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行名

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類別(圖書、

電子書)

1 9789573284031
最棒的一年 - 5個步驟,100%實現目標,讓計畫不再

是空話
麥可．海亞特 遠流出版 電子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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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789573284055
財報教授教你最高賺錢力 - 搞懂財報，創業、投

資、理財無往不利
薛兆亨、徐林寬 遠流出版 電子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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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789578950634
我決定，生活裡只留下對的人 - 動手處理消耗你

的人， 擺脫煩雜忙的互動，過你想要的理想人生
楊嘉玲 采實文化 電子書

6 9789869452809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 36則讓你有態度、不委

曲，深諳世故卻不世故的世道智慧
慕顏歌 采實文化 電子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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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789573284048
炒股的智慧 - 教你持續、長期、穩定買股， 讓錢

自然流進來
陳江挺 遠流出版 電子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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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洪慧芳譯

漫遊者文化出

版 大雁文化發

行

電子書

10 9789573283577
不消費的一年 - 購物狂的重生之旅，擁有越少，

得到更多

凱特．弗蘭德斯（Cait

Flanders）
遠流出版 電子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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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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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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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978-957-10-3964-0 ;

957-10-3964-0
暮光之城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作;瞿秀蕙譯
尖端 電子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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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978-986-137-249-5 ;

986-137-249-0
知性對話必備!提升素養的生存之書

蔡社長(채사장)著;游芯歆

譯
究竟出版社 電子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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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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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

19
978-986-137-248-8 ;

986-137-248-2

我也來做一回貓:善用貓咪行為學, 讓你自由、優

雅又魅力四射

史蒂芬.嘉涅(Stéphane

Garnier)著;貓小姐繪;梁若

瑜譯

究竟出版社 電子書

20 9789573280439 華爾街操盤手給年輕人的15堂理財課 闕又上 遠流出版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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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89867880321  戰勝乳癌 : 認識乳癌的症狀及治療 巴克曼 智庫 紙本書

2 9789570484809 小兒氣喘 巴克曼 智庫 紙本書

3 9789571356853 日月當空 黃易 時報 紙本書

4 9789863192268 天地明環 黃易 蓋亞 紙本書

5 9789572917312 積福和養生 葉倫會 普林特印刷 紙本書

6 9789864083466 道地南洋風, 家常料理開飯! 劉明芳 城邦 麥浩斯 紙本書

7 9789570484748 糖尿病 何修宜 智庫 紙本書

8 9789570484786 乳癌 巴克曼 智庫 紙本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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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789570484755 中風 巴克曼 智庫 紙本書

11 9789571337494 大唐雙龍傳修訂版 黃易 時報 紙本書

12 9789863190905 龍戰在野 黃易
聯合發行總經

銷
紙本書

13 9789863292630 星雲彼岸 胡鱈 說頻 紙本書

14 9789866473395 噩盡島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紙本書

15 9789573229193 神鵰俠侶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16 9570175761 帶著電影去散步 廖金鳳 教育部 紙本書

17 9789866157042 噩盡島II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紙本書

18 9789865782009 凶宅筆記  貳十三 知翎文化 紙本書

19 9789573229452 笑傲江湖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20 9573229145 射鵰英雄傳 金庸 遠流 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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