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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型連鎖書店常以暢銷書排行榜吸引讀者目光，藉此刺激消費者的

閱讀與購書需求；而公共圖書館是提供社會大眾圖書資訊服務，以辦理

終身教育與推廣閱讀為目標的機構，其選書作業經常面臨圖書「品質」

與「需求」的兩難取捨。公共圖書館在面對書店的暢銷書籍時，其選書

作業情形，以及將暢銷書列入館藏之比重是一項值得探討的問題。另一

方面，暢銷書排行榜充滿正反面的議論，公共圖書館的讀者對於暢銷書

的觀點也值得關注與瞭解。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共有四點，分別為：（一）探討暢銷書與公共圖

書館館藏的關係。（二）瞭解公共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看法。（三）探

討公共圖書館讀者使用館藏暢銷書現況，以及其對館藏暢銷書的重要性

與滿意度看法。（四）探討暢銷書排行榜的現況。 

研究者首先以文獻回顧法探討暢銷書排行榜之現況，接著以書目核

對與流通分析方法探討金石堂書店的暢銷書在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現

況與使用情形，最後採用問卷調查法瞭解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

的看法，以及其對館藏暢銷書的重要性與滿意度看法。依據本研究結果，

獲得主要結論如下：（一）新北市立圖書館將大部分的暢銷書列為館藏資

源，以文學類所佔比重最高。（二）暢銷書「內容吸引人」與「掌握時代脈

動」特質相對突出。（三）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服務頗具期待，但滿意度偏

低。（四）不同職業與不同教育的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的看法與使用滿

意度存在差異。 

依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主要建議如下：（一） 縮短熱門書

籍的借閱期限。（二）加快暢銷書籍上架期程。（三）提高暢銷書館藏

對工作需求的滿足程度。（四） 慎選列入館藏的暢銷書籍。 

 

關鍵字：暢銷書、公共圖書館、選書、借閱排行榜、館藏使用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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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large chain bookstores often attract readers 'attention with the list of 

bestsellers, and thus it stimulates consumers' reading and purchasing needs. 

Public libraries are the institutions that provide social public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lifelong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reading. They often 

face the dilemma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demand" of the books. When the 

best-selling books come to public libraries,  the book selection, as well as the 

bestsellers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llection are the questions worthy of 

discus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bestseller list is full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rguments, and the points of view for the bestsellers from the public 

library readers are also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focuses on four points, namely: (1)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st-selling books and the public library collections. 

(2)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 library readers opinions on the bestsellers. (3) to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public library readers' use of the bestseller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to them. (4)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bestseller 

list to-date. 

The narrator first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bestseller list by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d then uses the bibliographic list checking and 

circulation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usage of the 

bestsellers of the Kingstone bookstore in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Finally, the 

narrator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understand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readers' views of the bestsellers, and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ir bestselle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selects most of the bestsellers as 

its collection; an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s the genre of literature. (2) the 

features of the best-selling books, "content attraction" and "mastery of the 

times" are relatively prominent. (3) library readers are quit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bestseller services, but low satisfaction. (3) the library readers look 

forward to the bestseller services, but their expectations are not satisfied. (4)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different education readers have different views and 

satisfaction to the bestsellers.(4) the readers who have different work or 

education levels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satisfaction to the 

bestselle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had made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1) shorten the hot books borrowing period. 

(2) speed up the shelf period of the best-selling books. (3) increase the 

satisfaction with work demand from the best-selling books. (4) select the 

collection of bestsellers carefully.  

Keywords: Bestsellers, Public Libraries, Selection, Book-loan Ranking, 

Usage-based Collec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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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許多書店會將暢銷書排行榜擺設至店內的顯眼位置，藉以刺激買氣，

吸引消費者參閱購買。然而，公共圖書館對於暢銷書排行榜所抱持之態度

為何？圖書館是否會將暢銷書列為館藏發展作業之標的？圖書館的館藏

暢銷書滿足其讀者需求之現況為何？本章說明研究的發想脈絡，首節闡述

研究問題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本研究之目的，第三節陳述本研究欲

發掘之問題，第四節則為本研究之名詞解釋。 

第一節  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 

許多熱門的暢銷書籍在圖書館造成「幽靈書」現象，因為它們引起

圖書借閱的熱潮，幾乎不會有留在書架上的借閱空檔，讀者往往無法輕

易在書架上找到這些書；因此這些書猶如圖書館館藏的幽靈人口，讀者

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預約排隊才能借到該書。但是書店熱銷的暢銷書是否

等同於圖書館的館藏書籍？而熱門的暢銷書在圖書館是否也是熱門借閱

書籍？本研究旨在探討暢銷書與圖書館館藏與使用的關聯，以及讀者對

於暢銷書的意見看法，還有使用上的滿意度情形。 

圖書館的選書作業經常面臨圖書「品質」（Quality）與「需求」（Demand）

的兩難取捨；選書作業除了訪求品質優良的圖書之外，亦必須兼顧讀者

需求。在選書作業中，品質與需求之間的考量，或作此、或作彼，長久

以來多有爭論。主張圖書品質重要者認為圖書館負有教育讀者的責任，

因此必須選擇內容在水準之上的圖書納入館藏，讓圖書館可以提升讀者

的思想與閱讀素養。另一方面，認為讀者要求比較重要的支持者則有其

他看法，其主張館藏資料畢竟是經由使用而彰顯其價值，若圖書館過於

注重品質，而不考慮讀者需求，則難免遇到館藏乏人問津的窘況（吳明

德，1991）。 

公共圖書館的職責在於蒐集、組織與保存圖書資料，以便利社區內

的全體民眾使用。由於其服務對象涵蓋所有年齡層，服務範圍廣大且讀

者背景、興趣各異，因此其對於圖書資訊的需求不一，在圖書選擇作業

上必須適應各方要求（王振鵠，1987）。圖書「品質」與「需求」的爭

論最常見於公共圖書館，且其原因可能與讀者要求的圖書消息來源有關。

Katz指出一般讀者決定閱讀的圖書來源有：閱讀書評、電視或電台節目、

朋友介紹，以及參考暢銷書排行榜等（轉引自吳明德，1991）。這些圖

書資訊來源中，有的是專家撰寫的書評，具備一定深度；也有的如朋友

介紹，僅是一般俗民分享的資訊管道。而暢銷書排行榜是否為具備品質、

深度的圖書資訊來源，一直以來存在著爭議。 

不論是圖書館選書作業，或讀者自行參考的圖書出版消息來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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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暢銷書排行榜獲取書訊，或許是一項頗為便捷的資訊管道，但暢銷書

排行榜也可能是媒體渲染的行銷手法，或出版社（或著者）的刻意炒作；

此外，猶如圖書館的選書作業經常面臨圖書「品質」與「需求」的取捨，

「暢銷書」是否真的是顧及品質的好書，是否真能代表銷售實況或讀者

需求，都值得加以關心、探討。 

臺灣自 1983 年引進暢銷書排行榜，在出版界、書市、閱讀議題下往

往備受爭議，各界正反爭議不斷，諸如：暢銷書排行榜是否公正？暢銷

書使否可與好書劃上等號？暢銷書排行榜是社會集體閱讀行為之展示，

抑或是商業炒作的結果（邱炯友、紀宜均，2009)？又圖書館在進行圖書

採購作業時，是否參照暢銷書排行榜進行選書作業？且其利用情形如

何？ 

猶如汽車、消費電子產品、商業電影等各類商品，圖書作為一項出

版商品，自然會有其實際銷售數據之排行榜，該排行榜或許可在某種程

度上反映大眾的閱讀偏好，但各類產品的銷售排行榜，其實隱含著商業

促銷的目的（蔡坤哲、褚麗娟，2005）。此外，暢銷書排行榜也是一項

重要的商業及社會現象(Feather & Woodbridge, 2007) 

除了實際反映圖書銷售量之暢銷書排行榜，就出版業者角度，以商

業行銷手法炒作之出版圖書（如搭配時事議題、影視節目改編等），在

短時間內拉高銷售量之書籍，也屬於暢銷書作業手法之一。甚或在圖書

銷售通路的影響之下，暢銷書則是事先經過過濾的，新書上市之前，便

已經形成不公平競爭；然而也有人認為暢銷書反映了一個社會某一段時

間內的集體關切（或集體焦慮）（陳穎青，2007）。 

經過實際市場機制考驗，贏得消費者閱讀喜好的暢銷書籍，或經過

行銷活動、商業考量而打造的「暢銷書」，在我國的出版資訊中，暢銷

書籍的實際銷售數量仍難有一個確切精準、公開透明的統計數據，原因

在於圖書出版、通路相關業者對於銷售數據往往視為商業機密，而不願

加以透露（邱炯友，2000）。但對於想要參考暢銷書排行榜的大眾來說，

吾人身邊仍充斥各類暢銷書排行榜。我國文化部所建置之「TPI 臺灣出

版資訊網」提供各類暢銷排行榜，將較具知名度之圖書出版相關業者（尤

其是通路業者）統計之數據提供給大眾參考，其中包含博客來網路書店、

王府井書店、當當網、美國出版週刊、誠品書店、金石堂書局等機構所

公布的暢銷書排行榜。 

在暢銷書的發源地—美國，暢銷書排行榜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

榜〉（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list）最為著稱，其他著名者如〈獨

立書店暢銷書排行榜〉（Indie Bestseller Lists）、〈邦諾書店暢銷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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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s & Noble)、〈亞馬遜暢銷排行榜〉（Amazon）、〈今日美國暢

銷書排行榜〉（USA Today）等暢銷書排行榜。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

榜為例，其排行榜採用的銷售量計算方式，係由供應商回報銷售情形，

並加以統計。以紙本書籍而言，其列入計算的銷售通路包含獨立的圖書

零售商、國內或地區性的連鎖書店、網路零售商、超市、學校、百貨公

司店和書報攤。 

在臺灣，黃靖真（2003）整理暢銷書公布的管道眾多，分別有：圖

書銷售門市、期刊、報紙、廣電媒體、網際網路、出版社等來源，各式

各樣的暢銷書排行榜充斥在生活周遭，其中以博客來網路書店、誠品書

店、金石堂書店等暢銷書排行榜較為常見。然而，這些暢銷書排行榜的

銷售量計算方式並不公開、透明，通常僅其一家所言，其公信力頗受質

疑。暢銷書排行榜除了其計算方式保密，而容易引起疑竇，亦有人利用

其計算方式的漏洞，從中操弄排行榜，進而牟取利益，例如 1995 年《佔

據市場主導的秘訣》一書連續 15週攻佔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非文學類

前 10名，實際上是作者本身向經銷商大量訂購，取得暢銷排行，營造熱

賣假象，從中獲取演講邀約等利益（孟樊，2007）。如今紐約時報暢銷

書排行榜會對某些書籍標示星號（*），表示該書的銷量與其他未上榜書

籍恰可識別出差異；另某些書的旁邊會加上劍號（†），表示有書店接到

大量訂購的情形，讓銷售情況更趨透明。 

擠身暢銷書排行榜的書籍可能會吸引大眾眼光，進而激發從眾效應，

從中吸引買氣或話題，而更加激發其銷售。有些人則批評暢銷書排行榜

重量不重質，是造成閱讀同質化、庸俗化、盲從化的推手。郭世鴻（1995）

的調查顯示「瞭解新書出版情況或暢銷書排行榜」變項，在「受訪者惠

顧書店動機強度排序」中列第五；丁希如（1998）指出暢銷書排行榜的

正面影響包括聯絡書市、要原本無購書計畫的讀者購書；古慧玲（1995）

的訪談紀錄表示暢銷書可反映族群心理、政治、文化及社會現象。因此

各界對暢銷書排行榜有褒有貶（蔡坤哲、褚麗娟，2005）。王乾任（2014）

則認為暢銷書不是垃圾，而是以大眾的理解力所書寫的產品，目的在於

容易感動人心、引起共鳴。 

暢銷書可以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進而提升閱讀或知識層面，大致

上亦符合圖書館身為教育機構的使命。圖書館面對每年龐大的出版數量，

要蒐藏所有的出版書籍是一項難以企及的理想；但圖書館之館藏資源以

滿足讀者需求為主要目標，因此在選書作業上必須更加審慎評估，以盡

量貼近使用者需求。 

圖書館選書與採訪作業是館藏發展流程的開端，也是圖書館服務的

源頭與依據，有了館藏資源，才有辦法後續分類編目的標的物，也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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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借閱、參考諮詢、推廣行銷等作業的依據。選書與採訪作業除了要

回應讀者需求，另一方面，圖書館亦需兼顧圖書品質，建立優質館藏資

源，引領讀者提升閱讀層次。公共圖書館為了發揮休閒功能，往往會適

度聽取讀者要求，採購部分通俗作品，然而讀者的要求並不能無限上綱，

仍必須考量圖書館的目的、推廣教育功能以及圖書的品質。為了兼顧圖

書品質，圖書館進行選書作業時，圖書館必須了解出版業與圖書經銷業

的經營趨勢、專長，以及出版品的水準，以發展優質館藏資源（吳明德，

1991）。 

早期公共圖書館之使命，主要為教育社會而設立，因而有社會大學、

民眾大學之稱（王梅玲，2012）。也因此公共圖書館的館藏通常偏向廣

泛收集各主題、內容、類型的圖書資源，依據圖書館所在地的社區特性、

各項人口特質（如教育程度、人口年齡結構、職業分布等）、地方特色

發展其館藏資源。自十九世紀以來，美國的圖書館已經朝向提供其使用

者教育、休閒與資訊需求而努力。在教育需求方面，圖書館對各級學校

等正式教育提供支援；另方面提供休閒小說、報紙、通俗雜誌，乃至於

近年來的 DVD、CD 等媒體，以營造其休閒價值（Rubin, 2010）。公共

圖書館之館藏發展以適合大眾普遍利用為原則，以迎合一般大眾的閱讀

需求為主；且由於使用者的多元性質，導致購書範圍廣泛，主要包含兒

童書、青少年、一般成人圖書、參考書、學術專業書等，視不同圖書館

類型而有所側重。也因此，公共圖書館大多會制訂其館藏發展政策，以

闡明其館藏發展的目的，有計畫地發展館藏，列舉各主題之館藏深度，

以迎合使用者所需。 

圖書館選書與採訪工作是「館藏發展」作業的一環，Evans (2000) 界

定「館藏發展」係指圖書館有系統、有計劃地依據既定的政策建立館藏，

並且評鑑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讀者使用館藏的情形，評估館內及

館外資源是否能滿足讀者資訊需求，並從中找到彌補館藏缺失的辦法，

藉此構築更健全的館藏的一種過程。館藏管理（Collection Management）

則將館藏發展之觀念擴大為以使用者資訊需求為目標，即時與經濟地運

用圖書館資源，增加資訊長期保存合法取用資料，以及圖書館合作（王

梅玲、謝寶煖，2014）。 

1876年，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 ALA）

在費城召開成立大會時，圖書館學者 Melvil Dewey 其所設計的題辭為：

「以至善之讀物，供大多數人士之利用，費極微之代價」(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 at the least cost)。然而圖書選擇並非易事，其至少具

備三大要素：選書人員對圖書具備的知識、瞭解讀者的需要、明智地利

用圖書資源。而上述「至善之讀物」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也就是

必須呼應讀者的需求（王振鵠，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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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選書與採訪作業，Wiegand 以美國圖書館學會的歷史為例的研究

指出，美國圖書館學會早期推展的各項活動中，可以看出圖書館界花了

大部分時間在探討「最少的經費」與「最大多數的讀者」這二個問題(賴

鼎銘，1996)。而美國圖書館學家 Francis K. W. Drury 於 1930 年提出「圖

書選擇的最高目標，是在適當的時候，為適當的讀者，提供適當的圖書。」

(The high purpose of book selection is to provide the right book for the right 

reader at the right time)也可作為圖書採訪的圭臬(胡述兆、吳祖善，1991)。 

圖書館典藏館藏資源除了「保存」的目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提

供「使用」。透過使用者的取閱與利用，更突顯館藏資源的生命與價值。

印度學者阮甘納桑（S.R. Ranganathan）於 1931 年提出的「圖書館五律」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1)書貴為用（Books are for use）：圖書

館藏書，最大的目的不是豐富館藏資源，而是能真切符合讀者需要，供

其利用；(2)書為人而設（Books are for all）：書不分個人的社會背景，

是為了提供利用，解決讀者的需求或困難；(3)書有讀者（Every book its 

reader）：每一本書不論內容為何，總有讀者需要；(4)節省讀者的時間

（Save the time of reader）：節省讀者搜尋時間，直接解決讀者的問題；

(5)圖書館是一成長中有機體（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圖書館迎

合著時代發展，與時俱進。 

上述圖書館五律之首律「書貴為用（Books are for use）」，直接點

明「圖書館為利用而存在」此一重要觀念。事實上，圖書館對於圖書或

各類型館藏資源的收集、典藏、組織、整理，就是為了提供讀者使用，

透過服務滿足各類讀者在資訊、教育、文化、休閒上的需求。館藏圖書

的價值經由讀者的利用而彰顯，因此透過瞭解讀者對館藏的滿意程度，

圖書館可以明白館務工作的成效，並作為未來改進的參考依據。本研究

之研究動機如下： 

1. 公共圖書館是否都會將暢銷書列入館藏？其在館藏的強弱情形為何？ 

2. 探討暢銷書是否符合讀者需求？暢銷書是否為公共圖書館的熱門借閱

書籍？ 

3. 瞭解圖書館讀者對於暢銷書採取之態度、意見為何？讀者對於圖書館

的暢銷書館藏使用的滿意度情況為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暢銷書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閱讀大眾的喜好，暢銷書榜是否能成為

圖書館選書作業的參考？圖書館為了檢視其服務成效，往往利用各項統計

資料分析，探究使用者行為與需求，以作為館藏發展等相關服務調整之參

考依據；透過分析館藏對應暢銷書排行榜之情形，探究館藏使用行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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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者的滿意情形。 

本研究擬探討暢銷書與圖書館館藏資源之關係，瞭解暢銷書排行榜是

否能成為圖書館選書作業的參考依據，並調查圖書館讀者對於暢銷書意見

觀點。此外，圖書館讀者對於暢銷書的需求及使用情形為何，都是本研究

關心的議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探討暢銷書與公共圖書館館藏的關係。 

2. 瞭解公共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看法。 

3. 探討公共圖書館讀者使用館藏暢銷書現況，以及其對館藏暢銷書的重

要性與滿意度看法。 

4. 探討暢銷書排行榜的現況。 

第三節  問題陳述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1. 暢銷書對公共圖書館的意義？暢銷書排行榜之意涵、類型與發展為何？ 

2. 公共圖書館對於暢銷書的選書情形為何？公共圖書館館藏建置原

則與現況為何？圖書選擇與採購和暢銷書排行榜是否存在關聯？ 

3. 公共圖書館讀者使用暢銷書與其他館藏的情形為何？讀者對於館藏暢

銷書的滿意度與看法為何？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 暢銷書（Bestsellers） 

暢銷書通常指普受讀者歡迎，銷路極佳的圖書。亦可指銷路穩定持續一年

甚至數年的好書而言。國內暢銷書排行榜，有由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或期刊主

動調查報導者，亦有由出版商或書店依據實際銷售數量而列出排行榜者。美國

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時代雜誌》(Time)、《出版家週刊》(Publishers 

Weekly)等均有暢銷書報導，其客觀性頗受圖書館界及一般讀者肯定（胡述兆，

1995）。本研究提出暢銷書之定義為「在圖書銷售通路(包含實體或網路)及圖

書館，於一定期間內，銷售量或館藏量居於領先地位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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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ies） 

公共圖書館是指由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巿）公所、個人、法人或團體

設立，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終身學習及辦

理閱讀等文教活動之圖書館（教育部，2015）。 

3. 選書（Selection） 

為避免浪費有限的購書經費，並使採訪的圖書符合讀者需要，圖書

館的藏書都是經過仔細挑選，在品質上保有一定水準。圖書選擇的基

本原則包括：符合圖書館的目的、符合讀者的需求、維持館藏均衡、

與其他圖書館資源共享（王梅玲、謝寶煖，2014）。 

4. 館藏發展（Collection Development） 

館藏發展指圖書館有系統、有計畫地依據既定政策建立館藏、並且評鑑

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讀者使用館藏情形，以確定能夠利用館內及館外

資源來滿足讀者資訊需求的一種過程。其內涵包括：社區分析、館藏發展政

策、選擇、採訪、館藏評鑑、館藏淘汰等活動（王梅玲，2012）。另也有

學者認為尚包含館藏行銷等活動（Orr, 2009）。 

5. 顧客滿意度（Customers Satisfaction） 

滿意度（Customers Satisfaction）是使用者利用圖書館提供服務帶

來的正面感受程度（陳建文、陳美文，2006），或是指顧客對於一項

產品或服務的實際功能表現，與先前對此產品或服務的期望，比較兩

者差距的結果後所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整體性情感反應，當消費者主觀

上對於產品或服務感到滿意，則可促使其持續使用該產品或服務。滿

意度已經成為資訊系統評估時的一個重要指標（曾繁絹、李宗翰，

2008）。 

6. 借閱排行榜（Book-loan Ranking） 

借閱排行榜是圖書在圖書館被借出的次數之排序。圖書館借閱紀

錄統計可評估讀者服務的績效，並可做為研究讀者閱讀行為的參考基

礎。此排行榜的資料與數據，包括書名、著者、 ISBN、出版者、出

版年、索書號、借閱次數及複本數等（邱炯友，2001）。 

7. 館藏使用評鑑（Usage-based Collection Evaluation） 

有別於以館藏為中心的評鑑，館藏使用評鑑重點不在於與他館進行

比較，或評量館藏的大小，也不在利用外部工具進行評鑑，而是著重於

讀者對館藏的需求與利用都是館藏使用評鑑的方法（Koh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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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使用者分析（Use- and User-Centered Analysis）是相似的概

念，其可以是質化、量化，或結合二者的館藏評鑑方法。施行館藏使用

評鑑方法時，圖書館員必須尊重並且保護讀者在資訊尋求過程中的隱私

權，其施行方法包含引用分析、流通分析、館內使用調查、讀者問卷調

查、焦點團體訪談法、館際互借分析，以及文獻傳遞測試（Johnson, 

2014）。 

8. 書目核對法（List Checking） 

書目核對法是一種質化館藏評鑑方法。圖書館選擇適當書目，將書

目中所列的圖書資料逐一或抽樣與館藏核對，計算該書目資料在館藏中

擁有的比例（吳明德，1991）。 

9. 館藏暢銷書（Bestseller Collection） 

館藏暢銷書即列入圖書館館藏的暢銷書籍，供讀者閱覽利用。部分

暢銷書籍在圖書館的預約情況踴躍，造成讀者必須預約等待長久時間才

能借到書籍；國外部分公共圖書館徵集並陳列暢銷書刊，當讀者支付少

許金額即可立刻借閱使用，不需要等待預約（Nelson City Counci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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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暢銷書排行榜一方面反映銷售數據的排名，代表某一方面的社會集體

需求，另一方面卻也可能是出版社與銷售通路炒作的結果。圖書館館藏採

購的選書策略，往往面臨圖書品質與讀者需求之間的兩難，其選書標準是

否應參考暢銷書排行榜，以迎合大眾的閱讀口味？圖書館是否應該將暢銷

書列在其館藏發展政策之內？本研究利用文獻探討方法，以探求暢銷書意

涵、圖書館選書、借閱排行榜等相關文獻內容，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暢銷書與排行榜意涵、類型與發展 

一、 暢銷書與排行榜意涵 

「暢銷書」與「暢銷書排行榜」的概念來自於歐美國家，其圖書市場

大、開發早，相對發展較為成熟，因而出現銷售成績統計的排行榜。 

依據 Online Dictionar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DLIS） 之解

釋，暢銷書是現今有大量需求的書籍，其在書店銷售量極高，或在圖書館具有

大量複本。部分主要的報紙及評論刊物通常會依據圖書某個時段的銷售情形，

推出小說及非小說的暢銷排行榜（有時還有兒童讀物之排行榜)，如紐約時報

暢銷排行榜（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Lists）。 

1989 年的牛津字典第 7 版(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說明暢銷書

（Bestsellers）一詞源自於美國 Kansas Times & Star 報紙於 1889 年 4 月 25 日

首次公布 6 本暢銷書(The Six Best Sellers)書單(黃靖真，2003)。 

茲就各方對「暢銷書」之定義予以整理說明：(1)牛津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暢銷書是指「在一年或一季之內，銷售量極大的書籍」；

(2)大不列顛百科全書（2003）則指出暢銷書是「在某一時段之中，銷售量在同

類書籍中，居於領先地位的書；是大眾閱讀口味與判斷指標之統稱」；(3)Harrid’s 

Librarians’ Glossary 說明暢銷書是「極受歡迎的書、銷售巨量的書籍」；(4)中

國大百科全書定義為「對某段時間內（通常分每週、每月、每季、每年）在書

店和其他市場上銷路最好的圖書進行統計後，公布的排名表中所列的圖書」；

(5)王乾任（2014）認為暢銷書是「能攻佔（不只一家）連鎖書店暢銷排行榜（不

只 1 週），銷售總量在新書週期（3 個月至半年之內）就能破萬的書籍。」在

過去出版人認為 5 萬才是暢銷書的門檻，但他認為今日的臺灣閱讀類型分眾且

精緻化，會分散讀者對單一出版品的購買力；(6)Feather & Woodbridge（2007）：

認為暢銷書是新近出版銷量極大的書籍，在報紙與其他銷售媒體或資料庫上列

出其銷量排行的書籍。並認為其與「長銷書」（longseller）是不同的概念。(7)

蒙特婁大學名譽教授 Martin （1996）認為暢銷書「通常是小說作品，其成功

是廣為周知的，或者是可以預期的；它是容易閱讀的，但並不代表是給那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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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的人所看的，而是對廣大受眾而言，它是夠容易閱讀的。」 

鐘代福（1993）提出了暢銷書的幾個特點：一是要擁有大量的讀者，否則

就談不上暢銷；二是產生較大的影響；三是其印刷數量較大，為出版社和發行

部門帶來較大的利潤；四是並非依靠行政命令「強制」發行，而是透過自由的

市場機制競爭之下，而取得較大的發行量；五是有科學、真實、健康的，和上

乘的藝術表現形式，能吸引眾多的讀者。 

莫偉鳴、何瓊（2002）認為真正的暢銷書應具備六大特徵：(1)必須是好書；

(2)必須是內容全新的書；(3)必須是牢牢把握時代脈搏走勢，並不失時機迅速

推出的新書；(4)雅俗共賞、文字優美、內容吸引人的書；(5)滿足讀者好奇心

理，為讀者展示新奇世界的書；(6)真正的暢銷書應具有永久的價值和意義。 

有學者認為暢銷書是具備衡量指標的，即：(1)銷售指標：是最直接的衡量

標準，但有可能由出版社炒作而造假；(2)時間指標：時效性跟生命週期。美國

網路公司(lulu.com)對近 50 年《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小說類榜首統計，顯示其

生命週期最長平均為 1960 年代 的 21.7 週，最短為 2000 年至 2005 年的 3 週；

(3)空間指標：因不同文化而有地區性的差異；(4)品質指標：即內容，有些暢

銷書內容屬上乘之作，但也有大量品質低下的暢銷書；(5)社會效益：即為社會

轟動性(張文紅，2011）。 

即便大眾對暢銷書排行榜的觀感可能是好壞參半；有的是經過長久歲月考

驗，而仍受到大家喜愛的作品，也有些圖書是因為當時的環境背景、時事話題

而風行一時。但暢銷書排行榜提供的是個修正過的事實，告訴我們大眾在看的

是哪些書(或者說大眾「購買」的是哪些書，這或許提醒眾人「應該」看哪些

書) (Korda，2001)。也有人認為暢銷書是以大眾的理解能力為基礎的書寫產品，

容易感動人心、引起共鳴，不見得有什麼不好；而且暢銷書是寫給一般人看的，

與學術書籍當然有不同的書寫模式。 

對書籍作者或出版產業從業人員（如出版社編輯）而言，自然會想要

打造出暢銷書籍，但沒有人知道究竟哪本書會暢銷。經由事後觀察分析暢

銷書的要素，以非文學類來說，通常是由於作品掌握了時代趨勢、時事議

題，刺激了大眾的潛在需求，或可能就是暢銷作者的新作，引發讀者的期

望。另由於我國原創著作較少攻佔圖書市場之暢銷排行榜，因此以暢銷作

者的新作而言，臺灣出版界往往會尋求國外暢銷作者書籍，進行翻譯本的

出版作業，以降低出版風險（王乾任，2014）。另外，掌握各方通路，也

是打造暢銷書的要素之一，並配合各項宣傳活動（實體通路、網路平台等），

來引起話題。 

除了上述方式來打造暢銷書，出版界也會採取出版相關書籍的手法，

來搭上銷售潮流，例如穿越小說流行後，坊間便相繼出現許多跟風模仿作

品。此外出版續集、將暢銷書拓展為書系、邀請暢銷作者合著（或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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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等方式，或者沿用暢銷書名的公式，都是出版社延續暢銷書的熱潮

的操作手法。 

綜合以上各界見解，通常較少對暢銷書提出量化標準的解釋；基於各出版

類型存在著文類、目標市場等差異，研究者認為若要為暢銷書提出一具體量化

的銷量門檻，較不具實際意義。依照教育部〈重修國語辭典修訂本〉之解釋，

「暢銷」一詞意思是「商品銷路旺盛」，因此望文生義，「暢銷書」一詞的定

義或可解釋為「銷售量佳的書籍」。另一方面，圖書館藉由提供「書籍」這項

服務(同時也是商品)，延伸出後續一連串的服務。 

二、 暢銷書排行榜的類型與發展 

1895 年 2 月美國《The Bookman》雜誌刊登〈按需求數量排序〉( in the order 

of demand)的圖書目錄，被視做暢銷書制度的發端。其根據美國 16 個城市主要

書店的銷售數據，公布各城市銷量最大的 6 種小說。1897 年此目錄更名為「最

暢銷的圖書」，定期向全國公布。1912 年《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首先針對非文學類作品推出排行榜，次年又有文學榜；而《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在 1942 年才固定以每週一次的頻率呈現暢銷書排行

