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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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電子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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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電子書

3
978-986-398-354-5 ;

986-398-354-3

四騎士主宰的未來:解析地表最強四巨

頭Amazon、Apple、Facebook、Google

的兆演算法, 你不可不知道的生存策

略與關鍵能力

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著;許

恬寧譯

天下雜誌出版

大和圖書總經

銷

57 電子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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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電子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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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電子書

6 9789573285564

營養關鍵32 問︰破解飲食迷思與不實

傳言，蔡營養師的健康生活Q&A，教

你這樣吃最健康

蔡正亮 遠流出版 51 電子書

7
978-986-450-226-4 ;

986-450-226-3

最愛是詩:五十則擁抱生命的詩句, 喚

回人生的美好記憶
琹涵著 九歌 48 電子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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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電子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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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電子書

10
978-986-137-247-1 ;

986-137-247-4
知性對話必備!讀懂世界的生存之書 蔡社長著;游芯歆譯 究竟 38 電子書

11 9789573285229
故事課：3分鐘說18萬個故事，打造影

響力
許榮哲 遠流出版 38 電子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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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電子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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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電子書

14
978-986-133-677-0 ;

986-133-677-X
念念時光真味 吳念真著 圓神 33 電子書

15
978-957-8950-75-7 ;

957-8950-75-6
斜槓時代的高效閱讀法 山口周作;張婷婷譯 采實文化 33 電子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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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電子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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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電子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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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電子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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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電子書

20
978-986-94524-8-9 ;

986-94524-8-5
別相信任何人 S. J. 華森(S. J. Watson)著;顏湘如譯 寂寞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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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紙本書

2 9789866473395 噩盡島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223 紙本書

3 9789866157042 噩盡島II 莫仁
聯合發行總經

銷 |蓋亞出版
221 紙本書

4 9789579614160 凶宅筆記 花磊 知翎文化 177 紙本書

5 4715243776860 天地明環 黃易
蓋亞文化有限

公司
174 紙本書

6 9789571337371 大唐雙龍傳修訂版 黃易 時報 174 紙本書

7 9789573229186 神鵰俠侶 金庸 遠流 167 紙本書

8 9573229129 射鵰英雄傳 金庸 遠流 155 紙本書

9 9573255731 天龍八部(初版) 金庸 遠流 152 紙本書

10 9789863292630 星雲彼岸 胡鱈|張忻 說頻 145 紙本書

11 9789867131881 天觀雙俠 鄭丰 奇幻基地出版 134 紙本書

12 9573229269 倚天屠龍記 金庸 遠流 131 紙本書

13 9789863190042 獵命師傳奇 九把刀
聯合發行總經

銷
130 紙本書

14 9789571345994 邊荒傳說 黃易 時報 128 紙本書

15 9789573323570 哈利波特 : 死神的聖物 羅琳 皇冠 128 紙本書

16 9789573330127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 127 紙本書

17 9573229463 鹿鼎記 金庸 遠流 124 紙本書

18 9789863490975 就是要去宜花東啊! 行遍天下記者群 宏碩發行 119 紙本書

19 9789573229339 天龍八部(三版) 金庸 遠流 117 紙本書

20 9789573319863 哈利波特 : 鳳凰會的密令 羅琳 皇冠 117 紙本書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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