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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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電子書

2 9789573286080

你的感受不是你的感受：找回心靈自

由，不受他人左右的「自我暗示」練

習

大嶋信頼 遠流出版 55 電子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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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電子書

4
978-986-479-598-7 ;

986-479-598-8

人類這個不良品:從沒用的骨頭到脆弱

的基因

納森.蘭特(Nathan H. Lents)著;陸維濃

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大和書報

圖書總經銷

44 電子書

5 9789573286103

35 歲開始，牙齒決定你的後半生：日

本失智症權威親授，活化大腦的護牙

術，讓你遠離阿茲海默症、糖尿病和

心血管疾病

長谷川嘉哉 遠流出版 44 電子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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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電子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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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電子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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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電子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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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電子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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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電子書

11 9789573286127

打火哥的30堂烈焰求生課 - 第一線熱

血消防員親授關鍵保命絕招，破解火

場迷思

蔡宗翰 遠流出版 38 電子書

12 9789573286387

金錢超思考：《華爾街日報》最受歡

迎財經作家，25 道創造財富的關鍵思

考，教你晉升有錢人！

喬納森．克雷蒙（Jonathan

Clements）
遠流出版 38 電子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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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電子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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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電子書

15
978-986-133-677-0 ;

986-133-677-X
念念時光真味 吳念真著 圓神 36 電子書

16

978-986-489-163-4 ;

986-489-163-4 ; 978-

986-943-625-0 ; 986-

94362-5-0

拖延心理學:為什麼我老是愛拖延?是

與生俱來的壞習慣, 還是身不由己?

珍.博克(Jane B. Burka), 萊諾拉.袁

(Lenora M. Yuen)作;洪慧芳譯

漫遊者文化出

版 大雁文化發

行

33 電子書

17
978-986-384-318-4 ;

986-384-318-0

這枝紅筆有多紅?:文具屋店員Mikey白

眼翻不完也執迷不悟的職人小劇場
Mikey(倔強手帳)著

野人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33 電子書

18
978-986-479-144-6 ;

986-479-144-3
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林俊宏

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大和書報

圖書總經銷

33 電子書

19
978-986-5837-96-9 ;

986-5837-96-X

給中小學生的藝術史:美國最會說故事

的校長爺爺, 帶你遊遍世界, 認識歷史

上最偉大的建築, 建築篇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

著;李爽, 朱玲譯

小樹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31 電子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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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電子書

新北市立圖書館108年8月份熱門借閱排行榜
統計期間108年8月1日~108年8月31日



排行

名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借閱次數

類別(圖書、

電子書)

1 9789866473395 噩盡島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288 紙本書

2 9789571356778 日月當空 黃易 時報 271 紙本書

3 9789579614160 凶宅筆記 花磊|貳十三 知翎文化 195 紙本書

4 9573229129 射鵰英雄傳 金庸 遠流 184 紙本書

5 9789571345994 邊荒傳說 黃易 時報 177 紙本書

6 9789863190042 獵命師傳奇 九把刀
聯合發行總經

銷
177 紙本書

7 9573229463 鹿鼎記 金庸 遠流 169 紙本書

8 9789866157042 噩盡島II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168 紙本書

9 9789573229186 神鵰俠侶 金庸 遠流 165 紙本書

10 9789571337371 大唐雙龍傳修訂版 黃易 時報 158 紙本書

11 9789863292630 星雲彼岸 張忻 說頻 147 紙本書

12 9789573323570 哈利波特 : 死神的聖物 羅琳 皇冠 139 紙本書

13 9789573229421 笑傲江湖 金庸 遠流 135 紙本書

14 9789573330127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 134 紙本書

15 9789571351926 血型小將ABO 朴東宣 時報文化 132 紙本書

16 9789862190173 藏地密碼 何馬 旭昇經銷 130 紙本書

17 9789866451003 明朝那些事兒 當年明月 大地 129 紙本書

18 4715243776860 天地明環 黃易
蓋亞文化有限

公司
129 紙本書

19 9789573319863 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 羅琳 皇冠 129 紙本書

20 9789573229339 天龍八部 金庸 遠流 126 紙本書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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