榜。《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到 1994 年才有自己的暢銷書單（Korda, 

2001）。 

在英國方面，1960 年代並無常態發布的暢銷書榜，1967 年「出版商宣傳

組織（Publishers' Publicity Circle，簡稱 PPC）為了刺激銷量，由大約 80 家經

銷商提交前 10 大銷售書榜，並將結果公布於每週的《The Bookseller》。1976

年的《The Sunday Times》基於 PPC 的方式，其所公布的暢銷書榜則較為可靠，

係經由 85 到 100 個經銷處與 30%的精裝圖書經銷商回報數據，而產生的統

計結果，到了 1983 年，一家新公司「Bookwatch」的暢銷書榜統計方式較為複

雜、耗時，提供相關資料給《Bookman》跟《The Sunday Times》（Feather & Reid, 

1995）。 

暢銷書排行榜通常分別以「類別」或「期間」來統計暢銷書排行榜；如文

學類、非文學類圖書；或每月、每年銷售量統計排行，皆為暢銷書排行榜的表

示形式。臺灣目前暢銷書的排行統計方式，即符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定義，將

每星期或每月、每年銷售最好的書籍進行排行。以美國為例，具有公信力的暢

銷書榜包含《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s)、《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Bestsellers)、《今日美國報》（USA TODAY Bestsellers）、

《書選》（Choice）等(Brian Hill & Dee Power，2005)。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

行榜為例，其計算方式是依據美國各地的獨立書店通路票選而來，因為他們有

能力且有意願每週準確計算圖書種類的銷售量。 

在中國，圖書作為商品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末年書肆的出現。

書肆，就是後來的書坊、書店，是一種具有商業性質的私人出版發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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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出現書肆的最早記載，見於揚雄的《法言 · 吾子篇》 : 「好書而不

要諸仲尼，書肆也。」書肆就是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場所。西漢末年暢銷類

讀物主要有以下幾類：(1)儒家經典：武帝建元元年(西元前 140 年)， 由

董仲舒首次提出的「罷黝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得到了最高當

局的許可。(2)讖緯書：在儒家經典的基礎上，所產生解釋經典的書,，即

稱讖緯，在當時蔚為風尚。每種經書都有數種緯與之相配。比如《易》有

《乾鑿度》、《坤靈圖》，《書》有《刑德放》、《帝命驗》，《詩》有

《推度災》、《含神霧》等。(3) 通俗書籍：這類書主要暢銷於民間,，其

適應廣大讀者的共同心理，即趣味性、實用性、通俗性心理等等，因此可

以長盛不衰（郭慶華，2002)。 

 隨著「金石堂」連鎖書店於 1983 年成立，臺灣開始出現暢銷書排行榜。

即便在當時引起出版界的一些爭議，但其後許多圖書、雜誌業跟進，如時

報週刊、天下雜誌等新聞媒體，而連鎖書店體系如新學友、何嘉仁、誠品

等也發布暢銷書排行榜；而非連鎖書店如三民書局，圖書經銷商如農學社

等發布其暢銷書榜（蔡坤哲、褚麗娟，2005)。 

國內暢銷書排行榜可區分為五類：(1)書店體系：金石堂於 1983 年首創，

其設立目的在於經營層面之考量。由於在此之前，書店進書並無依據，僅憑經

營者的經驗與臆測，因此引進國外的觀念，一方面作為進書依據，另方面樹立

風格。(2)出版社體系：各出版社統計自家出版或代理的圖書銷售量之結果，如

時報出版、聯經出版、天下遠見出版等。(3)經銷商體系：由圖書經銷商統計而

來。書店統計以讀者採購的銷量為依據，而經銷商是以各通路(包含書店、報

攤、二手書及海外發行商等)的銷售進貨量為依據，如農學社。(4)網路書店體

系：由各網路書店設立的統計，如遠流博識網、新絲路、Amazon 等。(5)其他

出版體系：如中國時報的開卷週報版、聯合報讀書人版等（黃靖真，2003，轉

引自胡文玲，1999）。 

本研究列舉國內外較具知名度之暢銷書排行榜，分別為：(1)《紐約時報》

暢銷書排行榜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s)、 (2)《出版人週刊》暢銷書排行

榜（Publishers Weekly Bestsellers）、(3)獨立書店暢銷書排行榜（Indie Bestseller 

Lists）、(4)金石堂排行榜、(5)誠品暢銷榜、(6)博客來暢銷榜等。 

紐約時報自 1942 年開始，每一個星期日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更新暢銷書排行榜。該排行榜係由各販售通路、供應商

回報銷售數據後，加以統計整理而成。就紙本書籍而言，其列入計算的銷

售通路包含獨立的圖書零售商、國內以及地區性的連鎖書店、網路上的零

售商、超市通路、學校書局、百貨公司以及書報攤。在 1992 年時，該排

行榜的統計數據來源便已包含 3,050 家書店，以及供貨給 28,000 個各式零

售通路的大型批發商。紐約時報因商業機密考量，而未披露這些書店及批

發商的具體名號（Diamond, 1995）。其更新頻率隨著每週的書評發布，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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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區間為發布之前三週當週之統計資料，例如 2015 年 3 月 29 日（星期日）發

布之排行榜，其計算區間為 3 月 8 日（星期日）至 3 月 14 日（星期六）止。

其分類架構分別為：(1)紙本與電子書綜合（Combined Print & E-Books）：項

下又分為文學類(Fiction)及非文學類（Nonfiction）。(2)精裝本（Hardcover）：

項下又分為文學類(Fiction)及非文學類（Nonfiction）。(3)平裝本（Paperback）：

再分為傳統銷售渠道文學類（Trade Fiction）、大眾市場文學類（Mass-Market 

Fiction）及非文學類（Nonfiction）。(4)勵志、諮商等雜項（Advice & Misc.）：

包含諮商（Advice）、入門（How-To）、以及五花八門（Miscellaneous）的各

式書籍。(5)兒童書籍（Children’s）：分別為繪本（Picture Books）、中年級（Middle 

Grade）、青少年（Young Adult）、叢書（Series）等。(6)圖文書籍（Graphic Books）:

其子分類為精裝本（Hardcover）、平裝本（Paperback）、漫畫（Manga）。(7)

每月清單（Monthly Lists）：包含動物（Animals）、商業（Business）、名流

（Celebrities）等 22 個子分類。 

一百多年來，《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一直是美國圖書出版業的

神經中樞，該刊刊載有專論、論文，亦刊載出版消息、新書書目、書評、暢銷

書排行榜等（王錫璋，2004）。其暢銷書排行榜除了每週排行榜以外，各年

度皆有其年度排行榜，且排行之文類分類極仔細。其分類架構分別為：(1)總

榜前 10 名（Top 10 Overall）。(2)精裝本文學類（Hardcover Fiction）。(3)精

裝本非文學類（Hardcover Nonfiction）。(4)傳統銷售渠道平裝版（Trade Paper）：

從圖書批發商到圖書零售商的銷售管道，即傳統書店銷售的書籍版本（練小川，

2010）。(5)大眾市場平裝版（Mass Marker）。(6)兒童主打小說（Children’s Frontist 

Fiction）。(7)兒童繪本（Children’s Picture Books）。(8)食譜（Cookbooks）。

(9)羅曼史小說（Romance）(10)神秘小說（Mystery/Detective）。(11)奇幻文學

（Fantasy）。(12)科幻小說（Sci-Fi）。(13)圖文小說（Graphic Novels）。(14)

傳記（Bio/Autobiography）。(15)歷史（History）。(16)有聲書（Audiobooks）

等類別。 

獨立書店暢銷書排行榜（Indie Bestseller Lists）係由美國獨立書店所組成

的書籍銷售聯盟（Americ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成立一 INDIEBOUND 組

織，其所發布的暢銷書排行榜。INDIEBOUND於 2008年取代其前身Book Sense

計畫，其暢銷書排行榜發布頻率皆為每週一次。 

1983 年金石堂書店汀州總店開幕，並引進暢銷書排行榜，此舉深深影響讀

者與出版界，也引發各界的正反意見。本研究收集「TPI 台灣出版資訊網」之

金石堂書店暢銷書排行榜，經比對其資料來源為其實體書店銷售統計之「金石

堂排行榜」，其計算週期以「週」為原則，分類架構為文學、非文學、企管、

輕文學等 4 類。 

金石堂書店暢銷書排行榜目前分為實體書店的「金石堂排行榜」，以及其

網路書店的「暢銷排行榜」。其實體書店暢銷榜統計頻率分為週排行、月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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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排行等；而網路書店的暢銷排行榜則可分為即時排行、週排行、月排行、

季排行、年度排行等。兩者的分類相同如下：文學、財經企管、生活風格、飲

食料理、心理勵志、醫療保健、旅遊、宗教命理、教養、童書、羅曼史、輕小

說、漫畫、語言/字辭典、藝術設計、電腦資訊、自然科普、人文歷史、社會

科學、考試書/政府出版品等。 

1989 年在臺北仁愛圓環，第一家誠品書店成立，自此開展其實踐人文、

藝術、創意、生活的核心理念。本研究利用之誠品書店暢銷書排行榜以兩週為

計算週間，分類架構為人文科學、休閒趣味、健康生活、兒童圖書、兒童文學、

兒童知識、心理勵志、翻譯文學、華文創作、藝術財經商業、青少年圖書等

11 類（圖像書、外文皆為外文書籍，非本研究範圍，故不採列）。 

誠品書店由於同時具備實體門市與網路書店，因此與金石堂的情況相似，

其暢銷書排行榜分為實體書店的「誠品暢銷榜」，以及網路書店的「網路排行

榜」。誠品暢銷榜統計頻率約為 2 週 1 次，其大分類分為中文、外文、親子、

影音等大類，中文圖書排行下分為藝術、人文/科學、華文創作、文學/翻譯作

品、財金/商業、心理勵志、健康/生活、休閒/趣味等子分類。網路排行榜並未

註明其統計區間，推測應為即時統計，其分類為中文、外文、兒童、CD、DVD

等分類。 

博客來暢銷榜分別為即時榜（每小時更新一次）、暢銷榜（7 日、30 日）、

新書榜、預購榜、近期銷售最快、每週暢銷排行、每月暢銷排行等。各排行榜

分類為總榜、文學小說、商業理財、藝術設計、人文史地、社會科學、自然科

普、心理勵志、醫療保健、飲食、生活風格、旅遊、宗教命理、親子教養、童

書/青少年文學、輕小說、漫畫、語言學習、考試用書、電腦資訊、專業/教科

書/政府出版品等各類排行。 

上述各暢銷書排行榜各有其文類(literary genre)分類架構，而同一書籍

由於文類區分之不同，可能造成其排行位階有所差異；由於文類之區分包

含分類者的主觀意識與價值判斷，其是否應類似圖書分類架構，符合「周

延而互斥」等原則，又其對於暢銷書排行位階之影響，則有待後續研究觀

察。 

陳怡岑（2008）將金石堂書店、誠品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與中國圖

書分類法之分類架構加以整理成表格，惟各家書店之分類架構或經調整修

改，且未涵蓋國外較知名之暢銷書排行榜，因而本研究自行整理主要暢銷

書排行榜分類架構如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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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暢銷書排行榜分類架構對照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大類 
暢銷書排行榜來源 

紐約時報 出版人 獨立書店 金石堂 誠品 博客來 

0 總類 -（註 1） - - - - - 

1 哲學類 勵志諮商 - - 心理勵志 心理勵志 心理勵志 

2 宗教類 - - - 宗教命理 - 宗教命理 

3 自然科學類 
- - - 電腦資訊 - 電腦資訊 

- - - 自然科普 - 自然科普 

4 應用科學類 

- 食譜 - 生活風格 

健康/生活 

醫療保健 

- - - 飲食料理 飲食 

- - - 醫療保健 生活風格 

5 社會科學類 

- - - 財經企管 財金/商業 商業理財 

- - - 教養 親子 親子教養 

- - - 社會科學 - 社會科學 

6、7史地類 
- 傳記 - 旅遊 - 人文史地 

- 歷史 - 人文歷史 人文/科學 旅遊 

8 語言文學類 

文學類（註

2） 

文學類

（註 2） 

文學類（註

2） 
文學 華文創作 文學小說 

- 羅曼史 - 羅曼史 
文學/翻譯作

品 
輕小說 

- 科幻小說 - - - - 

- 奇幻文學 - 輕小說 - 語言學習 

- 神秘小說 - 語言/辭典 - - 

- 圖文小說 - - - - 

 兒童小說 - - - - 

9 藝術類 
-- - - 漫畫 休閒/趣味 漫畫 

-- - - 藝術設計 藝術 藝術設計 

(其他) 

兒童書籍 兒童繪本 兒童繪本 
考試書/政

府出版品 
- 總榜 

五花八門 有聲書 兒童興趣 - - 
童書/青少

年文學 

每月清單 - - - - 考試用書 

- - - - - 

專業/教科

書/政府出

版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改編自陳怡岑（2008）。 

備註： 

1. 「-」符號表示該暢銷書排行榜無對應之分類。 

2. 上表三項國外之暢銷書排行榜除了以文類為分類基礎，尚有以裝

訂形式區分文學類及非文學類，如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區分為：(1)

紙本與電子書（COMBINED PRINT & E-BOOKS）、(2)精裝本、(3)

平裝本等。 

觀察表 2-1 暢銷書排行榜分類，分析我國金石堂、誠品、博客來等三家

暢銷書排行榜，僅有「心理勵志」、「藝術（藝術設計）」類是此三家暢

銷書榜皆有的分類名稱；金石堂與博客來的分類較為接近，其皆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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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電腦資訊」、「自然科普」、「生活風格」、「醫療保健」、「社

會科學」、「飲食（飲食料理）」、「人文歷史（人文史地）」、「旅遊」、

「漫畫」、「文學（文學小說）」、「輕小說」、「語言/字辭典（語言學習）」

等分類。而在文學類方面，僅誠品書店將之再區分為「華文創作」與「文學/

翻譯作品」等類。 

第二節  圖書館選書、館藏發展與暢銷書 

一、 圖書館選書作業 

Rutledge & Swindler （1987） 提出了圖書選擇的標準(selection criteria)，

其就圖書主題、內容、潛在利用、館藏關係、書目考量、圖書語文等項目，

將選書層級分為三個優先序（主要、次要、再次）。Johnson （2014）則

將其選書層級概念轉化為「須蒐藏」（must be added）、「應蒐藏」（should 

be added）、「得蒐藏」（could be added）等層級。 

王振鵠（1987）指出圖書選擇之原則為：(1)圖書選擇之目的：圖書館

應說明其宗旨與目的，並據而確立其館藏特質與館藏內容；(2)圖書選擇的

方針：圖書館應擬具書面說明館藏選擇與維護；(3)現有讀者與潛在讀者：

首要步驟為探知讀者的興趣所在，以及無偏見的社區調查；(4)團體讀者及

個別讀者：圖書選擇應顧及讀者群體，並留意個別讀者之需求；(5)選書的

標準：就圖書內容、文字、裝訂選擇符合理想標準之書籍；(6)藏書的完備

性與適當比例跟均衡：不強求完備(7)需要（Demand）：圖書品質與圖書

館的目的及其需要有密切的關係；(8)爭辯性主題：針對讀者有興趣的爭辯

性主題蒐集正反雙方意見，盡可能保持客觀立場；(9)性與道德：就資料產

生的整體影響進行評估；(10)宗教和政治問題：稟持正確性、正義感和權

威性、平均發展；(11)通俗資料和小說：不要僅因暢銷原因購買小說，館

員肩負供應最佳讀物之重責，而非取悅於任何人；(12)兒童和青年：兒童

容易訓練欣賞優良書籍，應為兒童添購大量讀物；(13)贈書：同採購書籍

標準加以取捨；(14)地方文獻：不論規模應蒐藏地方文獻；(15)非書資料：

與圖書一樣確立蒐集範圍；(16)與其他圖書館的關係：避免重複、互通有

無；(17)書籍的註銷：淘汰與選書一樣必須慎重行事；(18)圖書選擇的行政

問題：選書是一項有條理的協調合作過程。 

美國圖書館學家 Francis K. W. Drury 於 1930 年提出「圖書選擇的最

高目標，是在適當的時候，為適當的讀者，提供適當的圖書。」(The High 

purpose of book selection is to provide the right book for the right reader at the 

right time)說明圖書選書的原則(胡述兆、吳祖善，1991)。 

對於圖書館選書原則，吳明德（1991）認為必須參考圖書館的目的、

讀者的需求、圖書的品質、館藏的均衡，等因素進行考量，同時也必須考

量與其他圖書館建立合作關係。王梅玲與謝寶煖（2014）認為評鑑圖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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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1)著作者的權威：其學經歷、聲望、寫作能力、人格與學術地位

等；(2)出版者的權威：其聲譽、信用、服務、態度等是否良好？(3)內容與

主題的相關性：內容是否新穎正確？立論是否客觀、品味高尚？(4)圖書編

排與製作：印刷與裝訂品質是否良好？排版是否美觀？圖表是否適切？(5)

圖書特色：是否便於檢索？有無附錄或名詞解釋？(6)圖書價值：對人類文

化之貢獻？是否對人心、社會具有正面幫助？ 

圖書館的選書工作通常由採訪館員進行，亦有大學圖書館委由選書委

員會依學科專長提供推薦書籍；而選書館員則必須仰賴書評、書訊等選書

工具進行選書工作（王錫璋，2004），另常見的選書工具尚有我國的《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網路資訊（如網路書店、出版社資訊、得獎書訊），

甚或是暢銷書排行榜等。 

每一個圖書館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因而在浩瀚書海中選出適當的圖書

資源絕非易事。美國在 2010 年至 2011 年間，紙本書的出版量成長了百分

之 6，達到一年 347,178 種（Johnson, 2014）；臺灣一年也有約 4萬種圖書

出版（國家圖書館，2015）。書刊經費的年年上漲更加深了採訪館員的責

任與選書的難題。圖書資源之選擇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其中需要知識、經

驗與直覺的交互作用（Johnson, 2014）。 

圖書館的選書基本原則包含：(1)符合圖書館的目的：圖書館的館藏選

擇與各項服務之提供，應符合圖書館的設置目的。依據目的才能圖書館館

藏的學科範圍、內容深淺、資料類型等；(2)符合讀者的需求：避免蒐藏讀

者不想閱讀或不需要的圖書資訊。讀者以及潛在讀者的需求是圖書館必須

列為考慮的選書要素；(3)維持館藏均衡：圖書館不可偏廢某一學科、某個

主題或某些論點，避免將選書者個人信仰或偏見加諸於館藏的蒐集；(4)

與其他圖書館的資源共享：由於單一圖書館無能滿足讀者所有需求，因此

必須與他館建立合作關係，促進資源共享（王梅玲、謝寶煖，2014）。 

上述選書原則論及讀者之需求，同時也說明評鑑圖書品質之方法，綜

合各界對於選書工作之論述，選書作業仍不脫圖書品質與需求之間的爭論，

然而萬法不離其宗，圖書館選書最終仍是必須回應圖書館成立之目的；也

因此，圖書館必須認識並闡明其本身的使命與宗旨，一旦確立圖書館的成

立目的之後，則館員、讀者、圖書三者方可對館藏資源之建置有所依循之

根據，而選書工作方有作業之準則。 

二、 公共圖書館選書 

早期公共圖書館之使命，主要為教育社會而設立，因而有社會大學、

民眾大學之稱（王梅玲，2012）。也因此公共圖書館的館藏通常偏向廣泛

收集各主題、內容、類型的圖書資源，依據圖書館所在地的社區特性、各

項人口特質（如教育程度、人口年齡結構、職業分布等）、地方特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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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館藏資源。自十九世紀以來，美國的圖書館已經朝向提供其使用者教育、

休閒與資訊需求而努力。在教育需求方面，圖書館對各級學校等正式教育

提供支援；另方面提供休閒小說、報紙、通俗雜誌，乃至於近年來的 DVD、

CD等媒體，以營造其休閒價值（Rubin, 2010）。公共圖書館之館藏發展

以適合大眾普遍利用為原則，以迎合一般大眾的閱讀需求為主；且由於使

用者的多元性質，導致購書範圍廣泛，主要包含兒童書、青少年、一般成

人圖書、參考書、學術專業書等，視不同圖書館類型而有所側重。也因此，

公共圖書館大多會制訂其館藏發展政策，以闡明其館藏發展的目的，有計

畫地發展館藏，列舉各主題之館藏深度，以迎合使用者所需。 

公共圖書館面對的讀者群是廣大且多元的群體，從幼兒到銀髮族都可

能是其讀者，讀者的同質性低，在選書工作上更是一大挑戰。此外，讀者

要求（demands）和圖書品質（quality）的取捨一直是圖書館選書的兩難問

題，而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特色是廣泛而不精深、流行而不古典。有些中大

型的公共圖書館設置有選書委員會，其成員包含圖書館單位主管、分館主

任、外聘學者專家，甚至包含讀者代表，來審核採訪館員所挑選的圖書，

另一方面，大多數的圖書館亦接受讀者推薦圖書，但若讀者未事先查明目

前館藏情形，反而可能增加館方書目查證跟回覆作業的負擔（吳明德，

1991）。 

隨著時代進步，民眾知識水準亦有所提升，面對多元化且知識爆炸的

時代，臺北市立圖書館則於其館藏發展政策之附錄提出「館藏發展綱要」，

明訂館藏資料深度區分為五級，分別為不蒐藏、微量級、基礎級、教學級、

研究級、詳盡級等層級，作為其各館特色主題圖書館藏發展深度之依據。 

三、 暢銷書與館藏發展 

「館藏發展」係指圖書館有系統、有計劃地依據既定的政策建立館藏，

並且評鑑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讀者使用館藏的情形，評估館內及館

外資源是否能滿足讀者資訊需求，並從中找到彌補館藏缺失的辦法，藉此

構築更健全的館藏的一種過程（吳明德，1991）。圖書館館藏發展工作是

提供資源服務的一切基礎，有了館藏資源，後續的資訊組織、流通閱覽、

閱讀推廣等業務才有根據與意義，也因此館藏發展可說是圖書館業務發展

最核心的工作之一。 

館藏發展涵蓋六大功能，分別是社區分析、館藏發展政策、圖書資訊

選擇、圖書資訊採訪、館藏評鑑、館藏淘汰等功能（王梅玲，2014），另

也有學者認為尚包含館藏行銷等活動（Orr, 2009）。「館藏發展政策」是

圖書館建立館藏的書面指導性文件，不僅描述館藏現況與強弱，並可提供

館員徵集館藏的指引，是圖書館有計畫、有組織地進行館藏發展的藍圖（王

梅玲，2012）。同時也是規劃、發展、維護館藏資源的詳細描述（Pa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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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圖書館是一提供圖書資訊服務的機構，而圖書資源的來源來自出版業

（如各類型出版機構或個人）。出版業不見得必須依賴圖書館才能繼續生

存，但若沒有出版業提供圖書來源，則圖書館可能無法存在。另就圖書館

館藏發展的角度，讀者可能透過書店或出版社的資訊管道瞭解出版資訊，

其對這些書籍的需求很可能轉變為對圖書館的需求。然而，圖書館館藏發

展的考量因素除了社區及讀者需求，還必須考量圖書館的目的、原有館藏

情形、館員及其他資源、其他圖書館等因素（吳明德，1991）。 

部分公共圖書館制訂有書面的館藏發展政策，作為選書的原則與依據；有

些館藏發展政策中包含暢銷書選書與採購的相關概念。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

其中文圖書選擇原則即敘明「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盡量完整蒐集」，或許可視

為臺北市立圖書館的選書策略中，基本上是採取接受暢銷書籍的。部分國外公

共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亦有類似的敘述；經研究者蒐集資料發現，如：(1)

香港公共圖書館（Hong Kong Public Library ）在其「圖書選擇原則與標準

（selection philosophy and criteria）」則列出暢銷書排行榜為其判斷讀者興趣與

需求的關鍵因素之一；(2)美國舊金山公共圖書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其「館藏發展計畫（Collection Development Plan）」將暢銷書列為採購方向之

一：「館藏係代表民族和文化的多樣性，且符合本市人民的教育水平，通過提

供當前出版書籍、暢銷書、百科全書、手冊、歷史調查、期刊與二手文獻的方

式，給予市民對某一主題的整體範圍與理解。」；(3)美國 The Beaver County 

Pioneer Library 則於其館藏發展政策中明訂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List）為其選書參考資源（Review Sources）之一。 

綜合以上觀察，研究者認為對於公共圖書館而言，雖然其選書作業會面對

圖書品質與讀者需求的兩難（這樣的挑戰尤其在公共圖書館更為明顯），但圖

書館在面對教育讀者的責任之外，應當還要瞭解讀者的要求是什麼、讀者之間

的流行為何；即便在臺灣而言，暢銷書排行榜的統計資訊並非十分公開透明，

但或許目前的各大暢銷書榜在某種程度上也提供給圖書館選書成員一些參考

的方向。 

讀者希望圖書館採購的書，代表著使用者的「需求」，圖書館是為服

務讀者而存在，必須重視其需求，但圖書館的館藏建置又必須兼顧「品質」，

以增進使用者的知識與欣賞能力。讀者需求與圖書品質之間若無法兼顧時，

則圖書館的選書作業將難以避免衝突，而此一衝突也最常見公共圖書館。

若暢銷書代表讀者需求，且其若也兼顧品質，則大可消弭上述問題。然而，

問題必須回歸到：暢銷書究竟是否代表著好書？ 

「以至善之讀物，供大多數人士之利用，費極微之代價」(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 at the least cost)是 Dewey 為美國圖書館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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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所設計的題辭(王振鵠，1987)，此一概念也

契合圖書館選書的目的。美國圖書館學會早期推展的各項活動中，可以看

出圖書館界花了大部分時間在探討「最少的經費」與「最大多數的讀者」

這二個問題，但卻很少探討什麼是好書(賴鼎銘，1996)。 

莫偉鳴、何瓊（2002）認為暢銷書必須是好書，而所謂的好書即代表

是經過良好地書寫或創作的產物。張文紅（2011）認為暢銷書的衡量指標之

一即為其品質，因為有些暢銷書的內容屬於上乘之作，但也有大量質量低下的

暢銷書。對讀者而言，可滿足其閱讀或資訊需求的書籍或可稱為「好書」，但

圖書館對好書的定義或許不同；但好書究竟由誰定義？賴鼎銘（1996）引述 

Wiegand 的看法，指出所謂的「好書」（good readings 或 best readings）或

許並非由圖書館員所能決定，其是由一群有品味教養、屬於某一社經階層人士

的價值選擇；其自內心能辨別出什麼是有價值的書，而什麼是沒有價值的。然

而這樣少數菁英人士的選擇是否能代表其他讀者？又是否能代表圖書館員與

圖書館的目的與任務？ 

Edwards（2012）指出在通俗文化與優良讀物的爭辯中，圖書館員如

何扮演讀者（兒童）與書籍之間，居中溝通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10年前，對於移民族裔同化以及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變遷而造成的公眾

焦慮，使得 Frances Jenkins Olcott、 Effie L.、Anne Carroll Moore 等兒童圖

書館的先驅主張，兒童的閱讀品味與習慣是可以被具有同理心的圖書館員

所引導。因此對於好書與否，圖書館與圖書館員應當扮演選擇、引介、推

廣，甚至是資訊守門員的角色。 

圖書館的採訪館員一年可能會面臨數千種以上圖書的選擇，終其生涯

則可能必須面對數萬種圖書的取捨。Broadus (1981) 指出選書可從以下幾

方面進行：(1)第一印象：如書的題名、第一句話或第一個段落、(2)內容：

如學科主題/新穎與否/真實性/避免偏見、(3)出版者與作者信譽、(4)其他特

徵：如非文學類書籍應有編製良好之索引、(5)紙質/排印/設計等、(6)高廣、

(7)裝訂等。除了前述選書考量因素以外，王梅玲、謝寶煖(2014)認為圖書

價值也是選書標準之一，必須考慮圖書對人類的價值、對文化的貢獻、對

社會是否具有正面影響。 

在讀者需求與圖書品質的取捨之間，若採訪館員欲瞭解讀者需求，可

多方觀察暢銷書排行榜，或經由讀者推薦管道得知讀者需求及相關書訊，

至於圖書品質之取捨標準，除了視圖書館的目的，以及前述選書考量層面

進行外，對於暫時無法決定採購與否之圖書，尚可留待日後經費情況加以

取捨決定(如會計年度終止前) (Broadus, 1981)。 

郭冠麟（2005）針對 2004年 1 月至 12月金石堂書店銷售排行榜與臺

北市立圖書館同一時期的借閱排行榜之關係提出探討。雖然暢銷書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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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希望圖書館採購的書籍，但圖書館選書機制選出的書不一定是市場上

的暢銷書，因此熱門借閱的書籍並不一定就是書店的暢銷書；歸結原因在

於圖書館採購通常需依政府採購法的相關規定辦理，因此會耗費時日才能

上架提供借閱，也造成圖書館的借閱排行榜無法及得上書店暢銷排行榜的

速度。 

邱炯友、紀宜均（2009）以金石堂書店與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進行研

究，以解讀圖書銷售與借閱排行榜之關聯。其採用《中華民國出版年鑑》

作為金石堂暢銷書榜的資料來源，收集 2004 年至 2007 年的暢銷書榜，並

觀察 2004 年至 2008 年臺北市立圖書館的文學類和非文學類借閱排行榜，

從中進行比對分析。其研究結果發現在 2006 年（含）以前年度之資料，

此兩項排行榜並未有重複的書籍，登上書店暢銷榜的書多為該年度新書，

而圖書館的借閱榜則較少該年度新出版圖書。兩者之間採購性質與流程的

分別，是造成這般差異的因素之一；另由於圖書館囿於經費與空間，書籍

的複本數有限，或許也影響圖書借閱的次數。但研究也發現，若將臺北市

立圖書館的文學類借閱排行榜，與前一年度的金石堂銷售榜相比對，則可

發現較多重複書目，但非文學類榜則較不顯著。 

第三節  館藏評鑑與使用調查 

一、 館藏評鑑 

評鑑研究法（evaluation research）是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之一，其為應用

性的研究方法，利用研究工具以決定一個方案實施的必要性，或瞭解方案實施

的成效(王梅玲、曾湘怡，2013)。而評鑑則是泛指針對某種事物的價值予以評

定的歷程，是在某種有計畫的活動實施後，按照預定目標檢核得失的歷程(張

春興，1989)。 

績效評鑑是對圖書館達成目標程度的一種評鑑，係評鑑圖書館提供服

務的效能，與服務所使用經費與資源的效率(王梅玲，2014)。圖書館的績

效評鑑可經由投入(input)、產出(output)、影響(outcomes)等層面加以分析。

投入(input)包含人員、經費、館藏量與成長等項目；產出(output)則為圖書

館基於投入層面所提供的一切項目，如流通統計等館藏利用情形則為典型

的產出量測工具；論及對使用者的影響(outcomes)，於 21 世紀的今日而言，

就圖書館事業之經營益發重要，其意涵為圖書館使用者(user or user 

community)基於圖書館的投入與產出所造成的影響，其評估著重於使用者

的資訊尋求技巧、知識、態度、行為等之改變(Johnson, 2014)。 

館藏評鑑(collection evaluation)是圖書館找出館藏優點與缺失，以作為修正

館藏發展政策依據的工作。(王梅玲、謝寶煖，2014)。Evans 將館藏評鑑的目

的分為內在原因與外在原因。內在原因包含館藏的發展需求與經費預算之需求；

館藏發展需求又涵蓋館藏的(1)範圍、(2)深度、(3)使用情形、(4)價值、(5)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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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6)較弱部分、館藏政策與計畫有何問題、(7)現有館藏計畫有何需要改

