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行

名次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借閱次數

類別(圖書、

電子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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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電子書

2 9789573284352

寫作，是最好的自我投資 - 百萬粉絲

公眾號操盤手，

首創「注意力寫作」法，教你寫出高

質量文章，讓

流量變現金！

陳立飛（Spenser） 遠流出版 63 電子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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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電子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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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電子書

5 9789869510875 無腦理財術，小資大翻身！ 施昇輝 有鹿文化 48 電子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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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電子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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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電子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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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電子書

9 9789575647216 時尚，1個重點就夠了！ 杉山律子 台灣角川 31 電子書

10 9789578950481
我只能這樣嗎？ - 讓你從谷底翻身的

七大生活原則，預約自己的理想人生

丹尼爾．奇迪亞克（Daniel

Chidiac）
采實文化 30 電子書

11 9789573284451

免疫的威力 - 免疫力，就是最好的醫

生！治癒過敏、發炎與癌症的免疫醫

療法

伍焜玉 遠流出版 30 電子書

12 9789571372297 哪有工作不委屈，不工作你會更委屈 洪雪珍 時報文化出版 30 電子書

13 9789578950573

媳婦的辭職信 - 在婚姻裡我選擇不當

媳婦，勇敢抛下婆家束縛後，奇蹟竟

一一出現

金英朱 采實文化 29 電子書

14
978-986-137-239-6 ;

986-137-239-3

好好說話:粉絲破千萬!最強說話團隊

教你新鮮有趣的話術精進技巧
馬薇薇等作 究竟 28 電子書

15 9789570000000 華爾街操盤手給年輕人的15堂理財課 闕又上著 遠流 27 電子書

16
978-986-136-488-9 ;

986-136-488-9

英語每日一滴 [有聲書]:IG最夯, 學校

不教, 聊天、搭訕、吐槽都有戲
阿滴著 如何 26 電子書

17
978-986-133-620-6 ;

986-133-620-6

生理時鐘決定一切!:找到你的作息型

態, 健康、工作、人際, 所有難題迎刃

而解

麥可.布勞斯(Michael Breus)作;謝忍

翾譯
圓神出版社 26 電子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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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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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電子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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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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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89863192268 天地明環 黃易 蓋亞 258 紙本書

2 9789571356853 日月當空 黃易 時報 253 紙本書

3 9789571337494 大唐雙龍傳修訂版 黃易 時報 229 紙本書

4 9789573330127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 137 紙本書

5 9789865782009 凶宅筆記 貳十三 知翎文化 133 紙本書

6 9789863490814 東京花小錢玩很大 劉耕宏|陳維玉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發行
127 紙本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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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紙本書

8 9789863190905 龍戰在野 黃易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120 紙本書

9 9789863292630 星雲彼岸 胡鱈|張忻 說頻 118 紙本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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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紙本書

11 9789865988111 修煉 陳郁如 小兵 115 紙本書

12 9789866451058 明朝那些事兒 當年明月 大地 114 紙本書

13 9789866275449 神偷天下 陳宇慧|鄭丰

奇幻基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4 紙本書

14 9789863491170 大東京乘車Free pass究極全攻略 林倩伃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出版
113 紙本書

15 9789863491040 九州玩全指南 林惠櫻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出版
113 紙本書

16 9789863491385 北海道玩全指南 吳秀雲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出版
112 紙本書

17 9789863490913 京阪神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出版
112 紙本書

18 9789867131928 天觀雙俠 陳宇慧|鄭丰

奇幻基地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 紙本書

19 9789573229193 神鵰俠侶 金庸 遠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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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宏碩出版
108 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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