8 9789863190042 獵命師傳奇 九把刀
聯合發行總經

銷
173 紙本書

9 9789573323570 哈利波特 : 死神的聖物 羅琳 皇冠 170 紙本書

10 9789573249719 射鵰英雄傳(四版 新修版) 金庸 遠流 167 紙本書

11 9789573323570 哈利波特 : 死神的聖物 羅琳 皇冠 159 紙本書

12 9789867131881 天觀雙俠 鄭丰 奇幻基地出版 157 紙本書

13 9789866275449 神偷天下 陳宇慧|鄭丰 奇幻基地出版 155 紙本書

14 9789573229186 神鵰俠侶 金庸 遠流 155 紙本書

15 9789571357706 血型小將ABO 朴東宣 時報文化 151 紙本書

16 9789866451058 明朝那些事兒 當年明月 大地 144 紙本書

17 9789863190905 龍戰在野 黃易
蓋亞文化有限

公司
144 紙本書

18 9789573229339 天龍八部(三版) 金庸 遠流 142 紙本書

19 9789573330127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 140 紙本書

20 4715243776860 天地明環 黃易
蓋亞文化有限

公司
138 紙本書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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