變（吳明德，1991）。 

館藏評鑑的功能包括：(1)瞭解館藏的性質、範圍及深度及使用。(2)

評估館藏發展或採訪作業的成效。(3)瞭解館藏支援研究或課業的能力。(4)

作為館藏規劃、管理、淘汰的基礎。(5)作為確定館藏大小、適用性或品質

的工具。(6)作為評量館藏發展政策有效性的方法。(7)評量館藏強弱。(8)

評鑑館藏發展作業是否符合館藏發展目標。(9)經費申請與分配之基礎。（王

梅玲、謝寶煖，2014）。 

館藏評鑑有許多種方法，Futas 將館藏評鑑分為量的評鑑(quantitative)與質

的評鑑(qualitative)。量的評鑑有：(1)館藏量大小(size)、(2)成長率(growth)；質

的評鑑方法則包含：(1)專家評鑑(expert judgement)、(2)以書目為核對標準

(bibliographies used as standards)、(3)已出版的書目(published bibliographies)、(4)

特別編輯的書目(specially-prepared bibliographies)、(5)實際使用分析(analysis of 

actual use)。吳明德（1991）綜整館藏評鑑方法為：(1)量的評鑑、(2)書目核對

法、(3)引用文獻分析法、(4)專家評鑑法、(5)流通分析、(6)館內使用調查、(7)

讀者意見調查、(8)資料提供能力評鑑、(9)期刊使用評鑑（吳明德，1991）。 

二、 使用導向館藏評鑑 

美國的公共圖書館在 1960 年代仍然以館藏導向(book center)為經營重

點，對於以「使用者」為導向的理念則普遍排斥，甚至到 1970 年代仍未

見顯著改善(范承源，1990)。然而圖書館業務的三大主軸在於館藏的蒐集、

整理與利用。館藏資料的主要目的在於其能為讀者有效利用，以彰顯圖書

館的功能。在圖書館初起之時，提供使用就是工作的最終目的（盧荷生，

2003）。 

館藏資源的價值係經由使用者的利用而彰顯，因此透過瞭解資訊使用

者的滿意程度，圖書館可以明白館務工作的成效。滿意度（Customers 

Satisfaction）是使用者利用圖書館提供服務帶來的正面感受程度（陳建文、

陳美文，2006），或是指顧客對於一項產品或服務的實際功能表現，與先

前對此產品或服務的期望，比較兩者差距的結果後所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整

體性情感反應，當消費者主觀上對於產品或服務感到滿意，則可促使其持

續使用該產品或服務。滿意度已經成為資訊系統評估時的一個重要指標

（曾繁絹、李宗翰，2008）。 

Johnson (2014) 認為館藏評鑑分為館藏導向(Collection based )與使用

者導向(Use-and-user based)兩大方面，又各自可分為質化(Qualitative)與量

化(Quantitative)的分析方式。使用者導向的質化評鑑方式包含館際互借統

計、流通分析、館內使用分析、文件傳遞統計、「點擊」與下載等，而量

化評鑑方式則包含使用者意見調查（如 LibQual+、網路意見調查、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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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方式）、使用者觀察、焦點團體訪談法，以及易用性測試。 

使用者導向的館藏評鑑可以是量化的評鑑、質性評鑑，亦可是兩者皆

是，但在進行使用者導向的館藏評鑑與分析時，必須考量隱私權議題，避

免違反相關倫理議題或法律規範。使用者導向的館藏評鑑與分析方法包含：

(1)文獻引用分析、(2)流通分析、(3) 館內使用調查、(4) 讀者意見調查與

焦點團體訪談法、(5)館際互借分析、(6)文獻傳遞測試等 (Johnson, 2014)。 

圖書館館藏即使在量的方面達到某一標準，並不保證一定能滿足讀者的資

訊需求；而流通紀錄或館內使用分析也只能反映讀者成功使用館藏的情形，但

卻不能說明讀者在館內無法找到所需資料的情形（吳明德，1991）。 

洪妃（2015）以國內高等教育體育研究生為研究對象，利用訪談法與

問卷調查法探討其資訊需求、對圖書館的館藏使用現況以及對館藏之滿意

度。其研究透過訪談法建構出三個評鑑構面共 23 個指標，其分別為：(1)

館藏內容構面：包含圖書館藏、紙本期刊館藏、視聽資料、資料庫、電子

書、電子期刊、電子期刊及資料庫數量的重要性與滿意度等指標；(2)館藏

服務構面：如圖書館 OPAC查詢服務、圖書借閱、館際互借、電子資源連

線等指標；(3)館藏應用價值構面：圖書館館藏對研究及論文撰寫、對專業

職能發展、生活休閒等方面之幫助程度。該研究結果發現體育研究生資訊

需求以課業需要、撰寫論文為主，對館藏的重視項目為電子期刊與資料庫

之使用，而最常使用之服務圖書借閱，對館藏有高度期待，但對於館藏內

容、館藏服務、館藏應用價值皆未達到滿意程度。 

三、 讀者館藏使用與借閱排行榜 

圖書館為了瞭解讀者的閱讀喜好、判斷閱讀趨勢，往往會利用自動化

系統產生借閱排行榜等流通統計資料。圖書的借閱排行榜，係按照圖書在

圖書館的借閱次數進行統計，再依據此數據進行排序、整理的資料。圖書

館通常依書籍的借閱次數多寡，進行降冪排序，排名越前面的書籍越是熱

門。就圖書資料的利用角度來看，排名在前的圖書對讀者越有使用價值（張

國良、黃兆奎，2011）。 

我國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2003 首度公開熱門借閱排行榜統計資料，其

分為一般圖書、兒童圖書，以及視聽資料（邱炯友、紀宜均，2009）。臺

北市立圖書館更進一步自 2006 年起，每年度統整發表的〈解讀臺北人閱

讀行為及借閱排行榜〉報告，其中借閱排行榜等統計分析愈發詳盡。 

我國國家圖書館自 2011 年起，每年度發表「臺灣人閱讀品味」相關

報告，以瞭解民眾的閱讀喜好，各圖書館可依據調查結果，進行相關業務

之調整與規劃（國家圖書館，2013）。觀察國家圖書館〈101 年全國公共

圖書館借閱排行〉，其包含最受歡迎的圖書 TOP 20（不區分文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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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TOP 20、非文學類 TOP 20、漫畫類 TOP 20、武俠小說 TOP 20、兒童

漫畫 TOP 20、兒童讀物 TOP 20（包含文學類及非文學類讀物）、0-6 歲讀

者借閱 TOP 20、7-12 歲讀者借閱 TOP 20 等，可以發現其大致上係以「文

類」區分不同排行榜的類型，唯在兒童讀物 TOP 20 方面，部分上榜圖書

與兩項以「讀者年齡」區分之排行榜（0-6歲讀者借閱 TOP 20、7-12 歲讀

者借閱 TOP 20）有所重複之現象。 

上述〈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排行〉與一般暢銷書排行榜之文類區分方

式稍有異同；相同的是除了總榜（不區分文類）以外，進一步又將排行榜

圖書分類為「文學類」與「非文學類」。對於非文學類書籍，坊間暢銷書

排行榜各自有其分類方式（如區分為財經企管、生活風格、飲食料理、心理

勵志、醫療保健、旅遊……等），而國家圖書館之〈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排

行〉則將書籍依圖書館的專業分類方式（如「中文圖書分類法」）加以區

別，除了「文學類」書籍自成一類（中文圖書分類法之「語言文學類」，

其類號為 8XX），而「非文學類」則依「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分類架構，

更細分為「總類」（類號 0XX）、「哲學類」（類號 1XX）、「宗教類」

（類號 2XX）、「自然科學類」（類號 3XX）、「應用科學類」（類號

4XX）、「社會科學類」（類號 5XX）、「史地類」（類號 6XX、7XX）、

「藝術類」（類號 9XX）（國家圖書館，2015）。 

歸結本章文獻探討結果，目前我國書店通路之暢銷書排行榜多以「週」

為單位進行銷售排行，而暢銷書在圖書館的選書作業中，至少扮演滿足讀

者需求（demand）之角色；在圖書品質的要求中，許多公共圖書館在館藏

發展政策中，也將暢銷書明訂為館藏蒐藏範圍，惟圖書館選書仍應留意其

內容與主題是否適當，擇取符合圖書館的目的之書刊。讀者的使用賦予圖

書館館藏資源生命與價值，使用導向的館藏評鑑將帶領圖書館經營者看見

不同的館藏評鑑面向，而圖書借閱排行榜則開啟讀者對館藏圖書使用的一

扇觀景窗，透過借閱排行等流通分析情形，圖書館可以瞭解讀者對館藏的

利用情形，並評估、調整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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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從我國金石堂書店於 1984 年發布暢銷書排行榜開始，至今已歷時三十餘

載，然而國內卻無相關博碩士論文探究其與圖書館館藏採購與利用之情形，

頗為可惜。本章分為七節，第一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二節研究設計；

第三節研究方法；第四節研究個案簡介；第五節研究工具；第六節資料蒐

集與分析；第七節研究實施步驟。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暢銷書與公共圖書館館藏採購與利用之關聯，

囿於研究時間與資源有限，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一、 本研究以我國紙本中文暢銷書與公共圖書館選書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他

相關圖書資源(如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書、電子資源等)不在研究

範圍內。 

二、 依據中華民國 103 年（即 2014 年）圖書館年鑑，2013 年臺灣地區公共

圖書館共 683所，新北市立圖書館共計有 102所分館及圖書閱覽室，

約佔 14.93%；以分館數量與所在區域涵蓋人口數而言，新北市立圖書

館是臺灣最大之公共圖書館體系，該館館藏總數量為直轄市第二高，而

在 2012 年及 2013 年之館藏增加數量則為北部公共圖書館最高。故本研

究以新北市立圖書館進行個案研究；研究結果無法類推至各圖書館。 

三、 以我國金石堂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為研究分析對象，無法類推至其

他暢銷書排行榜情況。 

四、 本研究之研究文獻以中英文文獻為原則，其他語文文獻不在研究範圍。 

五、 新北市立圖書館套書採套編方式編目者，由於無法確知特定冊次之借閱

情況，故不列入館藏暢銷書與借閱排行榜比對項目。 

第二節  研究設計 

依據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首先探討暢銷書列入圖書館館藏資源之情

形，分析其列入館藏的比重情形。 

本研究接著探究讀者對於暢銷書館藏的借閱與使用情形；經由流通分

析與借閱統計觀察讀者借閱暢銷書的情況，另一方面利用問卷調查，訪查

圖書館讀者對於暢銷書的使用情形與意見，包含其對暢銷書館藏的重要性

和滿意度看法。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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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與設計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別施行：(1)書目核對館藏評鑑法；(2)流通分析館藏評鑑法；

(3)問卷調查法。 

一、 書目核對館藏評鑑法 

書目核對館藏評鑑法係先行選擇一個適用的書目，再將書目與所欲評鑑之

書目進行逐一或抽樣比對，計算該書目中與圖書館館藏所佔的數量及比例，進

一步呈現館藏之強弱、蒐藏方向等特徵，其能幫助圖書館經營者快速瞭解館藏

對於書目的齊全或闕漏程度。由於書目核對館藏評鑑法主要探討的是某一書目

之於館藏所佔的數量跟比例，以明白館藏的分布情形，因此書目選擇是施行研

究的重要先決步驟，也與圖書館評鑑目的緊密結合。 

本研究選擇之書目即為暢銷書排行榜書目，目的在探討暢銷書是否都列入

公共圖書館的館藏資源。本研究以我國文化部所建置之「TPI 台灣出版資訊

網」（網址：http://tpi.org.tw/bookinfo_bestseller.php）作為暢銷書排行榜之

資料來源，分別收集該網站之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度的金石堂書店

暢銷書排行榜，以中文圖書書目為研究對象。 

金石堂書店為臺灣引進暢銷書排行榜之始祖，自 1983 年至今，其暢

銷書榜之統計與公布歷時已久，頗具經驗。此外，金石堂書店是臺灣的連

鎖書店體系中，實體門市最多的連鎖書店（2017 年 1月為 48 家門市），

其門市分布遍及全臺，不論是車站等交通樞紐，或商場百貨等都會區，甚

至醫療院所也可見到該書店身影，因此，其經營型態及顧客類型豐富多元，

其暢銷書排行榜亦可反映各類需求。 

此外，「金石堂排行榜」計算規則為金石堂書店實體門市加上網路書

店的銷售統計，是臺灣唯一結合實體與網路門市的暢銷書排行榜，因此本

研究擇取金石堂書店之暢銷書排行榜書目為研究對象。 

http://tpi.org.tw/bookinfo_bestsell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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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I台灣出版資訊網」提供依日期區間查詢暢銷書排行榜之功能，

本研究分別以：(1)2012 年 1 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2)2013 年 1月 1

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3)2014年 1 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三段日期區間

查詢暢銷書排行榜。研究蒐集之原始暢銷書排行榜中，金石堂書店之暢銷

書排行榜原則上以「週」為統計區間呈現；研究者以「TPI 台灣出版資訊

網」提供之圖書分類架構，分別依年度統整為 2012 年、2013 年、2014年

度之暢銷書排行榜，詳如附錄一、二、三。 

本研究採用館藏評鑑方法之書目核對法，將上述 2012 至 2014 年間金

石堂書店之暢銷書排行榜書目，與新北市立圖書館 OPAC 逐一進行比對，

檢視該館之館藏與暢銷書書目是否存在關聯，瞭解暢銷圖書在圖書館年度

採購圖書中所佔之數量、比例，以及上架日期，以提供本研究進行後續量

化數據分析資料。 

我國的公立公共圖書館屬於公務機構，其圖書採購受限於年度預算程

序、政府採購法等、採購作業期程與內部作業（如採購驗收、編目加工、

分送上架）等因素影響，往往在圖書出版之後的若干時日（如數個月）後，

才能提供流通閱覽，因此暢銷書籍在暢銷榜所列之年度，與圖書實際採購、

上架之年度或許會出現落差。 

二、 流通分析館藏評鑑法 

圖書館的館藏有兩大用途：保存與利用。圖書館讀者對館藏的使用更

突顯館藏的價值。流通分析可以幫助圖書館探討館藏的使用情況，作為圖

書館經營、決策的重要依據。由於每一個圖書館的經費、空間都是有限的，

瞭解館藏的使用情形，據而找出罕用的圖書資源，日後加以調整圖書採購

方向，是圖書館活化館藏資源的重要作業之一。 

藉由圖書館流通紀錄來瞭解讀者利用館藏的情形，是相當直接且客觀

的依據，而經由流通分析，圖書館經營者也可以找出某一類型館藏在整體

館藏流通中所佔的數量與比例，進而探討讀者使用館藏資源的情形。日後

在進行館藏資源調整時，便可依流通分析結果，將熱門館藏增購複本，或

增加同類型館藏的採購數量、金額；另一方面則可找出罕用之書刊，從而

調整或刪減其相關類型的館藏資源分配。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於探究暢銷書在公共圖書館之使用現況，因此研究

者利用館藏評鑑方法之流通分析法，將 2012 年至 2014 年間金石堂書店之

暢銷書排行榜經由書目核對後，凡新北市立圖書館列入採購之資源進行流

通分析比對，將之與新北市立圖書館 2012 年至 2014年之「熱門借閱排行

榜」書目進行比對，以分析暢銷書館藏的流通使用情形，經由流通量的分

析，以量化數據客觀反映圖書館選書作業之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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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之比對方法為：當年度暢銷書館藏及比對當年度及其後年度之

熱門借閱排行榜。如 2012 年度之暢銷書館藏，則比對：(1)2012 年、(2)2013

年、(3)2014 年之熱門借閱排行榜；而 2013 年度之列入採購之暢銷書目比

對：(1)2013 年、(2)2014 年之熱門借閱排行榜；2014 年度列入採購之暢銷

書目比對 2014 年之熱門借閱排行榜。以文學類暢銷書《我就是忍不住笑

了》為例說明，該書為 2012 年度暢銷榜書籍，其比對之借閱排行榜為：

(1)2012年、(2)2013 年、(3)2014 年之年度熱門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 

本研究實地蒐集新北市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ToRead)流通資料，由該

自動化系統之流通統計資料產生各年度與圖書類別之熱門借閱排行榜，將

之與暢銷書館藏清單進行比對，以瞭解其借閱情形；比對時並記錄該暢銷

書之館藏複本數量。書目核對館藏評鑑法及流通分析館藏評鑑法皆為本研

究設計之館藏導向(collection based)評鑑方法，其施行流程如圖 3-2 所示。 

 

圖 3-2 書目核對暨流通分析示意圖 

三、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調查研究法的其中一種；調查研究法又稱為實地研究調查研

究法(field survey research)，簡稱調查研究法。其係透過嚴格的抽樣設計來詢問

並記錄受訪者的反應，以探討社會現象諸變數之間的關係。其研究對象可套用

於大大小小的各種群體；是一種與研究對象實際接觸、溝通、以蒐集相關原始

資料之研究方法。調查研究法之種類包含問卷調查研究法(questionnaire survey)、

排程調查研究法(schedule structured survey)、個別訪談(visiting survey)、電話調

查(telephone survey)等。問卷調查 (questionnaire survey)係調查法的資料蒐集方

法之一，是研究者將所要研究的事項，製作成問卷，郵寄或分送給受訪者填答

的研究方法，其具有偏差錯誤較低之特性(張紹勳，2001)。 

書目核對法以及流通分析法皆為館藏評鑑的量化評鑑方法，雖然可以

提供量化數據，但因其屬於館藏導向(collection based )的館藏評鑑方法，聚

焦在館藏本身的建置情形，雖然有助於描繪暢銷書在圖書館採購與利用之初

步輪廓，但無法確實明白讀者對館藏資源之意見。為了更進一步瞭解圖書

館讀者之需求，瞭解其對館藏的想法與回饋，以幫助圖書館瞭解館藏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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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窳情形。研究者利用問卷調查法探討讀者對於暢銷書使用理論、暢銷書

的重要性，與滿意程度的看法。 

圖書館的館藏資源經由讀者的利用突顯價值，為了符合本研究探討館

藏使用者滿意度之目的，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法，瞭解新北市立圖書館讀

者對館藏資源的意見以及相關使用滿意度。問卷提問內容包含暢銷書館藏

種類與品質、圖書館館藏的暢銷書服務、暢銷書館藏使用滿意度等三構面，

問卷設計採用李克特五等量尺(Likert scale)為衡量尺度。經由問卷資料之發

放、回收問卷、彙整與分析問卷填答結果，進一步提出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第四節  研究個案簡介 

本研究以新北市立圖書館為研究對象，該館前身係日治時期之「海山

郡圖書館」，於大正十二年（西元 1923 年）11月設立，後改為板橋圖書

館。2000 年 1 月臺北縣立文化中心改設成立文化局，並以任務編組成立臺

北縣立圖書館籌備處。2004 年臺北縣長發布「臺北縣立圖書館組織規程」，

自 2005年 1 月 1日生效，同年 1月 2日舉行揭牌典禮並營運。至 2010年，

配合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臺北縣立圖書館於 12 月 25 日更名為「新北市

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2015)。 

新北市立圖書館為截至 2015年 6月底計有 102個閱覽單位（含總館、

各分館與圖書閱覽室），分布在 29 個行政區，擁有約 550 萬冊的館藏圖

書，服務對象除了涵蓋新北市約 400 萬的戶籍人口，還包含在地工作求學

的各界民眾。新北市立圖書館其總館組織區分為採訪編目課、閱覽典藏課、

推廣課、秘書室、會計室、政風室、人事室等單位。 

在館藏資源建置方面，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資源採購年度預算係編列於資

本門經費：一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備—設備及投資—雜項設備費—館藏資

源採購等經費項目之下。前述年度預算經費編列額度，分別為 2012 年新臺幣

6,000 萬元；2013 年新臺幣 6,000 萬元；2014 年新臺幣 7,000 萬元，惟此項經

費係整體館藏資源採購額度，其範圍包含中文圖書、外文圖書、視聽資料、電

子資源等項目。 

目前新北市立圖書館之館藏類型涵蓋中文圖書、外文圖書（包含英文、日

文、柬埔寨文、泰文、越南文、緬甸文等）、視聽資料（包含各類影片 DVD、

音樂光碟、有聲書等）、電子資源（如資料庫、電子書等）等各種資料類型，

2015 年已新增購中外文圖書 135,491 冊、視聽資料 6,450 件、電子資料庫 17

種、電子書 447 種。觀察其採購數量及金額，仍以中文圖書為最大宗。 

新北市立圖書館之圖書採購作業，係依據該館年度預算擬定年度「館藏

資源採購作業計畫」，規劃各類圖書資源購置經費額度及作業期程。圖書資料

之選擇與徵集採分工作業，由採訪編目課負責各閱覽單位一般性圖書採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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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採購、參考工具書、線上讀者推薦處理等作業，統整提列擬購圖書清單後，

交付選書小組會議審查，並依據該會議決議修正、擬製圖書採購清單，後續提

交年度承包廠商依圖書採購契約進行相關採購事宜。 

在辦理選書與圖書採購時，新北市立圖書館參考各項選書工具進行選書，

例如各項書評、書摘、選書書目等，另也會參考各項出版目錄（含紙本與線上

工具）、網路資源，以及我國國家圖書館出版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等刊物，

進行選書的相關作業。另新北市立圖書館之館藏發展政策中，亦敘明有關暢銷

書之選擇以「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盡量完整蒐集」為原則（新北市立圖書館，

2013），詳見「附錄五：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第五節  研究工具 

一、 暢銷書排行榜 

本研究以我國文化部所建置之「TPI 台灣出版資訊網」作為暢銷書排行榜

之資料來源該網站之 2012 年至 2014 年之金石堂書店之暢銷書排行榜，以中

文圖書書目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詳見附錄一至附錄三。 

二、 新北市立圖書館 OPAC（（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線上公用目錄） 

 本研究以 2012 至 2014 年度之金石堂書店之暢銷書排行榜書目，與新北

市立圖書館 OPAC 進行比對，以瞭解暢銷書籍在新北市立圖書館 2012 至 2014

年間所採購之冊數和所佔比例等量化數據。 

 由於新北市立圖書館各分館及圖書閱覽室數量眾多（共計 102個閱覽單位），

因此在圖書採購方面，必須考量其年度館藏資源採購預算，評估所需之同一書

種之複本數量，力求圖書經費分配、採購數量評估、讀者閱覽需求等層面取得

平衡。 

新北市立圖書館 2012年中文圖書採購種數約為 21,775種、270,187冊；2013

年中文圖書採購種數約為 10,206 種、181,647 冊；2014 年中文圖書採購種數約

為 6,696種、88,223冊；2015年 7月底之中文圖書採購種數約為 7,371種、114,615

冊。 

三、 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借閱統計 

 圖書館統計資料是瞭解各項業務工作執行成果的工具之一，也是圖書館

評鑑和工作改進的的重要參考依據。有鑑於此，新北市立圖書館每年進行借閱

人次、借閱冊數的「熱門 BOOK 排行榜」之統計。新北市立圖書館 2012 年年

度總借閱人數約 254 萬人，共借閱近 847 萬冊圖書，入館人次為約 1488 萬人

次（新北市立圖書館，2013）。2013 年年度總借閱人數為 254 萬 2,836 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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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811 萬 9,445 冊圖書，入館人次為 1708 萬 1,692 人次（新北市立圖書館，

2014）。 

四、 借閱排行榜 

借閱排行榜反映讀者的借閱喜好，圖書館經營者可以從中觀察讀者的

借閱趨勢。我國國家圖書館每年進行「臺灣閱讀習慣調查報告」，綜整國

人各年度使用公共圖書館服務與借閱圖書之統計資料，以探究民眾閱讀習

慣與閱讀興趣。本研究採用新北市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ToRead）資料，

以 2012 至 2014 年之年度熱門借閱排行榜前 200名進行比對分析工具。 

五、 調查問卷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法進行使用者意見與滿意度研究，採用半結構式問卷。

問卷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填答人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職業、教育

程度等）；第二部分分為 2 個構面，共 16 個指標作為本問卷之架構，採用李

克特五等量表統計受訪者的意見，旨在瞭解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觀點及對新北

市立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使用與滿意度；問卷第三部分則為開放式意見回饋，

受訪者可以對於圖書館暢銷書館藏，以及其他相關議題的提出意見。本研究調

查問卷詳見附錄四「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使用暢銷書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第六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暢銷書排行榜 

本研究以我國文化部所建置之「TPI 台灣出版資訊網」（網址 

http://tpi.culture.tw/）為資料來源，蒐集 2012 年至 2014 年度之金石堂書店暢

銷書排行榜，並以中文圖書書目為主要研究對象。上述暢銷書排行榜其發布週

期為「週」為單位由研究者加以進行資料整理。同一年度、同一銷售通路之暢

銷書書目如遇重複上榜者，本研究僅將之列出一次，並排除套裝銷售之書籍。 

二、 新北市立圖書館 OPAC（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線上公用目錄） 

 為瞭解暢銷書列入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之情形，本研究以研究者蒐集整

理之 2012 年至 2014 年之暢銷書書目與新北市立圖書館 OPAC（線上公用目

錄，網址 http://webpac.tphcc.gov.tw/toread/opac/Search.page）進行比對，作為後

續資料蒐集分析利用。 

三、 借閱排行榜 

圖書館為了瞭解讀者的閱讀喜好、判斷閱讀趨勢，往往會統計借閱排行榜。

本研究採用館藏評鑑方法之流通分析法(field survey research)，以新北市立圖書

http://webpac.tphcc.gov.tw/toread/opac/Search.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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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中文圖書館藏資源為研究對象，實地蒐集該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ToRead)之

年度借閱排行榜前 200名資料，以供進行資料分析。其目的為探討 2012至 2014

年度金石堂書店暢銷書排行榜，與 2012 至 2014年止之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

之使用情形，從中探究使用者行為。 

經書目核對方法之 OAPC 比對後，研究者將 2012 年至 2014 年之暢銷書館

藏書目與年度系統借閱排行榜（各大類前 200名）進行比對，探討其流通分

析情形。 

四、 調查問卷 

為探討新北市立圖書館之暢銷書館藏與讀者的使用及滿意情形，本研究設

計「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使用暢銷書與滿意度調查問卷」，作為使用者導向(use 

and user-based)館藏評鑑之方法，提供研究者分析並瞭解使用者對於圖書館館

藏之需求與重視項目。 

(一)問卷建構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圖書館建置暢銷書館藏之成效，以及圖書館使用者對

暢銷書館藏之意見回饋。研究者參考 LibQUAL+量表之三大構面與 22 項服務

指標，以及林鈺雯(2006)〈從 LibQUAL+TM 探討我國大學圖書館服務品質評

量〉、洪妃(2015)〈從體育研究生資訊需求探討館藏使用與滿意度研究〉、莫

偉鳴、何瓊(2002)〈“暢銷書”分析研究〉設計本調查問卷構面與指標。暢銷書

館藏滿意度評鑑指標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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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暢銷書館藏使用與滿意度評鑑指標 

構面 指標 參考文獻 

對暢

銷書

之意

見看

法 

A1.我認為暢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 莫偉鳴、何瓊，2002 

A2.我認為暢銷書是雅俗共賞的圖書 莫偉鳴、何瓊，2002 

A3.我認為暢銷書掌握了時代脈動 莫偉鳴、何瓊，2002 

A4.暢銷書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理 莫偉鳴、何瓊，2002 

A5.我會參考坊間的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書 本研究自行發展 

A6.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是優良的圖書 莫偉鳴、何瓊，2002 

暢銷

書服

務滿

意度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

學小說、散文、詩詞等） 

LibQUAL+、林鈺雯，

2006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

健康養生、親子教養、自然科普等） 

LibQUAL+、林鈺雯，

2006 

B9.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銷書（如投

資、理財、金融經濟等） 

LibQUAL+、林鈺雯，

2006 

B10.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如大

眾通俗小說等） 

LibQUAL+、林鈺雯，

2006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習的

需求 
本研究自行發展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

需求 
本研究自行發展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

樂的需求 

LibQUAL+、洪妃，

2015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 
LibQUAL+、洪妃，

2015 

B15.圖書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

的館藏冊數）充足 
本研究自行發展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服務 
LibQUAL+、林鈺雯，

2006 

(二)問卷對象 

研究問卷係採取立意抽樣進行樣本抽取，係由研究人員根據自己的專

長、知識、研究的目的來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樣本。本研究問卷採發放

紙本問卷方式進行，於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及館藏量最大的分館—三重分

館進行問卷調查作業，調查對象為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發放 316份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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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三)問卷發放方式與日期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方式於 2016 年 11月至 12月間，由研究者利用

週末尖峰時段及平日夜間之時段，以現場發放紙本問卷方式，提供受訪者

填答問卷，並由研究者當場回收問卷，以進行後續之資料分析。 

(四)問卷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問卷調查回收之問卷如有資料不完整，或無法判斷答案者視為

無效問卷。本研究僅就有效問卷編碼，並以電腦軟體 SPSS 及 EXCEL進行

資料統計分析，統計分數、百分比等敘述統計資料，並就職業別、年齡別、

性別進行交叉比對，比較不同類型讀者的差異。最後進行本研究之整體綜

合分析。 

在推論統計方面，本研究利用 Cronbach’s α 值測驗調查問卷內部各項

變數的信度，若尺度中所有項目具備相同特質；其相關係數若越高，則代

表內部一致性越高。 

為瞭解不同族群圖書館讀者間是否存在差異，本研究利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來量測不同人口特徵的讀者是否對暢銷書觀點求及重要性與滿意

程度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第七節  研究實施步驟 

本研究旨在探討公共圖書館參考暢銷書排行榜建置其館藏之情形，以新北

市立圖書館為例。研究首先實際收集暢銷書排行榜書目，並採用書目核對館藏

評鑑法探討暢銷書在公共圖書館的館藏採購之關聯，接著透過流通分析館藏評

鑑法探究暢銷書館藏之利用情形，最後利用問卷調查法，以瞭解該館使用者對

暢銷書館藏之意見與滿意度，茲說明研究實施步驟如下： 

一、 確認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動機，進而發掘研究問題，經過反

覆釐清與確認，進而形成研究目的。 

二、 文獻探討：研究蒐集中英文相關文獻，經過閱讀文獻並摘要重點，探討

暢銷書之意涵、暢銷書排行榜之類型與發展、公共圖書館選書作業，以

及館藏利用與評鑑相關研究。經過文獻分析與探討，進一步擬定本研究

之研究架構與研究工具。 

三、 暢銷書目蒐集與整理：蒐集 2012 年至 2014 年的金石堂書店暢銷書排行

榜書目，進行資料整理。 

四、 個案選擇：選擇新北市立圖書館為本研究之公共圖書館研究個案。 

五、 暢銷書與 OPAC 書目核對 ：將研究者蒐集整理之 2012 年至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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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書排行榜書目，於新北市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OPAC 進行館藏

查詢與記錄。 

六、 流通分析暢銷書使用情形：依書目核對館藏評鑑法結果，進一步分

析館藏流通情形。由於新北市立圖書館圖書採購係統整讀者與分館

推薦，並由選書小組會議決議後下訂採購，其間尚須經過分類編目、

圖書加工、驗收等流程後上架提供閱覽，因此在暢銷書上市日期與

圖書館上架日期間至少存在 3 至 4個月的時間落差。為研究期程考

量，本研究以該年度暢銷書比對同年度及其後年度之圖書館流通紀

錄，如 2012 年暢銷書館藏比對 2012 至 2014 年度流通紀錄；2013

年暢銷書館藏則比對 2013年及 2014 年度流通紀錄。 

七、 問卷設計與前測：編製本研究問卷初稿，並以立意抽樣方式，對 14 位

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進行紙本問卷預試。 

八、 編製正式調查問卷：根據研究目的並參考問卷前測結果修正問卷內容，

並編製正式調查問卷。 

九、 施行問卷調查：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發放紙本問卷 316 份進行實

地調查。 

十、 問卷資料蒐集與整理：將前一階段之紙本問卷回收，並進行問卷量化統

計與資料分析。 

十一、 撰寫研究論文：將評鑑調查法和問卷調查法予以整理與綜合，並歸納

出本研究之結果，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如下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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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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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暢銷書與館藏書目及流通比對分析 

本研究將暢銷書排行榜與圖書館館藏書目及流通紀錄進行核對分析。

經研究者收集、整理我國文化部建置「TPI 台灣出版資訊網」（網址：

http://tpi.org.tw/bookinfo_bestseller.php）之 2012 年至 2014 年金石堂書店暢

銷書排行榜。另一方面，研究者於 2016 年 8 月到 10 月將其與新北市立圖

書館線上公用目錄（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簡稱 OPAC）進行書目比對，

並分析該暢銷書籍在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與流通借閱情況。 

第一節  書目核對結果分析 

一、 金石堂書店 2012 年暢銷書排行榜比對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結果 

(一)文學類 

文學類的暢銷書排行榜總計為 213筆書目，其中在新北市立圖書館有

館藏者共計 212 筆，所佔比例為 99.53%；列入館藏冊數最多者為《我就是

忍不住笑了》（侯文詠，185冊），最少者為《戲劇之王:莎士比亞經典故

事全集》（威廉．莎士比亞原著，1 冊），該 213 種圖書的平均館藏冊數

則為 60.40 冊。未列入館藏暢銷書的暢銷排行榜書籍則為《青春，低燃點：

一個美麗大女孩的私心話》。 

此一暢銷書排行榜中，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冊數最多的 20種書籍，其

題名、著者與館藏冊數分別依序為：(1)《我就是忍不住笑了》（侯文詠，

185冊）、(2)《回程》（藤井樹，179 冊）、(3)《哪啊哪啊～神去村》（三

浦紫苑，175 冊）、(4)《戰馬喬伊(電影書衣版)》（麥克‧莫波格，175冊）、

(5)《罪行》（費迪南．馮．席拉赫，173 冊）、(6)《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

課》（米奇．艾爾邦，169冊）、(7)《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侯

文詠，161 冊）、(8)《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新第三世界之旅》（麥克．

路易士，144冊）、(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龍應台，139 冊）、(10)

《這些人，那些事》（吳念真，126 冊）、(11)《別相信任何人》（S.J.華

森，117 冊）、(12)《修正》（強納森．法蘭岑，115 冊）、(13)《龍紋身

的女孩(電影書封版)》（史迪格．拉森，112冊）、(14)《村上春樹雜文集》

（村上春樹，118 冊）、(15)《玩火的女孩》（史迪格．拉森，106 冊）、

(16)《麒麟之翼》（東野圭吾，104 冊）、(17)《直搗蜂窩的女孩》（史迪

格．拉森，103 冊）、(18)《苦苓的森林祕語》（苦苓，103 冊）、(19)《犯

罪小說家》（哈利．杜蘭，102 冊）、(20)《老派約會之必要》（李維菁，

101冊），詳如表 4-1。 

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採購係由讀者推薦、分館擬購及採編課擬購統

整後下訂採購，另亦有搭配推廣活動而採購的書籍，因此各種圖書的採購

冊數不一。另圖書採購會視館藏資源之使用情形，考量該項館藏是否列入

http://tpi.org.tw/bookinfo_bestsell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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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本增購作業；如若某一書籍因預約情形踴躍，但館藏冊數不足而造成讀

者預約等候時間過久，便可能依年度經費情形及館藏發展政策，將該圖書

列入複本增購。本研究列舉暢銷館藏的館藏冊數如表 4-1 至表 4-12。 

表 4-1  2012 年文學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85 

2 回程 藤井樹 商周出版 179 

3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5 

4 戰馬喬伊(電影書衣版) 麥克‧莫波格 遠流 175 

5 罪行 費迪南．馮．席拉赫 先覺 173 

6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米奇．艾爾邦 大塊 169 

7 
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

事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61 

8 
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新第

三世界之旅 
麥克．路易士 財信 144 

9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龍應台 天下雜誌 139 

10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26 

11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17 

12 修正 強納森．法蘭岑 新經典文化 115 

13 龍紋身的女孩(電影書封版)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12 

14 村上春樹雜文集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08 

15 玩火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06 

16 麒麟之翼 東野圭吾 獨步 104 

17 直搗蜂窩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03 

18 苦苓的森林祕語 苦苓 時報文化 103 

19 犯罪小說家 哈利．杜蘭 春天 102 

20 老派約會之必要 李維菁 印刻 101 

(二)非文學類 

非文學類的暢銷書排行榜總計為 222 筆書目，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者

共計 183 筆，所佔比例為 82.43%；未列入館藏的圖書則有《2013 年開運

大預言之蛇來運轉》等 39種書籍，其所佔比例為 17.57%。 

觀察 2012 年金石堂書店的非文學類暢銷書籍，其在新北市立圖書館館

藏冊數平均值為 45.33 冊，與同年度文學類暢銷書排行榜相較，其平均館

藏冊數少了 15.07 冊。 

非文學類的暢銷書館藏書籍中，館藏冊數最多的前 20名詳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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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12 年非文學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247 

2 秘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3 

3 
存好股，我穩穩賺：沒有飆股的年頭，

一六八曲線幫你賺百萬 
溫國信 大是 147 

4 一口氣背中文成語學英文 劉毅 學習出版社 139 

5 小心！頸椎病就在你身邊！ 孫苓獻、賴鎮源 活泉書坊 135 

6 
德國媽媽這樣教自律：教出堅強、獨立、

寬容、節約好孩子 
趙麗榮 野人文化 128 

7 食在有健康 潘懷宗 庫立馬 116 

8 
下半身決定你的健康！腰好、腿好、腳

好，身體自然好 
洪康遠 方舟文化 116 

9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森 天下文化 114 

10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11 直說無妨：非常關係 2 鄧惠文 平安文化 111 

12 超譯尼采 尼采(原著) 商周出版 105 

13 林書豪旋風：Lincredible 17 時報編輯部 時報文化 104 

14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104 

15 

斷捨離：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多餘

的廢物，脫離對物品的執著，改變 30

萬人的史上最強人生整理術！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104 

16 
猶太媽媽這樣教思考：教出守信用、能

分享、會理財的好孩子 
孫玉梅 野人文化 103 

17 
輕鬆駕馭意志力：史丹佛大學最受歡迎

的心理素質課 
凱莉．麥高尼格 先覺 102 

18 The Power 力量 朗達．拜恩 方智 101 

19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秦嗣林 麥田 100 

20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三)財經類 

財經類的暢銷書排行榜總計為 187筆書目，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者共

計 160筆，所佔比例為 85.56%；未列入館藏的圖書則有《620 億美元的秘

密：巴菲特雪球傳奇全紀錄》等 27 種書籍。在 187 筆暢銷書書目中，其

在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數量平均值為35.04冊。財經類的暢銷榜書籍中，

館藏冊數最多的前 20名詳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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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12 年財經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新第三世界之

旅 
麥克．路易士 財信 144 

2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森 天下文化 114 

3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4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5 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奧野宣之 大田 99 

6 
大債時代：第一本看懂全球債務危機

的書 
約翰．蘭徹斯特 早安財經 98 

7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97 

8 大難時代 瑪格麗特．赫弗南 漫遊者 95 

9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94 

10 房子這樣買：完全解答購屋 108問 蘇于修 聯經 94 

11 玩美法藍瓷 陳立恆 圓神 94 

12 
鐵意志與柔軟心：張榮發的 33 個人

生態度 
張榮發口述 天下文化 93 

13 
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 12 封

信 
Jim Rogers 遠流 90 

14 
圖解整理術：工作上 85％的錯誤可

以靠整理術解決！ 
SANCTUARY BOOKS 大田 90 

15 
30 年來最好投資機會：在金融風暴

中危機入市 
大衛．魏德默、羅伯 時報文化 89 

16 我走過，你可以跟著走的腳步 陳婉芬、陳珮綺 天下文化 89 

17 

文案大師教你精準勸敗術：第一次行

銷寫作，你如何找出熱賣語感與動人

用字？ 

羅伯特．布萊 大寫出版 88 

18 
搶救 35歲：經濟不可能「有感」復

甦，該怎麼過才有好日子？ 

NHK「日本的明天」計

畫 
大是 87 

19 誰來拯救全球經濟？ 盧奇‧夏瑪 商周出版 87 

20 
大資金潮：大前研一預言新興國家牽

動的經濟新規則 
大前研一 經濟日報社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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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輕文學 

金石堂書店 2012 年輕文學的暢銷書排行榜，總計有 152 種圖書，新北

市立圖書館列有館藏者共計 124 筆，列入館藏比例為 81.58%；未列入館藏

的圖書則有《Dr.少年解夢人 03：謎境夢遊》等 27 種書籍。輕文學暢銷書

排行榜的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數量平均值為 10.41 冊，較諸同年度其他三

種文類而言，館藏平均數量少了許多。 

館藏數量由高至低的前 20 種輕文學暢銷書籍詳如表 4-4。 

表 4-4  2012 年輕文學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特殊傳說 0.5：決戰生死棋 護玄 蓋亞 94 

2 39(上卷) 吾命騎士 御我 天使出版 74 

3 皇蛾 蝴蝶 雅書堂 43 

4 少年陰陽師(貳拾玖)消散之印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37 

5 沉月之鑰(卷五)封祭 水泉 天使出版 33 

6 妖火：異遊鬼簿 笭菁 春天 32 

7 少年陰陽師(貳拾柒)狂風之劍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31 

8 如果當時不放手 夢三生 尖端 31 

9 沉月之鑰(卷外)畫夢 上部 水泉 天使出版 31 

10 惡鄰(案簿錄 2) 護玄 蓋亞文化 29 

11 吾命騎士(卷 8)終結魔王(下卷) 御我 天使出版 26 

12 我的不良男友 2 藤子 三采 25 

13 風動鳴(17)煦光夢迴 中部 水泉 天使出版 25 

14 風動鳴(18)煦光夢迴 下部 水泉 天使出版 25 

15 特殊傳說 新版 vol.5 水之妖精 護玄 蓋亞 25 

16 獵命師傳奇卷十九 九把刀 蓋亞文化 25 

17 特偵十 II 食嬰的鬼婆 金鉑鉑 三日月 23 

18 新版特殊傳說 vol.3 闇之競賽 護玄 蓋亞文化 23 

19 十世轉生Ⅱ(05)薔薇色童話(完) 南方玫瑰 天使出版 22 

20 
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卷六 嫣

然一笑新妝就，春園海棠花獨妍 
關心則亂 三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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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石堂書店 2013 年暢銷書排行榜比對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結果 

(一)文學類 

2013年文學類的暢銷書排行榜共計 294筆書目，新北市立圖書館有館

藏計 281 筆，其列入館藏比例為 95.58%；《愛上兩個我原創小說》等 14

種書籍則未列入館藏。 

暢銷書排行榜的 294 筆書目中，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平均數量為

43.36冊，其館藏數量由高至低的前 20 種的圖書詳如表 4-5 所示。 

表 4-5  2013 年文學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85 

2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5 

3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

零幻想 
簡媜 印刻 155 

4 偷書賊(電影書衣版) 馬格斯．朱薩克 木馬文化 138 

5 地獄 丹．布朗 時報文化 131 

6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30 

7 夢紅樓 蔣勳 遠流 124 

8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17 

9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113 

10 
太多幸福：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

篇小說集 1 
艾莉絲．孟若 木馬文化 108 

11 杜鵑鳥的蛋是誰的 東野圭吾 獨步 105 

12 決戰王妃 綺拉．凱斯 圓神 105 

13 飢餓遊戲 蘇珊．柯林斯 大塊 104 

14 羊毛記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102 

15 在大雪封閉的山莊裡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102 

16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00 

17 強風吹拂 三浦紫苑 漫遊者 99 

18 混血營英雄 3：智慧印記 雷克．萊爾頓 遠流 99 

19 臨時空缺 J.K.羅琳 皇冠文化 98 

20 全都藏好了 薇比克．羅倫茲 讀癮出版 98 

(二)非文學類 

非文學類的暢銷書排行榜總計為 329 筆書目，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者

共計 280 筆，所佔比例為 85.11%；未列入館藏的圖書則有《神奇藍眼鏡 視

力回復法：每天 5分鐘眼頸操，近視一定會變好！眼科權威醫師原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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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式視力復活術」》等 49種書籍。329 種暢銷書中，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

藏數量平均值為 31.53 冊。 

2013年非文學類暢銷書館藏數量最多的書籍，和 2012 年非文學類暢

銷書一樣，都是邁可．桑德爾所著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館藏數量

第 2多的則是褚士瑩的《給自己的 10堂外語課：這是突破人生限制的希

望之鑰！》，館藏數第 3高則是《秘密》。2013 年非文學類暢銷書在新北

市立圖書館的館藏量前 20名詳如表 4-6。 

表 4-6  2013 年非文學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247 

2 
給自己的 10 堂外語課：這是突破人生限

制的希望之鑰！ 
褚士瑩 大田 181 

3 秘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3 

4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台大教授郭瑞祥的

人生管理學 
郭瑞祥 天下文化 115 

5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6 57健康同學會：破除關鍵 57健康迷思！ 
潘懷宗、隋安德、張

雅芳 
凱特文化 109 

7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天下雜誌 107 

8 算病：算出體質，量身訂做養身方案 樓中亮 時報文化 106 

9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

登場；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

方式的全面革新 

新爾荀伯格、庫基

耶 
天下文化 105 

10 跟著梁旅珠教出好孩子 梁旅珠 寶瓶文化 104 

11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104 

12 

為什麼法國媽媽可以優雅喝咖啡，孩子

不哭鬧？法國式教養，讓父母好輕鬆，

孩子好快樂！ 

潘蜜拉．杜克曼 平安文化 102 

13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14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秦嗣林 麥田 100 

15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肆一 三采 99 

16 我是余湘：CHAIRWOMAN 余湘 寶瓶文化 99 

17 念轉運就轉 10 黃子容 光采文化 99 

18 

驚人的「視力回復」眼球操：活到 60

歲也不會老花眼的秘密！短短 2週，視

力從 0.2升級至 1.5！（隨書贈 2 

中川和宏 采實文化 98 

19 29 張當票 2：當舖裡特有的人生風景 秦嗣林 麥田 97 

20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齊柏林空

拍 20 年的堅持與深情 
齊柏林 圓神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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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經類 

2013年金石堂財經類暢銷書有 275筆書目，其中有 231種圖書可在新

北市立圖書館找到館藏資源，其館藏比例為 84%；《FBI 不輕易曝光的機

密說話術》等 44種書籍則並未列入圖書館的館藏。在此類的 275筆暢銷

書書目中，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的平均冊數為 23.64 冊。 

2013年財經類的暢銷書中，館藏冊數最多的前 20 名詳如表 4-7。 

表 4-7  2013 年財經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2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天下雜誌 107 

3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場；

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革

新 

麥爾荀伯格、庫

基耶 
天下文化 105 

4 
Evernote 100 個做筆記的好方法：數位化重整

你的工作與人生 
電腦玩物站長 電腦人 101 

5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6 我是余湘：CHAIRWOMAN 余湘 寶瓶文化 99 

7 下班後的黃金 8 小時 
羅伯．帕格利瑞

尼 
三采 98 

8 稻盛和夫的實學：經營與會計 稻盛和夫 天下雜誌 97 

9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史迪格里茲 天下雜誌 96 

10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 行人文化 95 

11 思考的原點：大前研一的麥肯錫思考術 大前研一 商周出版 95 

12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94 

13 
綠角教你前進美國券商：Step by Step 圖解實

戰手冊 
綠角 財信 93 

14 
小資大翻身：名諭爸從 7.7萬出發到淨賺 1635

萬（附贈投資課程 DVD） 
名諭爸 玩股網 92 

15 主管不說，但你一定要懂的 50 件事 濱田秀彥 商周出版 92 

16 關鍵 18分鐘：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 彼得．布雷格曼 天下文化 89 

17 
Apple vs. Google 世紀大格鬥：一場盟友反目成

仇，無聲改變世界與生活的科技大戰 

佛萊德．福傑斯

坦 
三采 87 

18 
3000元開始的自主人生：50 位小資創業老闆

的實戰成功術 
古利博 天下文化 8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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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20 三星內幕：揭開三星第一的真相 金勇澈 大牌出版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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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輕文學類 

金石堂書店的 2013 年輕文學類的暢銷書排行榜，其書目數量共有 282

筆，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者則有 189 筆，其列為館藏比例為 67.02%，低於

同年度其他文類的暢銷書排行榜；其中《Dr.少年解夢人 05 倒映世界(完)》

等 93種書籍並未納入館藏。 

在 282種的輕文學暢銷書中，列入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的平均冊數為

8.33冊，也是同年度四種文類中館藏冊數平均值最低的暢銷書文類。館藏

數量前 20名詳如表 4-8。 

表 4-8  2013 年輕文學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兔俠 vol.1 強盜與兔子 護玄 蓋亞文化 88 

2 大陰陽師 安倍晴明：我將顛覆天命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87 

3 兔俠 vol.2 瑞比特 護玄 蓋亞文化 87 

4 承諾 案簿錄 5 護玄 蓋亞文化 87 

5 拼圖 案簿錄 4 蓋亞文化 護玄 87 

6 傾物語(全) 西尾維新 尖端輕文學 65 

7 Seven 蝴蝶 雅書堂 63 

8 人娃契(上卷) 幻．虛．真 1 御我 三日月 45 

9 地獄系列（第十一部）地獄天劫 Div 春天 36 

10 非關英雄(卷 8)終結與開端(下卷) 御我 天使出版 34 

11 
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卷七 那

人卻道，海棠依舊 
關心則亂 三采 34 

12 異願洛恩斯(01)障幕 水泉 天使出版 33 

13 少年陰陽師(參拾參) 微光潛行 皇冠文化 結城光流 31 

14 少年陰陽師(參拾壹)神威之舞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30 

15 少年陰陽師(參拾貳)夕暮之花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30 

16 少年陰陽師(參拾肆) 破暗之明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30 

17 異願洛恩斯(04)樞入 水泉 天使出版 30 

18 風動鳴(19)神臨 上部 水泉 天使出版 27 

19 風動鳴(20)神臨 中部 水泉 天使出版 27 

20 風動鳴(22)月．落輝 水泉 天使出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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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石堂書店 2014 年暢銷書排行榜比對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結果 

(一) 文學類 

2014年的金石堂書店文學類暢銷書排行榜共有 301 筆書目，新北市立

圖書館館藏者共計 283 筆，其所佔比例為 94.02%；未列入館藏的圖書則有

《Lu`s 放空生活》等 18種書籍。 

此類 301種暢銷書之中，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數量平均為 33.56冊，

其館藏數量由高至低前 20名如表 4-9 所列示。 

表 4-9  2014 年文學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5 

2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

零幻想 
簡媜 印刻 155 

3 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54 

4 偷書賊(電影書衣版) 馬格斯．朱薩克 木馬文化 138 

5 地獄 丹．布朗 時報文化 131 

6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30 

7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26 

8 古典其實並不遠：中國經典小說的 25堂課 廖玉蕙 未來出版社 122 

9 好潮的夢：快意慢活《幽夢影》 張曼娟 麥田 119 

10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17 

11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113 

12 白雪公主殺人事件 湊佳苗 皇冠文化 110 

13 浮光 吳明益 新經典文化 108 

14 用筷子吃蛋糕：一個德國女孩的上海人生 洪素珊 左岸文化 105 

15 希特勒回來了！ 帖木兒．魏穆斯 野人文化 104 

16 決戰王妃 綺拉．凱斯 圓神 104 

17 塵土記(羊毛記 2 完結篇)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104 

18 羊毛記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101 

19 決戰王妃 2：背叛之吻 綺拉．凱斯 圓神 101 

20 混血營英雄 4：冥王之府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00 

(二)非文學類 

2014年金石堂非文學類的暢銷書排行榜總計為 363 筆書目，新北市立

圖書館有館藏者為 280 筆，所佔比例為 77.13%。此一暢銷書排行榜的平均

館藏冊數為 21.36 冊，而館藏冊數前 20 名詳如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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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2014 年非文學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秘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3 

2 
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徐重仁的 22個人生

發現 
徐重仁口述 天下雜誌 130 

3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

導 
岸見一郎 究竟 126 

4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5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9 

6 宇宙覺士：顧老師的禪教室 溫曼英 天下文化 107 

7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 衛城出版 104 

8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肆一 三采 99 

9 

驚人的「視力回復」眼球操：活到 60歲也不

會老花眼的秘密！短短 2週，視力從 0.2 升級

至 1.5！ 

中川和宏 采實文化 98 

10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齊柏林空拍 20 年

的堅持與深情 
齊柏林 圓神 97 

11 
吳寶春的麵包祕笈：27 年功夫‧34道麵包食

譜大公開 
吳寶春 遠流 95 

12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智

富 
94 

13 
一週腰瘦 10 公分的神奇骨盤枕：超過 180 萬

人見證，5分鐘搞定，還可提臀豐胸 
福?銳記 方智 94 

14 學習。在一起的幸福 鄧惠文 三采 94 

15 
社企力！社會企業=翻轉世界的變革力量。用

愛創業，做好事又能獲利！ 
社企流 果力文化 93 

16 首爾就該這樣慢慢玩 2 小梨 大大創意 91 

17 
輕鬆當爸媽，孩子更健康：超人氣小兒科醫師

黃瑽寧教你安心育兒【新修版】 
黃瑽寧 時報文化 90 

18 想念，卻不想見的人 肆一 三采 89 

19 醫者，本來如此 
魏國珍(著)、吳錦

勳(採訪 
天下文化 89 

20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嚴長壽 天下文化 87 

(三)財經類 

2014年金石堂財經類的暢銷書排行榜共有 292種圖書，新北市立圖書

館有館藏者為 224 筆，所佔比例為 76.71%。該類暢銷書排行榜的平均館藏

冊數為 17.08 冊，而館藏冊數前 20 名詳如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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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2014 年財經類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徐重仁的 22個人生

發現 

徐重仁口述、洪懿

妍採訪整理 
天下雜誌 130 

2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3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天下雜誌 107 

4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場；

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革

新 

麥爾荀伯格 天下文化 105 

5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 衛城出版 104 

6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7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 行人文化 95 

8 
不服從的領導學：不聽話的員工，反而有機會

成為將才 
史蒂芬．邦吉 大是 95 

9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智

富 
95 

10 主管不說，但你一定要懂的 50 件事 濱田秀彥 商周出版 91 

11 我走過，你可以跟著走的腳步 陳婉芬 天下文化 8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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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13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你把

身邊的腦殘變幹才 
石田淳 如果 84 

14 

存好股，我穩穩賺！：沒有飆股的年頭，一六

八曲線幫你賺百萬(隨書附贈《2014 最新倉儲

股名單及選股 

溫國信 大是 81 

15 
超獨居時代的潛商機：一人化社會的消費趨勢

報告 
三浦展 天下文化 77 

16 操盤手的萬無一失投資術 張智超 商周出版 76 

17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的

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75 

18 QBQ！問題背後的問題 約翰．米勒 遠流 71 

19 
30 歲後你會站在哪裡？想出人頭地，就必須接

受的 39則殘酷忠告 
狄驤 智言館 67 

20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67 

(四)輕文學 

金石堂書店的 2014 年輕文學類的暢銷書排行榜，其書目數量共有 247

筆，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者則有 155 筆，其列為館藏比例為 62.75%。 

在此類的暢銷書榜中，列入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的平均冊數為 8.35冊，

館藏平均冊數低於其他文類的暢銷書籍，館藏數量前 20 名詳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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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2014 年輕文學暢銷書目比對館藏統計表(館藏冊數前 20 名)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1 案簿錄 5：承諾 護玄 蓋亞文化 86 

2 兔俠 vol.4 路程的起始 護玄 蓋亞文化 85 

3 兔俠 vol.5 背叛者 護玄 蓋亞文化 85 

4 案簿錄 6：渡客 護玄 蓋亞文化 85 

5 案簿錄 7：寶箱 護玄 蓋亞文化 85 

6 妖異魔學園：血腥十字架 笭菁 春天 65 

7 人娃契(下卷) 幻．虛．真 1 御我 三日月 45 

8 我老婆是 黃月英：諸葛亮的秘密日記 01 南翁 說頻文化 45 

9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12) Alicization rising 川原礫 角川書店 41 

10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13) Alicization 

dividing (含 12 ) 

川原礫 角川書店 38 

11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14)Alicization uniting 川原礫 台灣角川 38 

12 地獄系列（第十二部）地獄滅佛 Div 春天 36 

13 少年陰陽師(參拾玖)妖花之塚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32 

14 少年陰陽師(參拾陸)朝雪之約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30 

15 異願洛恩斯(06) 代償 水泉 天使出版 30 

16 異願洛恩斯(08) 跨界 水泉 天使出版 30 

17 少年陰陽師(參拾捌)蜷曲之滴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27 

18 后宮.如懿傳(五) 流瀲紫 希代 26 

19 
囚人與紙飛行機：少女難題(上) 猫口眠@囚

人 P 

台灣東販 25 

20 終疆 02：異物都城 平裝本 御我 25 

第二節  暢銷書館藏流通情形分析 

經比對金石堂書店 2012 年至 2014 年暢銷書排行榜與新北市立圖書館

館藏之數量與採購現象後。研究者接著將新北市立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與

該館的流通借閱排行榜進行比對。 

研究者收集新北市立圖書館 2012 年至 2014 年的流通借閱排行榜，每

一年度收集中文圖書分類法十大類（類號 0～9）各 200 筆借閱排行紀錄，

將之與列入館藏的暢銷書籍比對，以瞭解該暢銷書館藏是否進入借閱排行

榜之中。每一個年度各個文類的的暢銷館藏比對該年度及後續年度該文類

之借閱排行榜，如 2012 年文學類、輕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2 年的大類

類號為 8（語文類）之借閱排行榜，再比對 2013 年及 2014 年同一大類類

號的借閱排行榜；而 2013 年文學類、輕文學類暢銷館藏則比對 2013年與

2014 年大類類號為 8（語文類）的借閱排行榜，以此類推。而 2012 年非

文學類、財經類類暢銷館藏則比對 2012 年的大類類號為 0 至 7 以及 9 的

借閱排行榜，再比對 2013年及 2014年相同大類類號的借閱排行榜；而 2013

年非文學類、財經類暢銷館藏則比對 2013 年與 2014 年同一大類類號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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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排行榜，同樣以此類推比對方式。 

一、 2012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 

經研究者比對後，2012 年文學類暢銷排行榜計有 12 種圖書進入同年度借

閱排行榜 200 名內，詳如表 4-13。而 2012 年文學類暢銷排行榜則有 19 種圖書

進入 2013 年借閱排行榜 200 名內（表 4-14）、20 種圖書進入 2014 年借閱排

行榜 200 名內（如表 4-15）。 

表 4-13  2012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2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借閱冊次 

28 
不乖：比標準答案更

重要的事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62 1490 

54 罪行 
費迪南．馮．席拉

赫 
先覺 175 1170 

68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7 1082 

78 推理要在晚餐後 東川篤哉 尖端 100 1035 

90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龍應台 天下雜誌 140 970 

106 
龍紋身的女孩(電影

書封版)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12 915 

120 
戰馬喬伊(電影書衣

版) 
麥克‧莫波格 遠流 174 865 

121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20 862 

130 玩火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06 834 

146 告白 湊佳苗 時報文化 86 792 

147 直搗蜂窩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03 783 

149 漢娜的遺言 傑伊．艾夏 春天 93 779 

表 4-14  2012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3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借閱冊次 

12 推理要在晚餐後(02) 東川篤哉 尖端 100 1885 

37 
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

要的事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62 1252 

44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85 1162 

62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20 1025 

96 混血營英雄 1迷路英雄 雷克．萊爾頓 遠流 99 865 

104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79 831 

114 回程 藤井樹 商周出版 181 811 

116 罪行 
費迪南．馮．席

拉赫 
先覺 175 803 

120 以眨眼乾杯 東野圭吾 時報文化 93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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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借閱冊次 

123 最好的時光 穹風 商周出版 90 792 

124 
龍紋身的女孩(電影書封

版)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12 790 

126 放學後再推理 東川篤哉 新雨 97 787 

127 一個人的每一天 高木直子 大田 89 784 

133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龍應台 天下雜誌 140 768 

156 
謝謝你離開我：張小嫻

散文精選 
張小嫻 皇冠文化 94 716 

165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7 699 

167 
埃及守護神 2：火焰的王

座 
遠流 

雷克．萊爾

頓 
97 693 

176 告白 湊佳苗 時報文化 86 678 

184 玩火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06 663 

表 4-15  2012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借閱冊次 

15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85 1539 

43 麒麟之翼 東野圭吾 獨步 104 1038 

44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20 1015 

47 
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

要的事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62 1010 

53 末日之旅 加斯汀．柯羅寧 奇幻基地 89 980 

56 誰殺了她 東野圭吾 獨步 97 960 

75 
盜墓筆記之藏海花 2：千

年伏筆 
南派三叔 普天 93 855 

94 接接在日本 3 接接(Jae Jae) 商周出版 90 798 

96 混血營英雄 2海神之子 雷克．萊爾頓 遠流 99 791 

99 骸骨之城 
卡珊卓拉．克蕾

兒 
春天 91 782 

113 混血營英雄 1迷路英雄 雷克．萊爾頓 遠流 99 760 

116 一個人的每一天 高木直子 大田 89 755 

138 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望 幾米 大塊 87 714 

153 骸骨之城 2：星燦 
卡珊卓拉．克蕾

兒 
春天 91 688 

157 假面飯店 東野圭吾 三采 76 682 

171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79 665 

181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7 653 

188 戒不了甜 張曼娟 皇冠文化 91 634 

197 
龍紋身的女孩(電影書封

版)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112 620 

198 天使的呼喚 紀優．穆索 皇冠文化 88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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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2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 

以 2012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同年度大類類號為 8 的借閱排行榜，結

果發現有 21 種圖書進入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詳如表 4-16）；比對 2013 年之

借閱排行榜，則發現有 49 種圖書進入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表 4-17）；而該

年度暢銷館藏則有 56種圖書進入 2014年的借閱排行榜前 200名內（表 4-18），

數量逐年攀升。 

表 4-16  2012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2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251 1670 1 

4 

斷捨離：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多餘的廢

物，脫離對物品的執著，改變 30 萬人的史

上最強人生整理術！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104  721 1 

5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

森 
天下文化 114  783 7 

7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力克．胡哲 方智 99 402 2 

8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97 345 0 

18 
塑身女皇教你打造完美曲線(附贈完美曲線

操 DVD) 
鄭多蓮 方智 97 714 4 

29 林書豪旋風：Lincredible 17 時報編輯部 時報文化 104 541 7 

36 唐立淇 2012 星座運勢大解析 唐立淇 臺視文化 61 226 2 

38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500 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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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343 1 

72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

難改？每天做一點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

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70 311 1 

73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

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56  405 5 

76 洋蔥炒蛋到小英便當：蔡英文的人生滋味 蔡英文 采實文化 77 310 7 

89 孩子知道你愛他嗎 :  汪培珽 
愛孩子愛

自己, 
77  367 5 

93 
看得到的化學：你一輩子都會用到的化學元

素知識 
西奧多．葛雷 大是 77  194 3 

98 
魔球：一個勇敢面對自己，逆轉勝的真實故

事(電影書封珍藏版)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74 348 5 

101 解籤 王儷容 時報文化 92 107 2 

134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方智 
近藤麻理

惠 
94 423 4 

153 

毒物專家絕不買的黑心商品：吃的、用的東

西，90%都含毒，跟著專家減毒過生活，健

康自然 

吳家誠 時報文化 76 399 4 

175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87 382 4 

197 愛上自己的不完美 張德芬 方智 100 1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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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2012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3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247 1117 1 

1 
德國媽媽這樣教自律：教出堅強、獨立、寬

容、節約好孩子 
趙麗榮 野人文化 128 780 5 

2 

斷捨離：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多餘的廢

物，脫離對物品的執著，改變 30 萬人的史

上最強人生整理術！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104 780 1 

4 The secret 祕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3 735 1 

9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力克．胡哲 方智 99 358 2 

9 我的台灣想像 嚴長壽 天下文化 84 317 0 

13 解籤 王儷容 時報文化 92 321 2 

14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97 265 0 

15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

森 
天下文化 114 617 7 

15 孩子知道 你愛他嗎 汪培珽 
愛孩子愛

自己 
77 516 5 

18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方智 
近藤麻理

惠 
94 665 4 

18 愛上自己的不完美 張德芬 方智 100 491 1 

22 The Power 力量 朗達．拜恩 方智 101 466 1 

23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秦嗣林 麥田 100 444 1 

26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87 615 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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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426 1 

29 
塑身女皇教你打造完美曲線(附贈完美曲線

操 DVD) 
鄭多蓮 方智 97 607 4 

29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465 5 

34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380 1 

36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

要的一堂課 

克雷頓．克里

斯汀生 
天下文化 79 374 1 

43 吃當季盛產，最好！ 
李內村（李泰

康） 
時報文化 97 576 4 

51 

7 天瘦肚子的神奇蔬果汁：每天賣力運動，

不如早餐喝果汁，3 天一定瘦！90道「高酵

特調」果汁食譜大公開 

藤井香江 采實文化 76 554 4 

63 

毒物專家絕不買的黑心商品：吃的、用的東

西，90%都含毒，跟著專家減毒過生活，健

康自然 

吳家誠 時報文化 76 532 4 

64 教育創造未來 洪蘭 天下文化 64 361 5 

72 抱願，不抱怨 釋果東 有鹿文化 73 131 2 

73 
輕鬆駕馭意志力：史丹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心

理素質課 

凱莉．麥高尼

格 
先覺 102 279 1 

74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

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56 350 5 

76 請你這樣跟我過：把孩子養大不容易 超視請你跟我 人類智庫 99 5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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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這樣過節目部 

77 
魔球：一個勇敢面對自己，逆轉勝的真實故

事(電影書封珍藏版)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74 337 5 

81 
猶太媽媽這樣教思考：教出守信用、能分

享、會理財的好孩子 
孫玉梅 野人文化 103 328 5 

81 超譯尼采 尼采(原著) 商周出版 105 274 1 

85 
布可思議的色彩空間：丁薇芬不動大工時尚

布料輕裝修 
丁薇芬 

台灣凌速

姊 
89 489 4 

85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

難改？每天做一點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

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70 269 1 

87 
40 歲，好日子才開始：享受人生下半場，50

件該做的事 
大塚壽 如何 83 488 4 

93 荷歐波諾波諾的幸福奇蹟 
伊賀列阿卡

拉．修．藍 
方智 87 262 1 

95 療癒瑜伽解剖書(附 82 分鐘教學 DVD) Judy 天下雜誌 89 479 4 

96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104 259 1 

103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葛瑞琴‧魯賓 早安財經 97 253 1 

108 
看得到的化學：你一輩子都會用到的化學元

素知識 
西奧多．葛雷 大是 77 172 3 

112 食在有健康 潘懷宗 庫立馬 116 452 4 

115 誤診誤醫 許達夫 時報文化 96 447 4 

145 2012大蕭條 
哈利‧鄧特二

世 
商周出版 85 252 5 

164 

俯瞰力：【斷捨離】心靈實踐篇！建立更深

刻的洞察、更高遠的觀點、更寬廣的視野，

成為具備決斷力與行動力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78 189 1 

172 林書豪旋風：Lincredible 17 時報編輯部 時報文化 104 220 7 

173 洋蔥炒蛋到小英便當：蔡英文的人生滋味 蔡英文 采實文化 77 218 7 

175 回家：賴佩霞二十年修行告白 賴佩霞 早安財經 61 180 1 

181 小心！頸椎病就在你身邊！ 
孫苓獻、賴鎮

源 
活泉書坊 135 372 4 

186 
安靜，就是力量：內向者如何發揮積極的力

量！ 
蘇珊．坎恩 遠流 79 171 1 

192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全球瘋行

的習慣改造指南 

查爾斯．杜希

格 
大塊 69 16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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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2012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247 946 1 

1 
猶太媽媽這樣教思考：教出守信用、能分

享、會理財的好孩子 
孫玉梅 野人文化 103 706 5 

2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829 1 

3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秦嗣林 麥田 100 773 1 

4 The secret 祕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3 723 1 

5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力克．胡哲 方智 99 319 2 

6 
德國媽媽這樣教自律：教出堅強、獨立、寬

容、節約好孩子 
趙麗榮 野人文化 128 618 5 

8 

斷捨離：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多餘的廢

物，脫離對物品的執著，改變 30 萬人的史

上最強人生整理術！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104 615 1 

10 彎彎不歪腰玩樂筆記 彎彎 角川書店 93 633 7 

17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葛瑞琴‧魯賓 早安財經 97 508 1 

18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方智 
近藤麻理

惠 
94 634 4 

18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104 498 1 

21 我的台灣想像 嚴長壽 天下文化 84 211 0 

24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

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74 470 5 

24 解籤 王儷容 時報文化 92 182 2 

27 股市大贏家Ⅱ 陳進郎 今周刊 67 455 5 

27 抱願，不抱怨 釋果東 有鹿文化 73 175 2 

29 
奈大嬸變 XS 小姐!!：大食女 49 天甩肉排毒

奇蹟變身全搞定 
貴婦奈奈 趨勢文化 88 585 4 

30 
輕鬆駕馭意志力：史丹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心

理素質課 

凱莉．麥高尼

格 
先覺 102 436 1 

31 操盤手的萬無一失投資術 張智超 商周出版 76 447 5 

32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97 163 0 

33 超譯尼采 尼采(原著) 商周出版 105 428 1 

35 
21K 進場，1年賺進 100萬：當沖一哥金湯

尼的小台指投資術 
金湯尼 高寶 76 427 5 

37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424 5 

38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

要的一堂課 

克雷頓．克里

斯汀生 
天下文化 79 404 1 

39 王者之爭：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的世紀對決 謝哲青 圓神 65 288 9 

41 
流通教父徐重仁青春筆記：一生感動一生青

春 

徐重仁、莊素

玉 
天下雜誌 86 490 7 

41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全球瘋行

的習慣改造指南 

查爾斯．杜希

格 
大塊 69 398 1 

42 The Power 力量 朗達．拜恩 方智 101 397 1 

43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87 5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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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44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

森 
天下文化 114 481 7 

47 孩子知道 你愛他嗎 汪培珽 
愛孩子愛

自己 
77 393 5 

48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年收入 200倍法

則！改變 25 萬人的錢包增值術！ 
龜田潤一郎 平安文化 61 390 5 

48 愛上自己的不完美 張德芬 方智 100 378 1 

53 
Dr.南雲 7 日瘦身術：年輕了 20 歲，瘦了 15

公斤 
南雲吉則 天下雜誌 80 510 4 

57 
幽默，讓你更亮眼：用笑聲趕走壓力，用幽

默取代憤怒 
戴晨志 核心文化 86 360 1 

61 回家：賴佩霞二十年修行告白 賴佩霞 早安財經 61 350 1 

66 擇食：吃到自然瘦，邱錦伶明星級的養生法 邱錦伶 推守文化 71 489 4 

67 
安靜，就是力量：內向者如何發揮積極的力

量！ 
蘇珊．坎恩 遠流 79 337 1 

71 
愛情覺醒地圖：讓你受苦的是你對愛情的錯

誤信念 
李欣頻 平安文化 86 347 5 

75 

俯瞰力：【斷捨離】心靈實踐篇！建立更深

刻的洞察、更高遠的觀點、更寬廣的視野，

成為具備決斷力與行動力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78 317 1 

91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

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56 325 5 

96 
大資金潮：大前研一預言新興國家牽動的經

濟新規則 
大前研一 

經濟日報

社 
86 316 5 

97 
塑身女皇美胸、美腹、美臀 Dance (附 75分

鐘 DVD ) 
鄭多蓮 方智 93 448 4 

98 

7 天瘦肚子的神奇蔬果汁：每天賣力運動，

不如早餐喝果汁，3 天一定瘦！90道「高酵

特調」果汁食譜大公開 

藤井香江 采實文化 76 446 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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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268 1 

102 食在有健康 潘懷宗 庫立馬 116 445 4 

109 
瘦孕：孕期只重 8公斤，產後 3周速瘦，不

害喜不水腫的好孕飲食法 
邱錦伶 推守文化 78 432 4 

136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彭明輝談困境與

抉擇 
彭明輝 聯經 59 220 1 

139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你

把身邊的腦殘變幹才 
石田淳 如果 84 397 4 

139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

難改？每天做一點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

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70 218 1 

156 
40 歲，好日子才開始：享受人生下半場，50

件該做的事 
大塚壽 如何 83 384 4 

158 荷歐波諾波諾的幸福奇蹟 
伊賀列阿卡

拉．修．藍 
方智 87 207 1 

165 
塑身女皇教你打造完美曲線(附贈完美曲線

操 DVD) 
鄭多蓮 方智 97 378 4 

177 療癒瑜伽解剖書(附 82 分鐘教學 DVD) Judy 天下雜誌 89 363 4 

187 教育創造未來 洪蘭 天下文化 64 224 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7  

三、 2012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 

2012年財經類暢銷書館藏有 15種圖書進入同年度借閱排行榜 200名內（詳

如表 4-19），有 19 種圖書進入 2013 年借閱排行榜 200 名內（表 4-20），在而

2014 年的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中，則有 33 種暢銷書館藏（表 4-21）。 

表 4-19  2012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2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4 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奧野宣之 大田 99 501 0 

5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

森 
天下文化 114 783 7 

7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94 774 5 

8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97 345 0 

31 攤開地圖，掌握全球最熱議題 造事務所 聯經 76 173 0 

38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500 5 

42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

課 
Sway 推守文化 67 489 5 

48 FBI 教你讀心術：看穿肢體動作的真實訊息 喬．納瓦羅 大是 83 379 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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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343 1 

65 
黑心投資客炒房告白：搞懂中古屋坑錢陷阱

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57 432 5 

72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

難改？每天做一點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

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70 311 1 

73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

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56 405 5 

98 
魔球：一個勇敢面對自己，逆轉勝的真實故

事(電影書封珍藏版)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74 348 5 

122 玩美法藍瓷 陳立恆 圓神 94 239 7 

180 謝國忠的下一個全球經濟預言 謝國忠 高寶 65 245 5 

表 4-20  2012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3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2 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奧野宣之 大田 99 596 0 

14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97 265 0 

15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

森 
天下文化 114 617 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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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426 1 

28 FBI 教你讀心術：看穿肢體動作的真實訊息 喬．納瓦羅 大是 83 419 1 

29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465 5 

33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 Sway 推守文化 67 45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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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課 

34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380 1 

36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

要的一堂課 

克雷頓．克里

斯汀生 
天下文化 79 374 1 

74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

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56 350 5 

75 
每星期四，都是翻身的機會：連傻瓜也能年

收千萬的成功絕招 
伊藤喜之 先覺 86 278 1 

76 
黑心投資客炒房告白：搞懂中古屋坑錢陷阱

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57 341 5 

77 
魔球：一個勇敢面對自己，逆轉勝的真實故

事(電影書封珍藏版)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74 337 5 

78 攤開地圖，掌握全球最熱議題 造事務所 聯經 76 78 0 

85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

難改？每天做一點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

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70 269 1 

87 
40 歲，好日子才開始：享受人生下半場，50

件該做的事 
大塚壽 如何 83 488 4 

92 大債時代：第一本看懂全球債務危機的書 
約翰．蘭徹斯

特 
早安財經 98 307 5 

108 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新第三世界之旅 麥克．路易士 財信 144 289 5 

133 IKEA的真相 
約拿．史丹納

柏 
早安財經 84 422 4 

 

表 4-21  2012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2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94 696 5 

2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829 1 

5 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奧野宣之 大田 99 425 0 

24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

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74 470 5 

27 股市大贏家Ⅱ 陳進郎 今周刊 67 455 5 

31 操盤手的萬無一失投資術 張智超 商周出版 76 447 5 

32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97 163 0 

33 股市憲哥教你說對話有人緣又賺大錢 賴憲政 SMART 2 431 5 

35 
21K 進場，1年賺進 100萬：當沖一哥金湯

尼的小台指投資術 
金湯尼 高寶 76 427 5 

37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0 424 5 

38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

要的一堂課 

克雷頓．克里

斯汀生 
天下文化 79 404 1 

41 
流通教父徐重仁青春筆記：一生感動一生青

春 

徐重仁、莊素

玉 
天下雜誌 86 490 7 

44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 天下文化 114 48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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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森 

48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年收入 200倍法

則！改變 25 萬人的錢包增值術！ 
龜田潤一郎 平安文化 61 390 5 

50 
45 歲前做對九件事，存摺多 1000萬：無痛

儲金術，教你輕鬆存到錢 
謝富旭 如何 66 389 5 

51 
不看盤，獲利更簡單：邁向財富自由的 30

顆阿斯匹靈 
阿斯匹靈 法意 64 387 5 

54 FBI 教你讀心術：看穿肢體動作的真實訊息 喬．納瓦羅 大是 83 364 1 

74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

課 
Sway 推守文化 67 343 5 

78 
30 年來最好投資機會：在金融風暴中危機入

市 

大衛．魏德

默、羅伯 
時報文化 89 338 5 

81 攤開地圖，掌握全球最熱議題 造事務所 聯經 76 75 0 

84 大難時代 
瑪格麗特．赫

弗南 
漫遊者 95 332 5 

91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

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56 325 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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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268 1 

117 
我用死薪水輕鬆理財賺千萬：16 歲就能懂、

26 歲就置產的投資祕訣 
安德魯．哈藍 大是 47 288 5 

121 
黑心投資客炒房告白：搞懂中古屋坑錢陷阱

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57 283 5 

122 量價關係操作要訣 黃韋中 寰宇 52 283 5 

139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你

把身邊的腦殘變幹才 
石田淳 如果 84 397 4 

139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

難改？每天做一點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

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70 218 1 

142 
跟著貨幣去旅行：首席外匯策略師教你輕鬆

玩、聰明賺 
陳有忠 葉子 60 262 5 

156 
40 歲，好日子才開始：享受人生下半場，50

件該做的事 
大塚壽 如何 83 384 4 

164 
財經記者也搞不懂的股市密碼：大師教你解

讀新聞賺大錢 
張真卿 財經傳訊 48 244 5 

167 記得你 22歲的眼神 鍾子偉 商業周刊 52 195 1 

183 華頓商學院的高效談判學 理查．謝爾 經濟新潮 56 179 1 

四、 2012 年輕文學暢銷館藏 

2012 年輕文學暢銷書館藏並無任一種圖書進入 2012、2013 或 2014 年度語

文類（中文圖書分類法大類類號 8）的借閱排行榜 200 名內。 

由於新北市立圖書館部分套書採套編方式，如 2012 年語文類借閱排行榜

第一名的《噩盡島》（著者：莫仁）採套編方式，而系統內僅有一筆書目，並

無法判斷某一特定冊次之借閱情況，因此採套編方式之套書館藏皆不列入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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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對象。 

五、 2013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 

2013 年文學類暢銷書館藏有 7 種圖書進入 2013 年語文類借閱排行榜 200

名內（詳如表 4-22），而有 18 種進入 2014 年語文類的借閱排行榜（表 4-23）。 

表 4-22  2013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3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借閱冊次 

44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85 1162 

62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17 1025 

98 飢餓遊戲 蘇珊．柯林斯 大塊 104 859 

104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30 831 

156 
謝謝你離開我：張小

嫻散文精選 
張小嫻 皇冠文化 95 716 

165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5 699 

179 冰菓(動畫書衣版) 米澤穗信 獨步 95 672 

表 4-23  2013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借閱冊次 

15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85 1539 

44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17 1015 

72 
盜墓筆記之沙海 (1)

荒沙詭影 
南派三叔 普天 96 864 

79 假面山莊殺人事件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84 836 

80 劫持白銀 東野圭吾 三采 89 836 

82 飢餓遊戲 蘇珊．柯林斯 大塊 104 823 

98 偷書賊(電影書衣版) 馬格斯．朱薩克 木馬文化 138 785 

102 羊毛記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102 776 

112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

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00 762 

138 
如果我可以許一個

願望 
幾米 大塊 85 714 

139 臨時空缺 J.K.羅琳 皇冠文化 98 711 

140 此地不宜久留 李查德 皇冠文化 93 708 

145 

誰 在 銀 閃 閃 的 地

方，等你：老年書寫

與凋零幻想 

簡媜 印刻 155 697 

160 行李箱男孩 琳恩．卡波布 馬可孛羅 96 680 

171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30 665 

180 
戰爭遊戲(電影書封

版) 

歐森．史考特．

卡德 
天下雜誌 89 653 

181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5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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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借閱冊次 

191 
好笑華娟撞見維也

納咖啡 
鄭華娟 圓神 87 630 

六、 2013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 

2013 年非文學類的暢銷書館藏有 16 種進入同年度的語文類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內（表 4-24），有 47 種圖書進入 2014 年的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內（表

4-25）。 

表 4-24  2013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3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247 1117 1 

4 The secret 祕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3 735 1 

23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秦嗣林 麥田 100 444 1 

26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86 615 4 

29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

克 

大塊 
100 465 5 

29 塑身女皇教你打造完美曲線(附贈完美曲線

操 DVD) 

鄭多蓮 方智 
97 607 4 

34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380 1 

41 黑夜裡的送行者：從艋舺大哥到禮儀師 冬

瓜大哥談生也談死 

冬瓜 (郭東

修) 

三采 
97 465 7 

42 29 張當票 2：當舖裡特有的人生風景 秦嗣林 麥田 97 355 1 

62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

管理學 

郭瑞祥 天下文化 
115 293 1 

95 寂寞，於是你的人生有更多可能：我喜歡有

個人，但我更喜歡一個人 

瑪麗拉．薩托

里歐斯 

大是 
96 261 1 

96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104 259 1 

103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葛瑞琴．魯賓 早安財經 97 253 1 

104 算病：算出體質，量身訂做養身方案 樓中亮 時報文化 106 465 4 

146 超譯尼采 II 尼采 商周出版 97 203 1 

149 我是余湘：CHAIRWOMAN 余湘 寶瓶文化 99 253 7 

 

表 4-25  2013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247 946 1 

2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829 1 

3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秦嗣林 麥田 100 77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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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4 The secret 祕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3 723 1 

5 29 張當票 2：當舖裡特有的人生風景 秦嗣林 麥田 97 718 1 

5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

場；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

全面革新 

新爾荀伯格、

庫基耶 
天下文化 105 620 5 

7 
小資大翻身：名諭爸從 7.7萬出發到淨賺

1635萬（附贈投資課程 DVD） 
名諭爸 玩股網 92 607 5 

7 媽咪，好吃耶！張鳳書的幸福親子好食光 張鳳書 尖端 90 728 4 

8 跟著梁旅珠教出好孩子 梁旅珠 寶瓶文化 104 605 5 

10 

驚人的「視力回復」眼球操：活到 60歲也

不會老花眼的秘密！短短 2週，視力從 0.2

升級至 1.5！（隨書贈 2 

中川和宏 采實文化 98 707 4 

11 

為什麼法國媽媽可以優雅喝咖啡，孩子不哭

鬧？法國式教養，讓父母好輕鬆，孩子好快

樂！ 

潘蜜拉．杜克

曼 
平安文化 102 552 5 

17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葛瑞琴．魯賓 早安財經 97 508 1 

18 
綠角教你前進美國券商：Step by Step 圖解

實戰手冊 
綠角 財信 93 509 5 

18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104 498 1 

20 
我靠基金撈錢：賤芭樂最完整的投資指南

（附贈範例 CD-ROM） 

王仲麟（賤芭

樂） 

經濟日報

社 
85 502 5 

22 
可不可以吃不胖：打造易瘦體質的減肥魔法

書 
艾莉絲 iFit 愛 90 611 4 

24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

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75 470 5 

25 
不可以交男朋友的 100 個理由：汪培珽手記

四 
汪培珽 

愛孩子愛

自 
82 465 5 

26 
寂寞，於是你的人生有更多可能：我喜歡有

個人，但我更喜歡一個人 

瑪麗拉．薩托

里歐斯 
大是 96 458 1 

27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

管理學 
郭瑞祥 天下文化 115 455 1 

30 風水！有關係：五運大開，邁向人生順利組 緯來電視網 推守文化 31 165 2 

37 
一週腰瘦 10 公分的神奇骨盤枕：超過 180 

萬人見證，5 分鐘搞定，還可提臀豐胸 
福??記 方智 95 558 4 

37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

克 
大塊 100 424 5 

40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2：實踐篇．解惑

篇 
近藤麻理惠 方智 71 540 4 

41 
誰把台灣經濟搞砸了？解開薪資成長停滯

之謎 
王伯達 天下文化 86 405 5 

43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86 532 4 

45 第 3選擇：解決人生所有難題的關鍵思維 史蒂芬．柯維 天下文化 61 384 1 

64 變好：逆轉人生，只要做對這 5件事 

凱利．派特

森、喬瑟夫．

葛瑞尼等 

平安文化 84 340 1 

65 媽媽，我還不想去天堂 俞嫺 捷徑文化 4 340 1 

66 超譯尼采 II 尼采 商周出版 97 3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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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67 醫生，不醫死：急診室的 20 個凝視與思考 傅志遠 時報文化 88 488 4 

71 
愛情覺醒地圖：讓你受苦的是你對愛情的錯

誤信念 
李欣頻 平安文化 86 347 5 

74 關鍵 18分鐘：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 
彼得．布雷格

曼 
天下文化 89 479 4 

76 告別之前：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 

蘇珊．史賓賽

溫德、布雷．

威特 

天下文化 90 368 7 

78 行為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行為偏誤 
魯爾夫．杜伯

里 
商周出版 72 307 1 

81 
3000元開始的自主人生：50 位小資創業老

闆的實戰成功術 
古利博 天下文化 88 466 4 

84 

快給我紙膠帶：Boom！Idea 創意噴發，紙

膠帶控出列！讓人忍不住動手作的 Funtape

應用 101xN 

知音文創 雅書堂 27 204 9 

92 57 健康同學會：破除關鍵 57 健康迷思！ 
潘懷宗、隋安

德、張雅芳 
凱特文化 109 450 4 

97 塑身女皇美胸、美腹、美臀 Dance 
鄭多蓮(鄭多

燕) 
方智 93 448 4 

98 
理尚往來：新未來公民的品德素養－講理就

好 10 
洪蘭 遠流 18 62 0 

109 
瘦孕：孕期只重 8公斤，產後 3周速瘦，不

害喜不水腫的好孕飲食法 
邱錦伶 推守文化 78 432 4 

114 

這樣裝潢省大錢-姥姥的省百萬裝修聖經：設

計師和工班的壓箱秘技！高 CP 值工法、建

材、格局完美提案 

姥姥 推守文化 56 428 4 

128 

韓國化妝女王 Pony`s 閃耀明星妝：揭露 41

種韓流女星、歐美名模、經典神的彩典女神

的彩妝聖經!(附 DVD) 

朴惠敃 三采 82 411 4 

140 

不讓你多胖 1公分！10 秒有感的瘦肚減肥

操：一條毛巾 7天腰圍小 3吋，10天體重少

3 公斤！（附 60 分 

呂紹達 蘋果屋 64 396 4 

147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 天下文化 55 211 1 

165 
塑身女皇教你打造完美曲線(附贈完美曲線

操 DVD) 
鄭多蓮 方智 97 378 4 

178 從心開始：每天清除心靈癌細胞 陳月卿 時報文化 64 185 1 

七、 2013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 

 2013 年財經類的暢銷書館藏有 9 種進入同年度的熱門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內（表 4-26），有 28 種圖書進入 2014 年的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內（表 4-27）。 

 

表 4-26  2013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3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6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94 6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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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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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426 1 

29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

艾克 
大塊 100 465 5 

33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67 453 5 

34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380 1 

36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

重要的一堂課 

克雷頓．克

里斯汀生 
天下文化 79 374 1 

74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

票、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57 350 5 

149 我是余湘：CHAIRWOMAN 余湘 寶瓶文化 99 253 7 

171 下班後的黃金 8小時 
羅伯．帕格

利瑞尼 
三采 98 382 4 

表 4-27  2013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2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94 696 5 

2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829 1 

5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

場；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

全面革新 

麥爾荀伯格、

庫基耶 
天下文化 105 620 5 

7 
小資大翻身：名諭爸從 7.7萬出發到淨賺

1635萬（附贈投資課程 DVD） 
名諭爸 玩股網 92 607 5 

18 
綠角教你前進美國券商：Step by Step 圖解

實戰手冊 
綠角 財信 93 509 5 

19 思考的原點：大前研一的麥肯錫思考術 大前研一 商周出版 95 623 4 

20 
我靠基金撈錢：賤芭樂最完整的投資指南

（附贈範例 CD-ROM） 

王仲麟（賤芭

樂） 

經濟日報

社 
85 502 5 

24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

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75 470 5 

27 股市大贏家Ⅱ 陳進郎 今周刊 67 455 5 

33 股市憲哥教你存好股，小錢變大錢 賴憲政 渱海 65 431 5 

33 
雲端時代的殺手級應用：Big Data 海量資料

分析 
胡世忠 天下雜誌 53 284 3 

37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

克 
大塊 100 424 5 

38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

要的一堂課 

克雷頓．克里

斯汀生 
天下文化 79 404 1 

45 第 3選擇：解決人生所有難題的關鍵思維 史蒂芬．柯維 天下文化 61 384 1 

48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年收入 200倍法

則！改變 25 萬人的錢包增值術！ 
龜田潤一郎 平安文化 61 390 5 

49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史迪格里茲 天下雜誌 96 390 5 

65 主管不說，但你一定要懂的 50 件事 濱田秀彥 商周出版 92 49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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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74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

課 
Sway 推守文化 67 343 5 

74 關鍵 18分鐘：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 
彼得．布雷格

曼 
天下文化 89 479 4 

81 
3000元開始的自主人生：50 位小資創業老

闆的實戰成功術 
古利博 天下文化 86 466 4 

91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

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57 325 5 

101 
良心房仲的告白：李同榮的房產趨勢關鍵報

告 
李同榮 

經濟日報

社 
60 307 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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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268 1 

113 
Evernote 100 個做筆記的好方法：數位化重

整你的工作與人生 
電腦玩物站長 電腦人 101 165 3 

117 
我用死薪水輕鬆理財賺千萬：16 歲就能懂、

26 歲就置產的投資祕訣 
安德魯．哈藍 大是 46 288 5 

139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你

把身邊的腦殘變幹才 
石田淳 如果 82 397 4 

147 便利貼時間管理 末永卓 三采 63 393 4 

191 上班 8小時，練習只做重要的事 蘿拉．史塔克 三采 68 353 4 

八、 2013 年輕文學暢銷館藏 

2013 年輕文學暢銷書館藏與 2012 年的情形一樣，並無任一種圖書進入同

年度或其後年度（2014 年）度語文類的借閱排行榜 200 名內。 

九、 2014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 

2014 年文學類的暢銷書館藏有 8 種書籍進入同年度的熱門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內（詳如表 4-28）。 

表 4-28  2014 年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冊數 借閱冊次 

44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17 44 

98 偷書賊(電影書衣版) 馬格斯．朱薩克 木馬文化 138 98 

102 羊毛記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101 102 

112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

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99 112 

117 
塵土記(羊毛記 2 完

結篇)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104 117 

145 

誰在銀閃閃的地

方，等你：老年書寫

與凋零幻想 

簡媜 印刻 155 145 

171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26 171 

181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5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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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014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 

2014 年非文學類的暢銷書館藏有 11 種進入同年度的熱門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內詳如表 4-29。 

 

表 4-29  2014 年非文學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2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智

富 
94 696 5 

2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829 1 

4 The secret 祕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3 723 1 

10 

驚人的「視力回復」眼球操：活到 60歲也

不會老花眼的秘密！短短 2週，視力從 0.2

升級至 1.5！（隨書贈 2 

中川和宏 采實文化 98 707 4 

15 
原味：Carol100 道無添加純天然手感麵包＋

30 款麵包與果醬美味配方提案 
胡涓涓(Carol) 幸福文化 85 657 4 

37 
一週腰瘦 10 公分的神奇骨盤枕：超過 180

萬人見證，5 分鐘搞定，還可提臀豐胸 
福辻銳記 方智 94 558 4 

37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

克 
大塊 109 424 5 

43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87 532 4 

55 
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來：巧妙破冰、打進團

體核心，想認識誰就認識誰 
萊拉．朗德絲 李茲文化 67 364 1 

74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

課 
Sway 推守文化 67 343 5 

107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嚴長壽 天下文化 87 57 0 

十一、 2014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 

2014 年財經類的暢銷書館藏有 11 種進入同年度的熱門借閱排行榜前 200

名內詳如表 4-30。 

表 4-30  2014 年財經類暢銷館藏比對 2014 年借閱排行榜結果 

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2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智富 95 696 5 

2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829 1 

5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

登場；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

式的全面革新 

麥爾荀伯格 天下文化 105 620 5 

24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

你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75 470 5 

31 操盤手的萬無一失投資術 張智超 商周出版 76 44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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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排名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館藏

冊數 

借閱

冊次 

圖書

大類 

37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

艾克 
大塊 100 424 5 

48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年收入 200 倍

法則！改變 25萬人的錢包增值術！ 
龜田潤一郎 平安文化 61 390 5 

65 主管不說，但你一定要懂的 50 件事 濱田秀彥 商周出版 91 490 4 

74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

課 
Sway 推守文化 67 343 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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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86 268 1 

139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

你把身邊的腦殘變幹才 
石田淳 如果 84 397 4 

十二、 2014 年輕文學暢銷館藏 

與前兩個年度的暢銷書館藏相同，2014 年輕文學暢銷書館藏，並沒有任一

種圖書進入同年度語文類的借閱排行榜 200 名內。 

第三節  綜合討論 

一、 大部分暢銷書列入館藏，比重為 82.42％ 

金石堂書店 2012 年至 2014 年總計有 3,157 種暢銷書，其中列入新北

市立圖書館館藏者則有 2,602 種，比重為 82.42％，詳如表 4-31。 

表 4-31  2012 年-2014 年暢銷書之館藏現況統計表 

年度 類別 暢銷書種數 暢銷書館藏種數與比重 館藏冊數平均 

2012 

文學類 213 212 (99.53%) 60.40 

非文學類 222 183 (82.43%) 45.33 

財經類 187 160 (85.56%) 35.04 

輕文學類 152 124 (81.58%) 10.41 

小計 774 679 (87.73%)  

2013 

文學類 294 281 (95.58%) 43.36 

非文學類 329 280 (85.11%) 31.53 

財經類 275 231 (84.00%) 23.64 

輕文學類 282 189 (67.02%) 8.33 

小計 1,180 981 (83.07%)  

2014 

文學類 301 283 (94.02%) 33.56 

非文學類 363 280 (77.13%) 21.36 

財經類 292 224 (76.71%) 17.08 

輕文學類 247 155 (62.75%) 8.35 

小計 1,203 942 (78.30%)  

總計 3,157 2,602 (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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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暢銷館藏與借閱排行榜書目相符者逐年增加 

經比對分析 2012 年至 2014 年的新北市立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與年度

借閱排行榜，發現四個文類的暢銷書館藏能進入借閱排行榜前 200名的圖

書種數是逐年增加的，詳如表 4-32。 

表 4-32  2012 年-2014 年暢銷書館藏與借閱排行榜相符圖書種數統計表 

年度 類別 2012借閱榜 2013借閱榜 2014借閱榜 小計 

2012 文學類 12  19  20  51  

2013 文學類 - 7  18  25  

2014 文學類 - - 8  8  

2012 非文學類 21  49  56  126  

2013 非文學類 - 16  47  63  

2014 非文學類 - - 11  11  

2012 財經類 15  19  33  67  

2013 財經類 - 9  28  37  

2014 財經類 - - 11  11  

2012 輕文學類 0  0  0  0  

2013 輕文學類 - 0  0  0  

2014 輕文學類 - - 0  0  

小計 48 119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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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使用暢銷書與滿意度調查分析 

本章主旨在於探討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使用暢銷書與滿意度，依據文獻

探討與暢銷書目文類等指標，設計半結構式問卷進行調查。問卷的訪問對象

為新北市立圖書館之讀者，期使本研究瞭解讀者對於暢銷書之意見看法，以及

對圖書館館藏暢銷書服務之滿意情形。 

本章架構分為四節，首節呈現基本資料，第二節旨在瞭解讀者對暢銷書及

暢銷書館藏服務的重要性與滿意度意見；第三節則探討不同類別讀者對暢銷書

意見與滿意度差異分析；第四節則為本章之綜合討論。 

本問卷調查為暢銷書意見與圖書館館藏服務與滿意度調查，由於研究人力

與時間之限制，無法進行普查。研究者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針對進出圖書館

之讀者進行調查，並將回收之有效問卷編碼匯入電腦，以 IBM SPSS 20

版統計軟體進行數據分析。 

第一節 基本資料 

本研究以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及三重分館讀者為調查對象，由研究者於

2016年 11月 16日至 12月 8日於圖書館出入口發放調查問卷，並當場回收。

共計發放問卷 316 份，回收有效問卷 305 份（總館 164 份、三重分館 141

份），回收率為 96.52%。經研究者統整並分析問卷調查結果，本節將描述

回收樣本之基本資料。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首先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為居多，人數為 194人（63.6%），男性人數

則為 111 人（36.4%），詳如表 5-1。 

表 5-1  問卷填答者性別分析表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111 36.4% 

女性 194 63.6% 

總和 305 100.0% 

在年齡層方面， 20 歲以下的有 86 人（28.2%），21-30 歲人數為 47

人（15.4%），31-40歲人數為 100人（32.8%），41-50歲人數為 54人（17.7%），

51歲以上人數為 18 人（5.9%），詳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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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問卷填答者年齡層分析表 

年齡層 人數 百分比 

20歲以下 86 28.2% 

21-30歲 47 15.4% 

31-40歲 100 32.8% 

41-50歲 54 17.7% 

 51歲以上 18 5.9% 

總和 305 100.0% 

受訪者職業為公教的人數為40人（13.1%），工商的人數為81人（26.6%），

農林牧有3人（1.0%），自由業人數為23人（7.5%），學生最多，有94人

（30.8%），家管13人（4.3%），其他51人（16.7%）。然而並無職業為軍

警人員之受訪者，詳如表5-3。 

表 5-3  問卷填答者職業分析表 

職業 人數 百分比 

公教 40 13.1% 

工商 81 26.6% 

農林牧 3 1.0% 

自由業 23 7.5% 

學生 94 30.8% 

家管 13 4.3% 

其他 51 16.7% 

總和 305 100.0% 

受訪者教育程度為國小的有2人（0.7%），國（初）中的有12人（3.9%），

高中（職）的受訪者人數為74人（24.3%），大專的有169人（55.4%），

而教育程度為碩士的有44人（14.4%），博士有4人（1.3%），詳如表5-4。 

表 5-4  問卷填答者教育程度分析表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國小 2 0.7% 

國（初）中 12 3.9% 

高中（職） 74 24.3% 

大專 169 55.4% 

碩士 44 14.4% 

博士 4 1.3% 

總和 3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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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對象的圖書館與暢銷書使用行為 

受訪者最近一個月實際到圖書館的使用頻率方面，使用圖書館 5次以

內之人數為 195 人（63.9%），6至 10次的有 60 人（19.7%），使用圖書

館11至20次的人數為21人（6.9%），使用圖書館21次以上的有3人（1.0%），

而未利用的人數為 26人（8.5%），詳如表 5-5。 

表 5-5  受訪者最近一個月實際到圖書館使用頻率分析表 

使用頻率 人數 百分比 

5次以內 195 63.9% 

6-10次 60 19.7% 

11-20次 21 6.9% 

21次以上 3 1.0% 

未利用 26 8.5% 

總和 305 100.0% 

在最近三個月借閱的圖書冊數方面，回答借閱圖書冊數 5 冊以內的人

數為 143 人（46.9%），借閱圖書冊數 6 冊至 10冊的人數為 60人（19.7%），

借閱圖書冊數 11冊至 20冊的人數為 38 人（12.5%），借閱 21冊以上的

人有 7人（2.3%），未借閱圖書的人數為 57人（18.7%），詳如表 5-6。 

易言之，有 81.3%的受訪者在最近三個月內曾經借閱書籍（至少 5冊

以上），而有 18.7%的受訪者則表示最近三個月內並無借閱圖書的情形。 

表 5-6  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借閱的圖書冊數分析表 

借閱冊數 人數 百分比 

5冊以內 143 46.9% 

6-10冊 60 19.7% 

11-20冊 38 12.5% 

21冊以上 7 2.3% 

未借閱 57 18.7% 

總和 305 100.0% 

統計受訪者最近三個月暢銷書借閱冊數結果顯示，借閱暢銷書冊數 5

冊以內的人數為 188 人（61.6%），借閱暢銷書冊數 6 冊至 10冊的人數為

26人（8.5%），，借閱暢銷書冊數為 10 至 20冊的有 10 人(3.3%)，借閱

暢銷書 21冊以上的有 1人（0.3%），未借閱暢銷書的人數為 80人（26.2%），

詳如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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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借閱的暢銷書冊數分析表 

暢銷書借閱冊數 人數 百分比 

5冊以內 188 61.6% 

6-10冊 26 8.5% 

10-20冊 10 3.3% 

21冊以上 1 0.3% 

未借閱 80 26.2% 

總和 305 100.0% 

綜合以上資料，在受訪者人口特徵方面，性別以女性居多，而年齡在 31

至 40 歲最大宗。在職業方面，學生為最大族群，佔了三成。教育程度為大專

以上者超過半數。 

在圖書館利用方面，六成以上的受訪者在一個月內造訪圖書館 5 次以下，

而最近三個月內借閱的圖書冊數則大多在 5 冊以下，但也有近兩成的受訪者並

無借閱圖書。依據讀者對於近三個月內借閱的暢銷書冊數回應，有六成以上的

受訪者借閱 5 冊以下的暢銷書，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兩成六的受訪者並未借

閱暢銷書籍。 

第二節  讀者對暢銷書看法及暢銷書館藏服務之意見 

本節旨在探求讀者對暢銷書之看法，以及對新北市立圖書館暢銷書館

藏服務的重要性與滿意度意見。本研究採用李克特 5點量表衡量受訪者對

暢銷書意見之各指標認同度，非常同意(重要性/滿意度非常高)為 5分，非

常不認同(重要性/滿意度非常低)為 1 分。除了量化指標以外，研究者亦對

開放式意見回饋進行統整與分析。 

一、 信度分析 

本研究分析進行調查問卷之信度（Reliability）分析；信度代表問卷各

題目之間的關聯程度，其檢定係數為Ｃronbach’s Alpha 值，用來測量問卷

提問之一致性，該值以超過 0.7 者佳。經研究者以 IBM SPSS 20 版統計軟

體為資料分析工具，測得研究問卷之整體Ｃronbach’s Alpha 值達 0.910，顯

示整體信度佳。 

本調查問卷共分為兩個構面、16 項指標。在個別構面信度分析方面，調

查問卷的構面一「暢銷書意見看法」，測得其Ｃronbach’s Alpha 值為 0.780，

高於 0.7 的門檻，表示此部分之信度尚佳。 

在問卷構面二「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測得其Ｃronbach’s Alpha 值為

0.905，高於 0.7，顯示信度頗佳。本研究問卷之信度分析詳如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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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各構面信度分析 

構面 Ｃronbach’s Alpha 

一、暢銷書意見看法 .780 

二、暢銷書服務滿意度 .905 

整體 .910 

二、 「暢銷書意見看法」構面 

本構面包含指標 1至指標 6，旨在瞭解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對「暢銷

書」概念的意見與看法。經研究者分析 305位受訪者的意見，統整各指標

之次數分配、平均數及標準差詳如表 5-9。 

在此構面的各指標中，平均數最高前三項分別是指標 A1「我認為暢銷

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3.91）、指標 A3「我認為暢銷書掌握了時代脈

動」（3.80）、指標 A4「暢銷書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理」。 

指標 A1「我認為暢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認同度為 3.91 以上，

是此構面 6項 指標中最高者，但平均數仍尚未到達 4，因而調查對象對於

指標 A1「暢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之概念，認同度為普通，但略近於

同意的態度。 

指標 A3及指標 A4之平均數分別為 3.80及 3.66，皆並未達到 4以上，

亦即未達同意之門檻，因此可見受訪者對於暢銷書的「掌握時代脈動」以

及「滿足好奇心理」等特質尚抱持保留意見。 

表 5-9  「暢銷書意見看法」構面分析表 

指標 
同意程度〔次數（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5 4 3 2 1 

A1.我認為暢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 
99 

(32.5%) 

117 

(38.4%) 

62 

(20.3%) 

18 

(5.9%) 

9 

(3.0%) 
3.91 1.01 

A3.我認為暢銷書掌握了時代脈動 
80 

(26.2%) 

116 

(38.0%) 

85 

(27.9%) 

16 

(5.2%) 

8 

(2.6%) 
3.80 0.98 

A4.暢銷書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理 
64 

(21.0%) 

118 

(38.7%) 

84 

(27.5%) 

32 

(10.5%) 

7 

(2.3%) 
3.66 1.00 

A5.我會參考坊間的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

圖書 

92 

(30.2%) 

83 

(27.2%) 

75 

(24.6%) 

35 

(11.5%) 

20 

(6.6%) 3.63 1.21 

A2.我認為暢銷書是雅俗共賞的圖書 
57 

(18.7%) 

131 

(43.0%) 

76 

(24.9%) 

27 

(8.9%) 

14 

(4.6%) 
3.62 1.03 

A6.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是優良的圖書 
44 

(14.4%) 

117 

(38.4%) 

114 

(37.4%) 

20 

(6.6%) 

10 

(3.3%) 
3.54 0.93 

整體平均值      3.69 1.03 

本構面其餘三項個別指標，以及整體認同度平均數皆未達 4，因此受

訪者對於暢銷書是雅俗共賞、掌握時代脈動、滿足好奇心理，以及參考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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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書等方面，尚持保留態度，並未到達同意程度。 

三、 「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 

（一） 讀者認為非文學類的暢銷書館藏重要性最高 

依據研究者對「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的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其重

要性整體平均值為 3.92（詳如表 5-10）。 

該構面有四項指標的重要性平均數大於 4，最高的是指標 B8「圖書館

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養生、親子教養、自然科普等）」，

其平均數達 4.10。指標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學小

說、散文、詩詞等）」重要性次高，其平均數為 4.08。B13「圖書館的暢

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與指標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

銷書館藏服務」重要性為 4.05 再居次；上述重要性平均數大於 4的四項指

標說明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館藏服務的重視程度。 

指標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需求」是重要性最

低的指標，平均數為 3.49，顯示讀者對暢銷書館藏滿足工作需求的重要程

度最低。 

表 5-10  「暢銷書服務滿意度」重要性分析（N=305） 

指標 重要性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養生、親子教養、

自然科普等） 
4.10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學小說、散文、詩詞等） 4.08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 4.05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服務 4.05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習的需求 3.96 

B9.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銷書（如投資、理財、金融經濟等） 3.92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 3.87 

B15.圖書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的館藏冊數）充足 3.86 

B10.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如大眾通俗小說等） 3.81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需求 3.49 

整體平均值 3.92 

（二） 讀者對暢銷書館藏的滿意度偏低 

「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3.70，而各指標滿意度也不

足 4，顯見圖書館讀者對於暢銷書服務滿意度仍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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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滿意度分析（N=305） 

指標 滿意度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 3.97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養生、親子教養、

自然科普等） 
3.89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學小說、散文、詩詞等） 3.82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服務 3.80 

B10.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如大眾通俗小說等） 3.77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習的需求 3.76 

B9.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銷書（如投資、理財、金融經濟等） 3.74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 3.47 

B15.圖書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的館藏冊數）充足 3.39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需求 3.34 

整體平均值 3.70 

（三） 暢銷書館藏的上架速度與複本數落差最大 

指標 B15「圖書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的館藏冊數）充

足」是重要性與滿意度落差最大的指標（-0.47），而該指標的滿意度平均

數為倒數第二（3.39），顯見讀者普遍不滿意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複本數。 

指標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的重要性與滿意度落

差達到-0.40，由於圖書館館藏上架的流程較長（如採訪、採購、編目、加

工、驗收、上架等），或許因此出現較大之滿意度落差情形（詳如表 5-12

及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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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整體重要性與滿意度分析（N=305） 

指標 重要性 滿意度 落差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學小

說、散文、詩詞等） 
4.08 3.82 -0.26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

養生、親子教養、自然科普等） 
4.10 3.89 -0.21 

B9.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銷書（如投資、

理財、金融經濟等） 
3.92 3.74 -0.18 

B10.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如大眾通

俗小說等） 
3.81 3.77 -0.04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習的需求 3.96 3.76 -0.20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需求 3.49 3.34 -0.15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

需求 
4.05 3.97 -0.08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 3.87 3.47 -0.40 

B15.圖書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的館

藏冊數）充足 
3.86 3.39 -0.47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服務 4.05 3.80 -0.25 

整體平均值 3.92 3.70 -0.22 

 

 

圖 5-1  受訪者對館藏暢銷書服務之重要性與滿意度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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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分析本調查的40則開放式意見回饋結果，將之分類歸納，其分

別為：(a)對暢銷書的質疑（4則意見回饋）、(b)特定文類需求（7則意見

回饋）、(c)加速上架速度（5則意見回饋）、(d)複本數不足（11則意見回

饋）、(e)種數不足（5則意見回饋）、(f)鼓勵性質（3則意見回饋）、(g)

其他建議（5則意見回饋）。 

最多的反映類別為複本數不足（11則意見回饋），其次為特定文類需

求（7則意見回饋），再其次則為加速上架速度（5則意見回饋）及種數不

足（5則意見回饋）與其他建議（5則意見回饋）。 

表 5-13  開放式意見回饋對應指標分析表（N=40） 

受訪者

代碼 
意見回饋 意見分類 

R12 

有館藏即可但不用太多套複本，因為它們是暢銷

書，在市場流通有一定的水準。應該多將資源分

給其他冷門書類，鼓勵出版業者眾聲喧嘩 

a.對暢銷書的質疑 

R233 

暢銷書不一定是好書，但一時之間會有大量閱讀

需求。不太明白為何圖書館要提供暢銷書的滿意

服務，使命價值的定義在哪裡？這是圖館這時代

的定位和功能嗎？ 

a.對暢銷書的質疑 

R237 
希望圖書館有專業能力判斷優質圖書，而非根據

暢不暢銷作為採購原則。 
a.對暢銷書的質疑 

R250 

除暢銷書外，更期待看到有價值、經典，可以存

之久遠的好書（發現現在這樣的書在圖書館都找

不太到了） 

a.對暢銷書的質疑 

R47 可以多一點詩集篇 b.特定文類需求 

R7 自然科學知識的書籍不易找宇宙地球科學的書 b.特定文類需求 

R23 可加強醫藥專業書 b.特定文類需求 

R66 覺得很棒，可以再多增加一些近期流行的輕小說 b.特定文類需求 

R67 
我覺得現在的暢銷書館藏已經很好了，不過希望

有更多的輕小說 
b.特定文類需求 

R68 希望有更多輕小說 b.特定文類需求 

R158 輕小說太少 b.特定文類需求 

R81 希望能快速上新書 c.加速上架速度 

R153 希望與書籍上市時間同步 c.加速上架速度 

R238 
時效很重要，專區的規劃，暢銷書的種類如何抉

擇 
c.加速上架速度 

R248 

有些暢銷書是有時效性、話題性、過了那個點再

進圖書館「暢銷」的意義就大打折扣了！！（圖

書館進書效率太慢） 

c.加速上架速度 

R253 
希望新書上架速度更快！暢銷書上架可以多些複

本 
c.加速上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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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代碼 
意見回饋 意見分類 

R52 書籍不夠充足(同一種書) d.複本數不足 

R56 
暢銷書請增加冊數，曾經預約一年以上才拿到書

冊，有一點時間過久了 
d.複本數不足 

R84 圖書館暢銷書館藏建議要多本供民眾閱讀 d.複本數不足 

R105 複本數應更多 d.複本數不足 

R173 暢銷書常常借不到 d.複本數不足 

R181 因為太多人借，要借要等很久，應該多買一點 d.複本數不足 

R203 暢銷書種類少，排隊排很久 d.複本數不足 

R221 
暢銷書借閱天數可減少，以增加流動量。書籍數

量如不多，也能讓大多數人閱讀或以電子書方式 
d.複本數不足 

R222 數量增加，較容易借閱 d.複本數不足 

R234 
常常借不到，需要館際借閱，但館際借閱又要等

很久，有時要 2個禮拜。 
d.複本數不足 

R239 暢銷書應多複本 d.複本數不足 

R223 希望可以增加暢銷書的數量 e. 種數不足 

R77 

暢銷書，我認為應含括各年齡層適合借閱的書。

若全部都是某年齡層的書籍，會對其他借閱者不

公平。平均上架各式書籍才能開拓借閱者的視野 

e. 種數不足 

R177 
希望暢銷書館藏的藏書能夠多涉獵各領域(類型)

的書，能讓讀者參考(借閱) 
e. 種數不足 

R200 希望能增加種類 e. 種數不足 

R235 希望有更多不同類型的暢銷書 e. 種數不足 

R145 覺得不錯 f.鼓勵性質 

R209 很滿意！！ f.鼓勵性質 

R226 書好好看，有好多好多好看的書。讚喔！ f.鼓勵性質 

R2 一定要有 g. 其他建議 

R80 大致上滿意，只希望位置能擺放更清楚 g. 其他建議 

R191 至少等上巿滿 5年再收藏 g. 其他建議 

R217 如果可以增設有飲料區應該會是個不錯的地方 g. 其他建議 

R245 調查需求制定推廣方式 g. 其他建議 

（一） 多數回應表示暢銷書館藏複本數不足 

本項結果顯示多數調查對象認為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複本數(對應指

標B15）不足，比對表5-10，指標B15為重要性與滿意度落差最大之指標，

或可解釋為與其結果相符；此現象說明受訪者對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複本

數滿意度欠佳。 

（二） 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仍有加強空間 

 開放式意見回饋中有 5則意見回饋對應指標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

藏上架速度迅速」；比對上述表 5-12，該指標滿意度落差高居第 2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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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受訪者認為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可以再加強。另有 1 則意見回饋則認為

暢銷書至少等上巿滿 5年再收藏。 

四、 四象限法分析 

本研究採行四象限法，分析「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之指標 B7至

B16 的重要性與滿意度落點分析。研究者建構前述指標之重要性平均數為

橫座標、滿意度平均數為縱座標，繪製四象限圖（如圖 5-2），以瞭解新

北市立圖書館暢銷書館藏服務之優勢及弱勢。 

圖 5-2 右上方為第一象限，代表重要性高、滿意度高之指標；左上方

為第二象限，代表重要性低、滿意度高之指標；左下方為第三象限，代表

重要性低、滿意度也低的指標；第四象限為重要性高、滿意度低的指標。 

根據圖 5-2，有 6項指標落於第一象限，即目前優勢區，應繼續保持；

落於第二象限的則有 1項指標，表示為目前已經過度供給之項目；第三象

限則有 3 項指標，屬於次要改善之目標，第四象限為優先改善之目標，但

並無任何指標落於該象限。 

 

圖 5-2  受訪者對暢銷書館藏服務重要性與滿意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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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四象限分析表 

象限別/ 

意義 
指標 

第一象限 

重要性高 

滿意度高 

繼續保持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學小說、散文、詩詞

等）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養生、親子教養、

自然科普等） 

B9.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銷書（如投資、理財、金融經濟

等）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習的需求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服務 

第二象限 

重要性低 

滿意度高 

過度供給 

B10.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如大眾通俗小說等） 

第三象限 

重要性低 

滿意度低 

次要改善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需求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 

B15.圖書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的館藏冊數）充足 

第四象限 

重要性高 

滿意度低 

優先改善 

（無） 

 茲就各象限與對應指標分析如下： 

（一） 各式暢銷書大多列入館藏 

指標B7、B8、B9係為瞭解受訪者對於圖書館之館藏，是否包含各式

暢銷書類型之感受。在四種文類中（文學類、非文學類、財經類、輕文學

類），受訪者對於前三種文類列入館藏的重要性與滿意度較高；至於輕文

學類，由於種類眾多，且多為多冊次之套書，或因其圖書品質、館舍之館

藏空間與預算等因素，而使該文類暢銷書列入館藏之機會降低。而此種現

象亦呼應了開放式回應之讀者意見，部分讀者認為輕文學類暢銷書種類較

為不足。 

相對於滿足讀者的工作需求，暢銷書對於滿足圖書館讀者學習及休閒

娛樂之需求，有較高程度的重要與滿意度。這或許因為調查對象之人口特

徵，職業以學生居多為故。也因此，館方亦應思考日後之暢銷書館藏以滿

足何種需求為主；或應當如何在各項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指標B16落於第一象限，顯示讀者認為圖書館提供優質暢銷書服務是

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惟其滿意程度得分終究尚未達到4以上，因此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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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繼續保持以外，應可再加把勁回應讀者之需求與滿足。 

（二） 對於輕文學暢銷書應審慎列入館藏。 

象限二所對應之指標為B10，是過度供給之項目。雖然開放式意見回

饋中，有4則回應表示輕小說數量太少。然而整體滿意度尚在平均值之上。

館方或許應留意後續使用情況，或搭配流通方案（如預約通閱），在有限

的資源裡，發揮圖書館提升閱讀層次之功能。 

（三） 縮短暢銷書上架時間，並提供充足複本。 

象限三對應三項指標，其依滿意度由高至低分別為指標B14、B15、

B12。雖然四象限法將象限三解釋為次要改善項目，但由於本研究中並無

指標列入象限四（優先改善項目），且在受訪者的開放式回應中，頗多反

映希望能增加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以及提供足夠之複本數。由於新北市

立圖書屬於公務部門，其館藏採訪流程仍須依循政府規範；另其各分館及

圖書閱覽室之館室數量高達102所，因此在複本數量方面，館方應多方斟

酌、考量。 

第三節  不同類別受訪者對暢銷書意見與滿意度差異分析 

為探求不同群組對於問卷調查各構面指標上是否存在差異，研究者進

行推論統計分析，以進一步瞭解不同職業別以及不同教育程度別之各類讀

者對於「暢銷書意見看法」及「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及其個別指標

之差異情形。 

一、 不同職業別之差異分析 

（一） 「暢銷書意見看法」構面 

為了瞭解不同職業調查對象對於「暢銷書意見看法」構面各指標間是

否存在差異，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進行數

據分析，以瞭解其差異情形。研究者首先進行變異數同質檢定（Levene），

若未達顯著（即代表具備同質性），再就該指標進行 ANOVA 分析。分析

結果達顯著程度者，再以 Scheffe 法之事後多重比較（Post Hoc)探求不同因

子各組別之間的差異情形。 

在資料分群方面，職業為軍警（N＝0）及農林牧（N＝3）因樣本數較

小，併入職業為其他（N＝51），致職業為其他者樣本數總計為 54，再進

行統計分析。 

首先研究者經由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分析，結果僅指標 A2、A5 顯著性

大於 0.05（如表 5-15），亦即該組間具備同質性，因此研究者接著將上述

具備同質性的兩項指標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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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不同職業對「暢銷書意見看法」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指標 顯著性 

A1.我認為暢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 0.011 

A2.我認為暢銷書是雅俗共賞的圖書 0.363* 

A3.我認為暢銷書掌握了時代脈動 0.016 

A4.暢銷書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理 0.000 

A5.我會參考坊間的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書 0.223* 

A6.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是優良的圖書 0.001 

*即變異數具備同質性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上述具備同質性之兩項指標中，僅有指標 A6「我

會參考坊間的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書」達到顯著程度，如表 5-16。 

表 5-16  不同職業對「暢銷書意見看法」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指標 
公教 

(N=40) 

工商 

(N=81) 

自由業 

(N=23) 

學生 

(N=94) 

家管 

(N=13) 

其他 

(N=54) 
F值 p值 

A2.我認為暢銷書是雅

俗共賞的圖書 
3.78 3.56 3.13 3.79 3.62 3.54 1.869 0.100 

A6.我會參考坊間的暢

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書 
3.95 3.32 3.26 3.82 3.46 3.22 6.334 0.000

*
 

為了明白因子（此為受訪者職業別）間各組差異情形，研究者接著進行

Scheffe 法之事後多重比較（Post Hoc)，發現公教業讀者參考暢銷書排行榜

的情形，較之工商業及其他職業讀者存在顯著差異（如表 5-17）；亦即公

教業讀者較之工商業及其他職業讀者更會參考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

書。 

表 5-17  公教業參考暢銷書排行榜借閱圖書之事後多重比較（Post Hoc) 

指標 Post Hoc 
工商 

(N=81) 

自由業 

(N=23) 

學生 

(N=94) 

家管 

(N=13) 

其他 

(N=54) 

A6.我會參考坊間的

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

圖書 

顯著性 0.023
*
 0.125 0.988 0.710 0.011

*
 

組間差異 0.629 0.689 0.131 0.488 0.728 

*在 95%信心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p<0.05 ) 

（二） 「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 

表 5-18 呈現同質性檢定結果，每一指標有兩列顯著值，上列為重要性

數值，下列為滿意度之值。具備同質性的指標分別為指標 B7 之重要性與

滿意度、指標 B8重要性與滿意度、指標 B9重要性與滿意度、指標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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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指標 B12 滿意度、指標 B13重要性與滿意度、指標 B14 滿意度、

指標 B15 重要性與滿意度及指標 B16 之重要性。 

表 5-18  不同職業對「暢銷書服務滿意度」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指標 顯著性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學小

說、散文、詩詞等） 

0.709* 

0.645*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

養生、親子教養、自然科普等） 

0.191* 

0.086* 

B9.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銷書（如投資、

理財、金融經濟等） 

0.617* 

0.822* 

B10.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如大眾

通俗小說等） 

0.023 

0.028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習的需求 
0.162* 

0.011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需求 
0.005 

0.223*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

需求 

0.366* 

0.853*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 
0.040 

0.063* 

B15.圖書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的

館藏冊數）充足 

0.053* 

0.691*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服務 
0.545* 

0.018 

*變異數具備同質性 

經觀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 p值，其中達到顯著差異的有指標B8重要性、

指標 B13 重要性與滿意度、指標 B14 滿意度、指標 B15滿意度，詳如表

5-19（各指標上列數字為重要性數值，下列數字為滿意度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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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不同職業對「暢銷書服務滿意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指標 
公教 

(N=40) 

工商 

(N=81) 

自由業 

(N=23) 

學生 

(N=94) 

家管 

(N=13) 

其他 

(N=54) 
F值 p值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

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

健康養生、親子教養、

自然科普等） 

4.43 4.10 4.09 3.86 4.23 4.22 3.079 0.010
*
 

4.20 3.79 3.83 3.81 3.62 4.04 2.333 0.042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

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

的需求 

4.35 3.91 3.48 4.26 4.08 3.91 4.511 0.001
*
 

4.23 3.84 3.61 4.22 4.08 3.65 4.656 0.000
*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

藏上架速度迅速 

4.18 3.69 3.96 3.89 4.08 3.76 1.825 0.108 

3.88 3.33 3.17 3.62 3.46 3.26 3.152 0.009
*
 

B15.圖書館暢銷書的館

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

的館藏冊數）充足 

4.15 3.63 3.96 3.95 3.54 3.87 2.129 0.088 

3.73 3.14 3.30 3.60 3.00 3.30 2.665 0.022
*
 

研究者以 Scheffe 法之事後多重比較（Post Hoc)進行分析，其結果如表

5-20。其有顯著差異者，在指標 B8 的重要性方面，職業為公教者，其平

均得分高於職業為學生者。 

在指標 B13的重要性分析中，公教人員與學生之得分皆高於自由業；

至於指標 13的滿意度方面，學生得分高於職業為其他者。其餘指標分析

則未達到顯著差異。 

表 5-20  不同職業對「暢銷書服務滿意度」Post Hoc 分析 

指標 
公教 

(N=40) 

工商 

(N=81) 

自由業 

(N=23) 

學生 

(N=94) 

家管 

(N=13) 

其他 

(N=54) 
F值 p值 

差異 

組別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

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

康養生、親子教養、自

然科普等） 

4.43 4.10 4.09 3.86 4.23 4.22 3.079 0.026
*
 公>學 

4.20 3.79 3.83 3.81 3.62 4.04 2.333 -- --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

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

的需求 

4.35 3.91 3.48 4.26 4.08 3.91 4.511 
0.016

* 

0.016
* 

公>自 

學>自 

4.23 3.84 3.61 4.22 4.08 3.65 4.656 0.026
*
 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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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教育程度之差異分析 

（一） 「暢銷書意見看法」構面 

為了瞭解不同教育程度的問卷填答者，關於「暢銷書意見看法」構面

各指標間是否存在差異，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相關數據的分

析解讀，以瞭解其差異情形。 

研究者將樣本數較小之資料整併分群，將教育程度為國小（N＝2）、

國（初）中（N＝12）及高中（職）（N＝74）的讀者整併為教育程度為中

小學（N＝88）的讀者群；另將教育程度為碩士（N＝44）、博士（N＝4）

整併為碩博士（N＝48）讀者群，再進行統計分析。經研究者以該構面指

標 A1至指標 A6為依變數，教育程度為因子，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

果發現中小學學歷讀者在指標 A1、A2皆高於碩博士學歷讀者，且皆達到

顯著差異。在指標 A6「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是優良的圖書」方面，不

同學歷的受訪者也存在顯著差異；中小學學歷讀者的平均數高於大專學歷

受訪者（詳如表 5-21）。 

表 5-21  不同教育程度對「暢銷書意見看法」Post Hoc 分析 

指標 
中小學 

(N=88) 

大專 

(N=169) 

碩博士 

(N=48) 
F值 p值 

差異 

組別 

A1.我認為暢銷書是內容吸引

人的圖書 
4.18 3.88 3.58 5.372 0.006

*
 中>碩 

A2.我認為暢銷書是雅俗共賞

的圖書 
3.88 3.58 3.31 5.078 0.009

*
 中>碩 

A3.我認為暢銷書掌握了時代

脈動 
3.78 3.83 3.73 0.209 -- -- 

A4.暢銷書可以滿足我的好奇

心理 
3.81 3.65 3.40 2.666 -- -- 

A5.我會參考坊間的暢銷書排

行榜來借閱圖書 
3.65 3.71 3.31 2.046 -- -- 

A6.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

是優良的圖書 
3.84 3.39 3.52 7.048 0.001

*
 中>大 

（二） 「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 

研究者再次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以瞭解不同

教育程度的問卷填答者，對於「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各指標間是否存

在差異。經以該指標 B7至指標 B16 為依變數，教育程度為因子，進行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 

依據統計分析，以下結果達到顯著差異： 

1. 中小學學歷的讀者：在指標 B10認為重要性高於大專學歷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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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歷者；指標 B11與指標 B16的滿意度高於碩博士學歷讀

者。 

2. 大專學歷的讀者：在指標 B7 認為重要性高於碩博士學歷者，在

指標 B9 的重要性高於碩博士學歷者；同樣在指標 B9的滿意度

則高於中小學及碩博士學歷讀者；在指標 B11 的重要性與滿意

度皆高於碩博士讀者；指標 B12的重要性高於中小學讀者、滿

意度高於碩博士讀者。 

表 5-22  不同教育程度對「暢銷書服務滿意度」Post Hoc 分析 

指標 
中小學 

(N=88) 

大專 

(N=169) 

碩博士 

(N=48) 
F值 p值 

差異 

組別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

銷書（如文學小說、散文、詩詞等） 

4.10 4.14 3.79 3.231 0.043 大>碩 

3.80 3.88 3.65 1.720 -- -- 

B9.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

銷書（如投資、理財、金融經濟等） 

3.77 4.08 3.63 7.140 0.005
*
 大>碩 

3.59 3.89 3.50 5.987 
0.027

* 

0.020
*
 

大>中 

大>碩 

B10.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

銷書（如大眾通俗小說等） 

4.09 3.73 3.60 5.916 
0.012

* 

0.014
*
 

中>大 

中>碩 

3.90 3.75 3.60 1.587 -- --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

我學習的需求 

4.00 4.03 3.65 3.557 0.033
* 大>碩 

3.85 3.86 3.23 9.825 
0.001

* 

0.000
*
 

中>碩 

大>碩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

我工作的需求 

3.20 3.67 3.33 7.190 0.002
*
 大>中 

3.19 3.50 3.08 4.841 0.036
*
 大>碩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

服務 

4.01 4.12 3.83 2.137 -- -- 

3.92 3.83 3.48 3.319 0.045
*
 中>碩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依據前述三節之問卷分析結果，提出總結重點。其分為四個部分，

首先是受訪者對於暢銷書之意見看法，以及其借閱概況，其次為讀者對新

北市立圖書館暢銷書服務之滿意度，第三部分則說明圖書館可以改善服務

之方向，最後則是受訪者對於圖書館暢銷書服務使用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較之先前類似的暢銷書排行榜與圖書借閱榜之研究，除了在研究對

象的圖書館不同外，尚增加不同類型讀者（如不同職業、不同教育程度）的差

異分析，以提供進一步之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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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館藏評價看法 

（一） 對暢銷書整體特質認同度尚可 

在「暢銷書意見看法」構面的整體平均值為 3.69，大於 3.5 但不足 4，

顯示讀者對於暢銷書品質與特質認同度尚可，仍未到達普遍認同的狀態。 

（二） 讀者認為暢銷書品質仍有成長空間 

該構面平均值最低者為指標 A6「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是優良的圖

書」，僅得到 3.54 分，低於整體平均值，顯示暢銷書在受訪者的認知上，

普遍還不足以認為暢銷書是優良圖書。 

（三） 「內容吸引人」與「掌握時代脈動」特質相對明顯 

至於暢銷書呈現的特質方面，在「內容吸引人」、「掌握時代脈動」

等兩項特質，其得分在整體平均值之上，因此在受訪者心中，暢銷書呈現

的此兩項特點，是相對明顯的。另一方面，暢銷書的「雅俗共賞」、「滿

足好奇心理」，以及讀者「參考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書」等特質則是低

於整體得分平均值，因此受訪者對前述特質的體驗是相對較弱的。 

二、 公共圖書館讀者暢銷書使用現況及其對暢銷書的重要性與滿意度看法 

（一） 暢銷書服務整體滿意度稍有不足 

在「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的全部 10項指標中，其滿意度皆低於重

要性，代表在整體暢銷書服務（館藏涵蓋類型、滿足使用需求、上架速度、

複本數等）都還有可再精進之處。其中「暢銷書可滿足工作需求」、「暢

銷書館藏上架速度」、「暢銷書館藏複本數」等指標之滿意度得分尤低於

整體平均值，值得館方留意。 

（二） 暢銷書館藏涵蓋文類之滿意度尚可，惟讀者仍建議多方採集 

受訪者對館藏涵蓋暢銷書各文類（文學類、非文學類、財經類、輕文

學等）之滿意度略高於整體平均值，可繼續保持；惟仍可參考開放式回饋

意見，多方徵集輕文學類型暢銷書館藏。 

（三） 讀者最滿意暢銷書館藏對休閒娛樂功能之滿足 

在暢銷書發揮的功能中，最高的是「滿足休閒娛樂需求」（指標 B13）

之功能，得分達到 3.97，已趨近於 4（即代表滿意）；在「滿足學習需求」

（指標 B11）；唯獨「滿足工作需求」（指標 B12）得分為 3.34，低於整

體平均值，也是「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各指標中得分最低的項目，可

見該功能並未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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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架速度與複本數滿意度有待加強 

讀者感受到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以及複本數量方面，是服務滿意度

倒數第二低及第三低的項目。另依據開放式回饋意見，以及四象限法之分

析結果，館藏上架速度是讀者關心，而圖書館卻無法提供滿意服務的關鍵

項目。館方可以思考該如何簡化流程、儘速完成圖書採購的作業方式，提

高後續編目、加工、驗收、上架的效率。此外，指標 A3「我認為暢銷書掌

握了時代脈動」的認同度 3.80 尚在該構面整體平均值之上，可見頗多讀者

認為暢銷書是在某部分是具有時效性的，館方應該重視此一問題。 

三、 不同族群讀者對於暢銷書看法與重要性及滿意度的差異分析 

（一） 公教業讀者較會參考暢銷書榜借閱館藏 

在針對不同職業別之受訪者就「暢銷書意見看法」之調查結果分析，

指標 A6「我會參考坊間的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書」存在顯著差異，其高

於工商業及其他職業的讀者。 

（二） 公教業讀者重視非文學類暢銷書館藏及休閒娛樂功能 

依據表 5-20 之結果，職業為公教人員者，於指標 B8「圖書館的館藏

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養生、親子教養、自然科普等）」重要性

最高，且與職業為學生者之意見具有顯著差異。另在指標 B13「圖書館的

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的重要性方面，公教業讀者也較

自由業讀者重視程度為高。 

（三） 學生族群讀者重視且滿意暢銷書休閒娛樂功能 

此外，職業別為學生的讀者，相較自由業讀者而言，認為指標 B13「圖

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重要性較高。且在同指標

的滿意度調查中，學生族群也較職業為其他的讀者，更為滿意圖書館暢銷

書館藏的休閒娛樂價值。 

（四） 中小學學歷的讀者較肯定暢銷書特質 

教育程度為中小學的讀者相較於教育程度為碩博士讀者，比較認同暢

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也較為認同暢銷書是雅俗共賞的圖書。 

另中小學學歷的讀者相較於教育程度為大專的讀者，在 95%信心水準

下達到顯著差異，其較為認同暢銷書是優良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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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暢銷書與公共圖書館館藏的關係、暢銷書列入館

藏與借閱利用的比重，此外，也探討公共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館藏評價看法、

使用現況與重要性跟滿意度情形。 

本研究利用文獻探討方法，探知暢銷書意涵與圖書館選書原則，接著

以書目核對方法，瞭解暢銷書在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統計與讀者借閱情況，

再以圖書館讀者為對象發放調查問卷，分析讀者對暢銷書的看法，以及對

其於圖書館館藏服務的重視與滿意程度。研究者再依前述調查分析結果，

提出館方未來發展之改善建議，作為精進相關服務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研究對象為新北市立圖書館及其讀者。經以金石堂連

鎖書店 2012 年至 2014 年的暢銷書排行榜為研究書目，於圖書館館藏與讀者利

用方面提供研究分析。 

一、 新北市立圖書館將大部分的暢銷書列為館藏資源，其比重為 82.42% 

本研究以 2012 年至 2014 年金石堂書店之暢銷書排行榜書目，於新北市立

圖書館 OPAC 進行檢索，發現在所有 3,157 種暢銷書中，新北市立圖書館有館

藏的圖書種數為 2,602 種，其比例為 82.42%；尚符合新北市圖書館館藏發展政

策中「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盡量完整蒐集」之原則。 

由於公共圖書館係以社會大眾為其主要服務對象，暢銷書館藏在推廣終

身學習跟辦理閱讀推廣等活動上，或許可以成為吸引大眾進入圖書館的原因

之一。 

二、 暢銷書納入館藏比例，以文學類最高 

依據本研究書目核對之結果，2012 年至 2014 年金石堂書店之暢銷書排行

榜書目，四個文類（文學類、非文學類、財經類、輕文學）中，以文學類納入

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的比例最高，其值分別為 2012年99.53%、2013年95.58%、

2014 年 94.02%，三個年度的平均館藏比例則為 96.27%。 

館藏比例居次的暢銷書文類則為財經類，其 2012 年至 2014 年暢銷圖書列

入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的種數比例平均值為 82.09%。非文學類則以些微差距

居於第三，其三年間列入館藏比例平均值為 81.56%。 

三、 暢銷書列為圖書館館藏的冊數平均值，以文學類最高 

觀察 2012年至 2014年金石堂書店之暢銷書列入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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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平均值，仍然以文學類最高，三個年度中各種列入館藏的暢銷書平均冊數為

45.77 冊。其次則為非文學類，其平均館藏冊數為 32.74 冊。財經類則位居第

三，2012 年至 2014 年的暢銷書平均館藏冊數則為 25.25 冊。 

比較各個文類暢銷書的館藏冊數，發現其平均值為逐年下降（僅 2014 年

輕文學類平均 8.33 冊，較之 2013 年同類館藏冊數平均值 8.35 冊微幅提升），

然而金石堂暢銷書的種數，以及新北市立圖書館將暢銷書列入館藏的種數，卻

大致上呈現逐年攀升的現象。 

四、 輕文學類的暢銷書列入館藏比例與冊數平均值皆最低 

依據書目核對的結果顯示，輕文學類的暢銷書列為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的

比例，是所有文類中最低的，僅達到 70.45%，且其館藏冊數平均也是最低的，

其值為 9.03 冊。 

在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方面，指標 B10「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

（如大眾通俗小說等）」的滿意度平均值為 3.77，不足 4，對照重要性平均得

分 3.81，還呈現-0.04 的落差。此外，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有 4 則開放式回應

表明輕小說不夠充足。 

五、 暢銷書館藏進入借閱排行榜的數量逐年增加，以非文學類利用最廣 

經由比對暢銷書館藏書目以及新北市立圖書館年度借閱排行榜（前 200名），

發現暢銷書館藏進入借閱排行榜的種數是依年度遞增的。如 2012 年的非文學

類暢銷書館藏有 183 種，其中 21 種進入同年度借閱排行榜中，而有 49 種進入

2013 年借閱排行榜，另有 56 種進入 2014 年借閱榜。 

以文類分析結果，則以非文學類的暢銷書館藏進入借閱排行榜的數量最多，

以 2012 年暢銷書館藏為例，文學類書籍進入 2012 年至 2014 年年度借閱排行

榜的圖書種數分別為 12 種、19 種、20 種，總計 51 種圖書，但非文學類總計

為 126 種、財經類則為 67 種，而輕文學類則無圖書進入各年度的借閱排行榜

（套書套編作品不列入分析）。 

六、 暢銷書「內容吸引人」與「掌握時代脈動」特質相對突出 

在調查問卷的構面一「暢銷書意見看法」中，研究者調查並分析圖書館讀

者對暢銷書具備特質的認同程度，在指標 A1「我認為暢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

圖書」有 32.5%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38.4%的受訪者認為同意。指標 A3「我

認為暢銷書掌握了時代脈動」則有 26.2%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而 38.0%的

受訪者認為同意。 

此兩項指標的同意程度皆未達到 4，但其平均數分別為 3.91 及 3.80，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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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構面 7 項指標的平均值 3.71，因此該兩項指標代表的暢銷書特質是相對突

出的。 

指標 A6「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是優良的圖書」得分數平均僅為 3.54，

且低於整體構面平均值 3.69；可見圖書館讀者並未認同暢銷書可與優良圖書畫

上等號，因此暢銷書對於圖書館讀者而言，是否為優良圖書，仍必須仔細加以

甄別優劣。 

七、 圖書館讀者對暢銷書服務頗具期待，但滿意度偏低 

分析問卷調查之「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統計結果，其重要性整體平均

值為 3.92，滿意度為 3.70，滿意度與重要性呈現-0.22 之落差。而該構面的全

部 10 項指標中，所有個別指標的滿意度皆低於重要性，顯見有待圖書館提升

相關服務。 

在指標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學小說、散文、詩

詞等）」、指標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養生、親

子教養、自然科普等）」、指標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

樂的需求」、指標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服務」等四項指標的重

要性平均值皆高於 4，另整體構面重要性為 3.92，趨近於 4，可見圖書館讀者

對於暢銷書服務具有些許期待，但滿意度卻有落差情況出現。 

八、 讀者對圖書館暢銷書館藏的上架速度與複本數最不滿意 

問卷調查的指標 B14「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及 B15「圖書

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書籍的館藏冊數）充足」為滿意度第二低及第

三低的項目，且其與重要性的落差是最高的前兩項指標，顯見與讀者期待落差

甚大。 

在問卷調查分析的開放式意見回饋中，有 5 則回應認為館藏上架速度不夠

快速；另有 11 則回應認為暢銷書館藏複本數不夠充足，該項也是開放式意見

回應中，反映項目最多的一項。比對 2012 年至 2014 年金石堂書店之四個文類

暢銷書籍在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冊數平均值，整體平均值僅達 26.16 冊，相

較於該館的 102 個閱覽單位（含總館、分館、圖書閱覽室等）而言，平均大約

每 4 個閱覽單位分配到 1 冊暢銷書館藏，略有不足。 

九、 暢銷書館館藏之功能最主要為滿足休閒娛樂需求，較無滿足工作需求 

問卷的指標 B11 至 B13 意義在於瞭解圖書館暢銷書館藏發揮之功能。指

標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重要性平均得分為

4.05，滿意度為 3.97，落差為-0.08。在該三項指標中，其重要性與滿意度得分

皆為最高，且重要性已逾 4，而滿意度亦近於 4，趨近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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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需求」之統計結果顯示，

其重要性 3.49，滿意度 3.34，落差為-0.15。該指標的重要性與滿意度在暢銷書

館藏功能調查的三項指標（B11、B12、B13）中敬陪末座，且低於構面的整體

平均值（重要性 3.92、滿意度 3.70），因此讀者於利用暢銷書館藏滿足工作需

求方面，其功能較未彰顯。 

十、 公教業讀者較會參考暢銷書榜借閱館藏 

依據問卷調查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結果分析，職業

類別為公教業的讀者，在指標 A6「我會參考坊間的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

書」分別與工商業讀者跟其他職業讀者存在顯著差異。公教業讀者較之前

述兩種族群讀者較會參考暢銷書榜借閱館藏。 

十一、 公教業讀者重視非文學類暢銷書館藏及暢銷書館藏的休閒娛樂功能 

職業類別為公教人員的讀者在問卷調查的差異分析結果顯示，該族群讀者

於指標 B8「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書（如健康養生、親子教養、

自然科普等）」重要性得分平均值 4.43，是所有職業類別讀者中最高者，

而職業為學生於該指標之重要性得分平均值為 3.86，其於 95%信心水準下，

具有顯著差異（p=0.048<0.05）。因此職業類別為公教人員的讀者認為非文

學類暢銷書館藏的重要性較高。 

在指標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方面，公

教業的讀者在差異分析結果中，較之職業為自由業的讀者認為該指標的重要性

要高。職業為公教人員之重要性得分平均值 4.35，自由業讀者之重要性得分

平均值 3.48，且該差異於 95%信心水準下，達到顯著程度（p=0.016<0.05）。 

十二、 學生族群相對重視且滿意暢銷書館藏之休閒娛樂價值 

職業為學生的讀者在指標 B13「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閒娛樂

的需求」之重要性得分平均值 4.26，較之之職業為自由業的讀者重要性得分

平均值 3.48 為高，於 95%信心水準下，達到顯著程度（p=0.016<0.05）。 

學生族群在同一指標的滿意度得分平均值也較職業類別為其他的讀者為

高，於 95%信心水準下，也達到顯著程度（p=0.026<0.05）。 

十三、 中小學學歷讀者相對認為暢銷書內容吸引人、雅俗共賞、是優良圖書 

教育程度為中小學（包含高中職、國中、小學）的讀者在指標 A1「我

認為暢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之得分平均值為 4.18，相較於教育程度

為碩博士者於該指標之得分平均值 3.58，於 95%信心水準下，達到顯著差

異（p=0.00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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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標 A2「我認為暢銷書是雅俗共賞的圖書」差異分析結果中，中小

學學歷的讀者之得分平均值為 3.88，相較於碩博士學歷讀者於該指標之得

分平均值 3.58，於 95%信心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p=0.009<0.05）。因此

中小學學歷的讀者，相對認為暢銷書是雅俗共賞的圖書。 

在指標 A6「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是優良的圖書」差異分析結果中，

中小學學歷讀者之得分平均值為 3.84，相較於大專學歷讀者於該指標之得

分平均值 3.39，於 95%信心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p=0.001<0.05）。因此

中小學學歷的讀者，相對而言，比較認同暢銷書是優良圖書。 

十四、 中小學學歷讀者相對重視輕文學暢銷書，滿意學習需求與圖書館服務 

教育程度為中小學（包含高中職、國中、小學）的讀者於指標 B10「圖

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如大眾通俗小說等）」，認為重要性高

於大專學歷與碩博士學歷讀者（詳如表 5-22）。 

在指標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習的需求」之滿意度

相對高於碩博士學歷讀者，且於 95%信心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在指標 B16「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服務」滿意度差異分析結果中，

中小學學歷讀者也高於碩博士學歷讀者的看法。因此，相對而言，中小學

學歷讀者較為滿意圖書館提供了優質的暢銷書服務。 

十五、 大專學歷讀者之「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差異分析結果 

（一） 認為文學類與財經類暢銷書館藏重要性較高 

依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表 5-22），教育程度為大

專的讀者在指標 B7「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如文學小說、散

文、詩詞等）」與指標 B9「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銷書（如投資、

理財、金融經濟等）」之重要性平均得分皆高於碩博士學歷之讀者，且達到

顯著差異。同樣在指標 B9的滿意度方面，大專學歷的讀者也較之中小學學

歷與碩博士學歷讀者為高。 

（二） 較認為圖書館暢銷書館藏在滿足學習需求是重要且滿意的 

指標 B11「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習的需求」的重要性與

滿意度差異分析結果指出，大專學歷讀者相較碩博士學歷讀者而言，相對認

為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在滿足學習需求方面，是重要性與滿意度較高的。 

（三） 相對重視且滿意暢銷書館藏對工作需求之滿足 

分析指標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需求」的重要

性與滿意度差異結果，大專學歷讀者較碩博士學歷讀者認為暢銷書館藏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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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需求的重要性與滿意度來得高，且達到顯著差異。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書目核對及問卷調查分析結果，瞭解新北市立圖書館對於

暢銷書列入館藏與讀者使用的滿意度情形，對圖書館提出建議如下： 

一、 本研究建議 

（一） 縮短熱門書籍的借閱期限 

圖書館一方面可以爭取提高暢銷書館藏的複本數量，另一方面調整流

通政策進行配套措施。如同屬公共圖書館體系之臺北市立圖書館，其熱門

借閱書籍之借期僅 14天，可加速館藏暢銷書之流通周轉率，避免讀者久

候，讓資源有效利用。 

（二）  加快暢銷書籍上架的時程 

由於圖書館的館藏書籍不同於坊間書店的圖書，必須經過採購、編目、

加工、驗收等程序後，才能上架提供閱覽利用。而依據本研究結論，由於

暢銷書具備「掌握時代脈動」特質，暢銷書必須及時入館上架，以發揮最大

效用。因此建議館方可以思考簡化行政流程，縮短上架時間，提高館藏提

供取用的速度。 

（三） 提高暢銷書館藏對工作需求的滿足程度 

依據本研究結果，指標 B12「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作的

需求」滿意度僅 3.34，是「暢銷書服務滿意度」構面所有指標中最低者。

圖書館方面或許可再針對讀者職業進一步調查，確認其工作需求（如電腦

軟體操作、金融規劃、企劃撰寫等）。 

確認讀者工作上的資訊需求後，圖書館可以調整館藏方向，回應讀者

在的需求議題，選擇相關內容的暢銷書籍提供閱覽利用，發揮館藏的最大

價值。 

（四） 列入館藏的暢銷書籍必須慎選 

本研究結論顯示八成以上的暢銷書籍都列為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

然而讀者對於暢銷書是否為優良圖書之看法，尚未達到認同程度（平均數

4以上）；換句話說，並非所有的暢銷書都是優良圖書。而新北市立圖書

館屬於公共圖書館，其服務對象為社會大眾，年齡層涵蓋範圍大。 

部分暢銷書籍內容可能包含色情或暴力議題，甚或於出版時即自行審

查為限制級出版品，因此，為保護未成年讀者的身心發展，同時藉由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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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館藏資源引導讀者閱讀，圖書館必須慎選優良的暢銷書出版品，作為其

館藏資源，進一步發揮公共圖書館推廣閱讀與終身學習的功能。 

二、 未來研究建議 

（一） 加入其他暢銷書排行榜進行分析 

由於本研究囿於時間、人力，在暢銷書書目之選擇上，以較具代表性

之金石堂連鎖書店為書目來源，建議後續之研究可考量加入其他類型（如

兒童圖書）或不同來源之暢銷書排行榜，開拓研究分析的面向。 

（二） 針對不同族群讀者進行差異分析 

建議為來研究可再針對不同族群讀者（如年齡、利用率、使用圖書館

目的、常用館別）等項目，再進行差異分析，讓圖書館在有限資源下，能

深入瞭解館方應該聚焦的服務，提高服務效率。 

（三） 進一步分析館藏數量與借閱排行榜之關聯 

本研究第四章彙整新北市立圖書館眾多館藏暢銷書之館藏數量，並提

供其與借閱排行榜比對結果，惟館藏數量與借閱排行榜之間是否存在某種

關聯，值得未來研究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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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石堂書店2012年暢銷書書目 

一、 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100年散文選 鍾怡雯主編 九歌 

2 24 個比利：多重人格分裂的紀實小說 丹尼爾．凱斯 小知堂 

3 66 號公路 吳定謙 凱特文化 

4 8 個花錢的好習慣，我一輩子不缺錢 藤川太 大樂文化 

5 Another 皇冠文化 綾 

6 BBS 鄉民的正義原創小說 林世勇小說創作 角川書店 

7 iPhone 苦．悶．台灣 曾航 人類智庫 

8 一天兩個人 鍾文音 大田 

9 一個人和麻吉吃到飽：高木直子的美味關係 高木直子 大田 

10 一個人的每一天 高木直子 大田 

11 一個人的朝聖 蕾秋．喬伊斯 馬可孛羅 

12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安德烈．科斯托蘭

尼 
商業周刊 

13 人生百忌：劉墉教你趨吉避凶 劉墉 時報文化 

14 三重死亡 彼得．詹姆斯 春天 

15 
上下管理，讓你更成功！：懂部屬想什麼、老闆要什麼，勝

出！ 

蘿貝塔‧勤斯基‧

瑪圖森 
經濟新潮社 

16 下一站 李家同 九歌 

17 凡妮莎的妻子 茱迪．皮考特 臺灣商務 

18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龍應台 天下雜誌 

19 大清風雲(第參冊)康熙大帝 鹿鼎公子 葡萄樹 

20 大清風雲〈第肆冊〉雍正王朝 鹿鼎公子 葡萄樹 

21 女朋友。男朋友 楊雅(吉吉) 時報文化 

22 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 侯文詠 皇冠文化 

23 不實用生活百科 Cherng Yang 大默文化 

24 五大賊王 6：逆血羅剎 張海帆（老夜） 奇幻基地 

25 五斗米靠腰：菜鳥 IN 起來 馬克 天下文化 

26 公司賺錢有這麼難嗎：所有創業家相見恨晚的一本書 約翰‧瓦瑞勞 李茲文化 

27 分歧者 薇若妮卡．羅斯 高寶 

28 天使的呼喚 紀優．穆索 皇冠文化 

29 天空的囚徒 
卡洛斯．魯依斯．

薩豐 
圓神 

30 少年 Pi的奇幻漂流(電影書衣珍藏版) 楊．馬泰爾 皇冠文化 

31 少年台灣 蔣勳 聯合文學 

32 日月當空〈卷一〉 黃易 時報文化 

33 日月當空〈卷二〉(含 卷一) 黃易 時報文化 

34 水漫大陸：山海經密碼 3 時報文化 阿菩 

35 世紀神探：福爾摩斯經典全集(上) 亞瑟．柯南．道爾 典藏閣 

36 以眨眼乾杯 東野圭吾 時報文化 

37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38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陳俊志 時報文化 

39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40 末日之旅(晝&夜旅程上下冊套書) 加斯汀．柯羅寧 奇幻基地 

41 末日仙境 1 鐵國王 茱莉‧香川 春天 

42 犯罪小說家 哈利．杜蘭 春天 

43 生死疲勞 莫言 麥田 

44 白雪公主非死不可 妮樂．紐豪絲 皇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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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45 交換日記 15 張妙如 大塊 

46 交辦的技術：當主管就該懂的帶人訣竅 小倉廣 大樂文化 

47 再也不綁架了 東川篤哉 新雨 

48 再見了，忍老師：浪花少年偵探團 2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49 回程 藤井樹 商周出版 

50 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望(平裝)  幾米 大塊 

51 如果那天我沒死 道格拉斯．甘迺迪 寶瓶文化 

52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難改？每天做一點

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53 有些事，這些年我才懂：小野的人生思考 小野 究竟 

54 朵朵小語：微笑日日 朵朵 大田 

55 灰燼之城：骸骨之城 3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56 老派約會之必要 李維菁 印刻 

57 老媽，我想當爽兵！ 睫毛 時報文化 

58 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新第三世界之旅 麥克．路易士 財信 

59 血宗祕謀：山海經密碼 4 阿菩 時報文化 

60 別來無恙 鄧惠文 三采 

61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62 吸血鬼日記 1：神祕的轉學生 L. J.史密斯 耕林 

63 告白 湊佳苗 時報文化 

64 完美嫌犯 李查德 皇冠文化 

65 我和妻子的「交換」日記 
列吉．德．薩莫雷

拉 
皇冠文化 

66 我的三壘手 史蒂夫‧克魯格 鸚鵡螺文化 

67 我的青春、我的 FORMOSAⅠ縫上新舌頭 林莉菁 無限出版 

68 我的過動人生 More Than Wonderful 吳沁婕 策馬入林 

69 我們不要傷心了 三采 大 A 

70 我們都是這樣彎大的：彎彎校園抒壓日記 彎彎 圓神 

71 我們曾經輝煌：美國在新世界生存的關鍵 湯瑪斯．佛里曼 天下文化 

72 
我真的要和他共度此生嗎？決定交往、結婚、分手前的 50

個觀察題 
吳若權 高寶 

73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侯文詠 皇冠文化 

74 我買過最貴的東西，是夢想 九把刀 蓋亞 

75 戒不了甜 張曼娟 皇冠文化 

76 找到你的工作好感覺：松浦彌太郎的舒服工作術 松浦彌太郎 原點 

77 
找到雪球股，讓你一萬變千萬：這樣活用巴菲特，領薪水照

樣理財致富 
溫國信 大是 

78 村上收音機 2 大蕪菁、難挑的酪梨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79 村上春樹雜文集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80 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裝死 K.Kajunsky 推守文化 

81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電影書衣版) 春天 九把刀 

82 並不很久很久以前 幾米 大塊 

83 使者 辻村深月 皇冠文化 

84 兩個祖國【下】 山崎豐子 皇冠文化 

85 夜之屋 7：焚誓 菲莉絲．卡司特 大塊 

86 夜之屋 9：決絕 菲莉絲．卡司特 大塊 

87 孤獨的美食家 久住昌之 圓神 

88 幸福，未完待續 Sophia 春天 

89 拉拉熊四格漫畫 1 AKI KONDO 布克文化 

90 放學後再推理 東川篤哉 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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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91 法老的寵妃終結篇 1：重返尼羅河 悠世 耕林 

92 玩火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93 直搗蜂窩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社 

94 空靈雞湯：從胯下界天后到勵志教主 宅女小紅 (羞昂) 自轉星球 

95 青春，低燃點：一個美麗大女孩的私心話 許雅萍（丫丫） 白象 

96 哈比人（全新修訂譯本） 托爾金 聯經 

97 型態生命力：股價漲跌最大的秘密 賴宣名(羅威) 聚財資訊 

98 後青春期的詩 九把刀 蓋亞文化 

99 洞仙歌 雅書堂 蝴蝶 

100 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奧野宣之 大田 

101 為了與你相遇 布魯斯．卡麥隆 圓神 

102 紅高粱家族 莫言 洪範書店 

103 背對背相愛 Sophia 春天 

104 苦苓的森林祕語 苦苓 時報文化 

105 風中的瑪麗娜 
卡洛斯．魯依斯．

薩豐 
皇冠文化 

106 風之名 2：智者之懼（上下冊不分售） 派崔克．羅斯弗斯 漫遊者 

107 修正 強納森．法蘭岑 新經典文化 

108 原諒 海倫．惠妮 三采 

109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10 埃及守護神 2：火焰的王座 遠流 
雷克．萊爾

頓 

111 埃及守護神 3：巨蛇的闇影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12 時光守護者(平裝) 米奇．艾爾邦 大塊 

113 時間裁縫師 
瑪麗亞‧杜埃尼亞

斯 
新經典文化 

114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I：調教 E.L.詹姆絲 春光 

115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II：束縛 E.L.詹姆絲 春光 

116 浪花少年偵探團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117 海裡有鱷魚 法畢歐．傑達 寶瓶文化 

118 真愛通話中 蘇菲．金索拉 馥林文化 

119 神來我家 Divine Misfortune A. Lee 馬丁尼茲 蓋亞文化 

120 能被小用，才是大才：27個不可不知的服務關鍵 沈方正(口述) 天下雜誌 

121 迷夜烈愛 瑰絲莉‧寇爾 四季出版社 

122 迷路原為看花開 李偉文 時報文化 

123 鬼不理大冒險(3)死者之殿 向達倫 皇冠文化 

124 鬼吹燈之撫仙毒蠱 1：墳山荒村 (含 2) 天下霸唱 普天 

125 鬼店 史蒂芬．金 皇冠文化 

126 假面飯店 東野圭吾 三采 

127 偉大的咻啦啦砰 萬城目學 皇冠文化 

128 國王遊戲(滅亡 6.08)(國王遊戲 4) (含 1 - 3) 金澤伸明 尖端 

129 國王遊戲(滅亡 6.11)(國王遊戲 5)  金澤伸明 尖端 

130 寂寞不會 橘子 春天 

131 密室的鑰匙借給你 東川篤哉 尖端 

132 將夜 02-清晨的帝國 貓膩 九星 

133 從 5萬到 10 億的夢想之路：網拍創業女王周品均的東京著衣 周品均 三采 

134 接接在日本 3 接接(Jae Jae) 商周出版 

135 推理要在晚餐後 東川篤哉 尖端 

136 推理要在晚餐後(02) 東川篤哉 尖端 

137 曹賊 06初生之犢不畏虎 庚新 典藏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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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38 曹賊 08勁拚江東霸獅 庚新 典藏閣 

139 曹賊 09河一天誅血戰 庚新 典藏閣 

140 曹賊 10梟雄烽煙四起 庚新 典藏閣 

141 深夜的文學課 威爾．拉凡德 臉譜文化 

142 深夜食堂 10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43 深夜食堂 8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44 深夜食堂 9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45 深夜食堂 4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46 深夜食堂 9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47 深夜食堂料理特輯 
Big Comic Original

編輯部 
新經典文化 

148 混血營英雄 1迷路英雄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49 混血營英雄 2海神之子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50 清掃魔 保羅．克里夫 春天 

151 祭念品 泰絲．格里森 春天 

152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基金、房地產，

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153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154 這樣做，保證你有好工作 戴晨志 商周出版 

155 這樣買股，不會受傷：我如何從 10大理論掌握買股先機 郭泰 遠流 

156 陰陽師：醍醐卷 夢枕貘 繆思文化 

157 陳婉芬行銷密碼 曾小歌 時報文化 

158 雪人（奈斯博作品集 4） 尤．奈斯博 漫遊者 

159 
麥肯錫寫作技術與邏輯思考：為什麼他們的文字最有說服

力？看問題永遠能擊中要害？ 
高杉尚孝 大是 

160 喂！喂！下北澤 時報文化 吉本芭娜娜 

161 富爸爸，賺錢時刻：挑戰有錢人的不公平競爭優勢 羅勃特．T．清崎 高寶 

162 最好的時光 穹風 商周出版 

163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米奇．艾爾邦 大塊 

164 
最貧窮的哈佛女孩：那一段飢餓、無眠與被世界遺忘的倖存

歲月 
莉姿．茉芮 商周出版 

165 盜墓筆記之藏海花 2：千年伏筆 南派三叔 普天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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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167 蛙 莫言 麥田 

168 黑心投資客炒房告白：搞懂中古屋坑錢陷阱的 17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169 黑心房仲的告白：買屋簽約前最後救命的 17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170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171 黑衣女子 蘇珊．希爾 臉譜文化 

172 微笑刻痕【圓滿版】 陳文茜 時報文化 

173 愛的可頌麵包 鄭華娟 圓神 

174 愛情限量版 劉若英 大田 

175 暗戀之外的祕密 青庭 商周出版 

176 罪行 
費迪南．馮．席拉

赫 
先覺 

177 對不起 日高由香 尖端 

178 漢娜的遺言 傑伊．艾夏 春天 

179 睡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80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莫里亞提的來信 麥可．羅伯森 臉譜文化 

181 
輕鬆滾出雪球股：當大盤下跌 1000點，他卻獲利 15%，如

何辦到？ 
溫國信 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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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82 鳳臨天下 1：錯把老虎當病貓 一世風流 耕林 

183 墮落天使 4欣狂 蘿倫．凱特 三采 

184 墮落天使外傳：墜入愛河 蘿倫．凱特 三采 

185 寬恕，是療癒的開始 吳若權 高寶 

186 蔡康永愛情短信：未知的戀人 蔡康永 皇冠文化 

187 誰殺了她 東野圭吾 獨步 

188 壁花男孩 史蒂芬‧查波斯基 高寶 

189 戰馬喬伊(電影書衣版) 麥克‧莫波格 遠流 

190 歷史守護者 1：紫色警戒 戴米恩‧迪本 遠流 

191 歷史守護者 2：紅色機密 戴米恩．迪本 遠流 

192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之六：最後希望 艾琳．杭特 晨星出版 

193 貓戰士首部曲之一：荒野新生 艾琳．杭特 晨星出版 

194 骸骨之城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195 骸骨之城 2：星燦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196 龍紋身的女孩(電影書封版)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 

197 戲劇之王:莎士比亞經典故事全集 威廉．莎士比亞 典藏閣 

198 檀香刑 莫言 麥田 

199 螺絲小姐要出嫁原創小說 金魚喬伊 時報文化 

200 謝國忠的下一個全球經濟預言 謝國忠 高寶 

201 謝謝你離開我：張小嫻散文精選 張小嫻 皇冠文化 

202 颶光典籍首部曲 奇幻基地 
布蘭登．山

德森 

203 獵月：骸骨之城 4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204 藏富：我用基金賺到一輩子的財富 林奇芬 高寶 

205 離開你，找到真正的自己 吳若權 高寶 

206 藥窕淑女 7 琴律 麥田 

207 麒麟之翼 東野圭吾 獨步 

208 鐵意志與柔軟心：張榮發的 33 個人生態度 張榮發口述 天下文化 

209 
魔球：一個勇敢面對自己，逆轉勝的真實故事(電影書封珍藏

版)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210 彎彎塗鴉日記 6：可不可以繼續幼稚！？ 彎彎 自轉星球 

211 權證小哥教你十萬元變千萬 權證小哥 SMART 

212 
讀論語，有什麼用？2500年前的一本書，告訴你現今最務實

的做人道理 
渡邊美樹 大是 

213 讓錢自己流進來 陳光 布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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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119父母 李國修 平安文化 

2 2012大蕭條 哈利‧鄧特二世 商周出版 

3 2013年開運大預言之蛇來運轉 春光編輯室 春光 

4 2013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唐立淇 訊息工作室 

5 2013開運大預言 雨揚居士 臉譜文化 

6 
21K 進場，1年賺進 100 萬：當沖一哥金湯尼的小台指投

資術 
金湯尼 高寶 

7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秦嗣林 麥田 

8 30 年後，你拿什麼養活自己 溫迪 大智文化 

9 40 歲，好日子才開始：享受人生下半場，50 件該做的事 大塚壽 如何 

10 5 分鐘凍齡！DIY 美肌消脂簡易速效按摩 賴鎮源 活泉書坊 

11 620億美元的秘密：巴菲特雪球傳奇全紀錄 王寶玲 創見文化 

12 
7 天瘦肚子的神奇蔬果汁：每天賣力運動，不如早餐喝果

汁，3 天一定瘦！90道「高酵特調」果汁食譜大公開 
藤井香江 采實文化 

13 
90%的肚子一定瘦：日本最有效的「長式瘦身法」，一個

月賣力運動，比不上「60分鐘」背部運動，「全身 
長靖子 采實文化 

14 amazon.com的祕密 理察‧布蘭特 天下雜誌 

15 Apple 瑤瑤姊妹妄想曲：偷穿高跟鞋之女女寫真集 Apple(黃暐婷） 推守文化 

16 
Dr. Joyce 纖體枕全效美型瘦身法：減重、美姿、雕塑、

緊實、健康一次到位！ 
黃如玉 方舟文化 

17 Dr.南雲 7日瘦身術：年輕了 20 歲，瘦了 15公斤 南雲吉則 天下雜誌 

18 
FG 美妝年鑑 2013：236 萬網友年度推薦 Best Cosme 

2012/2013 典藏版 

Fashion Guide 風

尚數位科技 
聯合文學 

19 iPhone 苦．悶．台灣 曾航 人類智庫 

20 
Janet 的英語遊樂園：不用教科書，英語嘛 A通！(附贈專

業外師親錄超實用單字+會話+突發狀況句 MP3) 

Janet Hsieh 謝怡

芬 
捷徑文化 

21 
LuLu`s 快瘦三骨美人操：打造鎖骨╳肩胛骨╳骨盆完美

曲線，10 分鐘就瘦一圈！ 
LULU 尖端 

22 
SUPER JUNIOR7 週年巴黎戀人寫真書：Boys in City 

Season 4_Paris(豪華珍藏版) 
SUPER JUNIOR 三采 

23 The Magic 魔法 朗達．拜恩 方智 

24 The Power 力量 朗達．拜恩 方智 

25 WOW！多品牌成就王品 高端訓 遠流 

26 一口氣背中文成語學英文 劉毅 學習出版社 

27 
一定要存到 100 萬：只要學會「錢包整理術」，薪水再低，

都能存到錢 
腹肉豔子 采實文化 

28 
一直同在 Together＆Forever：我們和小英一起走過的旅

程 
蔡英文 圓神 

29 一按上菜！80道零失敗懶人電鍋料理 簡秋萍 活泉書坊 

30 
一個動作治好腰痛！疾病開始於「腰」與「臀」！連名醫

都治不好的腰痛，只要 3分鐘就可以自己治好！ 
吉田始史 采實文化 

31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力克．胡哲 方智 

32 人生有千萬個起跑點 戴晨志 商周出版 

33 十八歲的禮物 雞排妹 Ili 鴻霖 

34 又一番雨過：散文與詩 盧勝彥 大燈文化 

35 下半身決定你的健康！腰好、腿好、腳好，身體自然好 方舟文化 洪康遠 

36 口中之心：蔡衍明兩岸旺旺崛起 張殿文 遠流 

37 大店長開講：店長必修 12學分 50個開店 KnowWhy 戴勝益、周俊吉 商業周刊 

38 大資金潮：大前研一預言新興國家牽動的經濟新規則 大前研一 經濟日報社 

39 大學．中庸解讀 傅佩榮 立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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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40 女人不狠，江山不穩 翁若蜜 心經典出版 

41 小心！頸椎病就在你身邊！ 孫苓獻、賴鎮源 活泉書坊 

42 小品西方哲學家 傅佩榮 時報文化 

43 
不加班的便利貼工作術：整理頭腦、管理時間、生產創意、

達成目標，一切都能解決！ 
 (山鳥)裕之 平安文化 

44 不計較，感謝那些利用你的人！ 黃德惠 啟思 

45 不寂寞，也不愛情 許常德 時報文化 

46 不管怎樣，別小看自己！ 黃德惠 啟思 

47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你把身邊的腦殘

變幹才 
石田淳 如果 

48 分好類超好背 7000 單字(附 1MP3) 張翔 知識工場 

49 
升起你的靈性天線：下載榮耀版的自己(附 Jiro 本源擴展

靜心 CD & 2012-2013行星能量轉換表) 
Yantara Jiro 方智 

50 反崩壞：打破 99：1 阮慕驊 葉子 

51 手作美式蝴蝶結，給我的小公主 JTmama Lin 世茂 

52 日日(No.1) 日日編輯部 大藝出版 

53 月薪二、三萬，未來怎麼辦？Ⅱ 三年內也能存到一百萬 史琨 大智文化 

54 月薪兩、三萬未來怎麼辦?III 買房繳房貸，做個富二代 史琨 大智文化 

55 王者之爭：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的世紀對決 謝哲青 圓神 

56 王道：未來 3.0(附 1CD)(軟精) 王寶玲 創見文化 

57 北島相遇 Wish you were here.  
陳意涵 Chen Yi 

Han 
凱特文化 

58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59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60 召喚幸福暖手作！丹塔的療癒密碼小襪娃 丹塔 三采 

61 台股潛規則四季爆：揭穿表裡不一，股市自得其樂 聚財資訊 王仲麟 

62 布可思議的色彩空間：丁薇芬不動大工時尚布料輕裝修 丁薇芬 台灣凌速姊 

63 
打通英語學習任督二脈：英語名師 Lynn的自然發音課(含

1 片發音教學 DVD+1 片 MP3) 
龔玲慧 商周出版 

64 正能量 鮑耶 大智文化 

65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66 生命如此富有：活出天賦潛能的心靈密碼 丹．米爾曼 心靈工坊 

67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彭明輝談困境與抉擇 彭明輝 聯經 

68 丟掉 50個壞習慣，懶熊也能訂做成功新生活！ 美崎榮一郎 漫遊者 

69 
全能住宅建材大百科：磁磚、石材、木地板、氣密窗，自

力裝潢必懂的 10種好建材 

蘋果日報地產新

聞中心 
推守文化 

70 吃當季盛產，最好！ 李內村（李泰康） 時報文化 

71 吃對保健食品！江守山醫師教你聰明吃出真健康 江守山 新自然主義 

72 回家：賴佩霞二十年修行告白 賴佩霞 早安財經 

73 好媽媽勝過好老師Ⅱ 尹建莉 人類智庫 

74 
存好股，我穩穩賺：沒有飆股的年頭，一六八曲線幫你賺

百萬 
溫國信 大是 

75 安靜，就是力量：內向者如何發揮積極的力量！ 蘇珊．坎恩 遠流 

76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難改？每天做

一點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77 有日光的地方 黃國華 先覺 

78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Ⅱ：重拾簡單的力量 韓梅梅 悅知文化 

79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80 肉魯玩台灣 2天 1夜私房小旅行 肉魯(鄭兆翔) 欣傳媒 

81 舌尖上的良藥：分解蔬果根莖葉對症速查全書 賴鎮源 活泉書坊 

82 血型小將 ABO 2 朴東宣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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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83 血型小將 ABO 3 朴東宣 時報文化 

84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要的一堂課 
克雷頓．克里斯

汀生 
天下文化 

85 均準飲食，順便瘦身 洪泰雄 原水文化 

86 宋楚瑜與斯土斯民的深情故事 大官文化工坊 成信文化 

87 
床上：心理學家才懂的性愛誘惑心理學(全世界 25 萬對夫

妻受惠) 
凱文．李曼 野人文化 

88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89 我的 30個工作天：《桃姐》拍攝日記 劉德華 推守文化 

90 我的大話人生：大話新聞停播始末&我所認識的鄭弘儀 鍾年晃 前衛 

91 我的台灣想像 嚴長壽 天下文化 

92 我是盧廣仲！耶：100種熱血生活週記 盧廣仲 三采 

93 我們曾經輝煌：美國在新世界生存的關鍵 湯瑪斯．佛里曼 天下文化 

94 投手的心靈密碼：增進表現的手冊 
Harvey A. 

Dorfman 
科正國際 

95 每天清除癌細胞：陳月卿全食物養生法 陳月卿 時報出版 

96 沉思錄 2：一念之間由逆轉勝 鄭令 人類智庫 

97 沒錢，怕什麼 泰利‧艾倫 大智文化 

98 男人愛扣分，女人愛加分？戀愛，是場至死方休的 RPG! 阿宅(徐哈克) 趨勢文化 

99 走在趨勢之前 林靜君 商周出版 

100 奇怪的日本人，奇妙的日本語 
蔡慶玉(文)、香

菇(圖) 
時報文化 

101 
奈大嬸變 XS 小姐!!：大食女 49 天甩肉排毒奇蹟變身全搞

定 
貴婦奈奈 趨勢文化 

102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方智 近藤麻理惠 

103 抱願，不抱怨 釋果東 有鹿文化 

104 拒糖．抗老化：Dr張大力日本美容若返研究美學 張大力 博思智庫 

105 東京藥妝美研購(彩圖版) 鄭世彬 晶冠 

106 林書豪旋風：Lincredible 17 時報編輯部 時報文化 

107 法意教你 Y!選股獲利秘技 法意 法意研究部 

108 直說無妨：非常關係 2 鄧惠文 平安文化 

109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坎貝爾 正智 

110 股市大贏家Ⅱ 陳進郎 今周刊 

111 花漾記 南方島電影 凱特文化 

112 
侯佩岑‧微時尚：風衣、內搭背心、牛仔褲，進入時尚領

域最簡單的實戰筆記 
侯佩岑 推守文化 

113 孩子，我要你做自己：台灣媽媽╳以色列爸爸╳愛的教育 吳維寧 旺旺 

114 孩子知道 你愛他嗎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

己 

115 幽默，讓你更亮眼：用笑聲趕走壓力，用幽默取代憤怒 戴晨志 核心文化 

116 很老很老的老偏方 : 把小病一掃光 朱曉平 康鑑 

117 挑 / 戰 我 / 的 / 不 / 完 / 美 / 宥勝 時報文化 

118 
毒物專家絕不買的黑心商品：吃的、用的東西，90%都含

毒，跟著專家減毒過生活，健康自然 
吳家誠 時報文化 

119 洋蔥炒蛋到小英便當：蔡英文的人生滋味 蔡英文 采實文化 

120 活用 KD技術分析：KD 的關鍵使用技巧 賴宣名 圓神 

121 活著自有用處 黃子容 聚財資訊 

122 流通教父徐重仁青春筆記：一生感動一生青春 徐重仁、莊素玉 天下雜誌 

123 為土地種一個希望：嚴長壽和公益平台的故事 嚴長壽 天下文化 

124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年收入 200倍法則！改變 25

萬人的錢包增值術！ 
龜田潤一郎 平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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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25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全球瘋行的習慣改造指

南 
查爾斯．杜希格 大塊 

126 看得到的化學：你一輩子都會用到的化學元素知識 西奧多．葛雷 大是 

127 看圖抓飆股：飆風戰法 張銘忠 玩股網 

128 美齒聖經：打造完美臉龐的終極曲線 陳忠明 好友文化 

129 美齒聖經－打造完美臉龐的終極曲線 陳忠明 好友文化 

130 美魔女養成攻略 : 戴文瑛的無齡秘方 戴文瑛 金塊 

131 背包客一定要會的英文便利句 張翔 知識工場 

132 
英文 E-mail 好好貼萬用大全(一貼稿定求職、留學生活、

考題篇) 

張翔、林奇臻、許

詔軒 
知識工場 

133 英文 E-mail 好好貼萬用大全：一貼搞定商用職場篇 張翔 知識工場 

134 
要瘦就瘦，要健康就健康：把飲食金字塔倒過來吃，就對

了！ 
賴宇凡 如果 

135 
要贏，沒有祕密：創造高績效與高滿足感的 10 個關鍵對

話 
卜凱莉、劉維萍 天下雜誌 

136 食在有健康 潘懷宗 庫立馬 

137 食物配對不生病！菜籃族不可不知的食材宜忌隨身本 賴鎮源 活泉書坊 

138 首爾我來囉！美食×咖啡×暖男的私房旅記 
台灣妞，奧莉薇

小 K 
電腦人 

139 
俯瞰力：【斷捨離】心靈實踐篇！建立更深刻的洞察、更

高遠的觀點、更寬廣的視野，成為具備決斷力與行動力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140 借力淘金！最吸利的鈔級魚池賺錢術 鄭錦聰 創見文化 

141 哭完就好，事情哪有這麼嚴重！ 長澤玲子 啟思 

142 唐立淇 2012 星座運勢大解析 唐立淇 臺視文化 

143 氣樂 x東京：孫協志 東京小旅行 孫協志 凱特文化 

144 氧生：21 世紀最有效的防癌新革命 
張安之、方鴻明、

李石 
時報文化 

145 海賊王驚點語錄：海賊王教我的 50件事 冒牌生 平裝本 

146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147 真誠的力量：五星級人格特質貫穿於平凡人的見證與事蹟 陸莉玲 商訊文化 

148 神奇的一氧化氮 斐里德‧穆拉德 晨星出版社 

149 秘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50 納豆剛剛好的練習 納豆 啟動 

151 記得你是誰：哈佛的最後一堂課（修訂版） 戴西．魏德蔓 天下雜誌 

152 送你一首智慧的歌 洪啟嵩 網路與書 

153 做第１名的業務：升級超級業務王的 10 大黃金能力 王寶玲 創見文化 

154 啟動夢想吸引力 王莉莉 創見文化 

155 
從現在開始學英文還有救！5 週學完美國大學生都在用

的英文 
張翔 知識工場 

156 教育創造未來 洪蘭 天下文化 

157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基金、房地產，

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158 荷歐波諾波諾的幸福奇蹟 
伊賀列阿卡拉．

修．藍 
方智 

159 被囚禁的台灣：國共聯手構陷本土政權陰謀侵吞台灣 袁紅冰 杜葳 

160 這樣做，保證你有好工作 戴晨志 商周出版 

161 都鐸王朝：英國史實全紀錄 王擎天 典藏閣 

162 陳婉芬行銷密碼 曾小歌 時報文化 

163 
創業教我的 50件事：一個做人、做事、做夢、做自己的

故事 
王文華 天下文化 

164 富爸爸，賺錢時刻：挑戰有錢人的不公平競爭優勢 羅勃特．T．清 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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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崎 

165 就是要玩創意！公關達人行銷術大公開(平) 徐健麟 人類智庫 

166 惡魔讀心術 2：讓小人都靠邊閃的秒殺破心術！ 內田直樹 啟思 

167 最強圖解新多益 NEW TOEIC 單字記憶術 張 翔 知識工場 

168 
猶太媽媽這樣教思考：教出守信用、能分享、會理財的好

孩子 
孫玉梅 野人文化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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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170 萌學園 4 時空戰役 東森幼幼台 高寶 

171 超級健康食物排行榜-超級健康書 陳彥 康鑑 

172 超譯尼采 尼采(原著) 商周出版 

173 
塑身女皇完美曲線伸展操 (示範解說 DVD+美體計畫

BOOK+伸展操大海報) 
鄭多蓮 方智 

174 塑身女皇美胸、美腹、美臀 Dance (附 75分鐘 DVD ) 鄭多蓮 方智 

175 塑身女皇教你打造完美曲線(附贈完美曲線操 DVD) 鄭多蓮 方智 

176 
微笑走出自己的路：施振榮的 Smile 學，20 堂創業、創

新、人生課 
施振榮 天下文化 

177 想念，卻不想見的人 肆一 三采 

178 愛上自己的不完美 張德芬 方智 

179 愛自己，就算一個人又怎樣！ 姚如雯 啟思 

180 愛自己：我愛你，但是我更愛我自己 女王 圓神 

181 愛情覺醒地圖：讓你受苦的是你對愛情的錯誤信念 李欣頻 平安文化 

182 當業務就該知道的成交潛規則 洪傳治 創見文化 

183 解籤 王儷容 時報文化 

184 詹惟中 2013 開運農民曆 詹惟中 尖端 

185 詹惟中教你好運就是這樣來 詹惟中 漢湘文化 

186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森 天下文化 

187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葛瑞琴‧魯賓 早安財經 

188 零蛋英文老師：從大專聯考 0 分到搶手的美語教學專家 龔玲慧 商周出版 

189 
零痠痛！人體正確使用姿勢書：脊椎校準坐、臥、站、走

的零壓迫動作圖解 
艾絲特．高克蕾 大寫出版 

190 敲開你的心扉：起信的祕密 盧勝彥 大燈文化 

191 盡力就好，天塌下來又怎樣！ 金盛浦子 啟思 

192 
精品咖啡學(上)淺焙、單品、莊園豆，第三波精品咖啡大

百科 
韓懷宗 推守文化 

193 
精‧瘦‧美 KIMIKO’S 明星指定美型課：不卯起來動、

汗不白流，40堂關鍵精瘦美型書（隨書附超值 40分 
kimiko 三采 

194 誤診誤醫 許達夫 時報文化 

195 

說服各種人的聰明問話術：要什麼答案，就要知道怎麼

問，日本最受歡迎的心理學家教你「誘導式問話法」，這

樣 

內藤誼人 采實文化 

196 輕鬆駕馭意志力：史丹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心理素質課 凱莉．麥高尼格 先覺 

197 億萬財富讚出來：非試不可的網路致富祕訣 吳錦珠 聯合文學 

198 
德國媽媽這樣教自律：教出堅強、獨立、寬容、節約好孩

子 
趙麗榮 野人文化 

199 樂活國民曆 彭啟明 遠流 

200 
瘦孕：孕期只重 8公斤，產後 3周速瘦，不害喜不水腫的

好孕飲食法 
邱錦伶 推守文化 

201 誰來拯救全球經濟？ 盧奇‧夏瑪 商周出版 

202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全新翻譯．全新插圖．精裝典藏版) 史賓賽．強森 平安文化 

203 請你這樣跟我過：把孩子養大不容易 超視請你跟我這 人類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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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樣過節目部 

204 請問洪蘭老師 洪蘭 天下雜誌 

205 擇食：吃到自然瘦，邱錦伶明星級的養生法 邱錦伶 推守文化 

206 擇食-吃到自然瘦，邱錦伶明星級的養生法 邱錦伶 推守文化 

207 操盤手的萬無一失投資術 張智超 商周出版 

208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209 懂的人都不說的社交心理詭計 王寶玲 創見文化 

210 懂的人都不說破的攻心冷讀術 王寶玲 創見文化 

211 營養醫學抗癌奇蹟：劉博仁醫師的抗癌成功案例分享 劉博仁 新自然主義 

212 療癒瑜伽解剖書(附 82 分鐘教學 DVD) Judy 天下雜誌 

213 薇薇安 2013 占星全面預測 薇薇安 尖端 

214 韓系百搭搶眼裝：365天都有型的穿搭祕訣大公開！ 金素熙 瑞麗美人 

215 擺脫中風威脅：你一定要知道的對策(雙色) 
壢新醫院中風醫

療中心 
晶冠 

216 
斷捨離：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多餘的廢物，脫離對物

品的執著，改變 30 萬人的史上最強人生整理術！ 
山下英子 平安文化 

217 醫療崩壞！沒有醫生救命的時代 亮亮 貓頭鷹 

218 鐵意志與柔軟心：張榮發的 33 個人生態度 張榮發口述 天下文化 

219 
魔球：一個勇敢面對自己，逆轉勝的真實故事(電影書封

珍藏版)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220 彎彎不歪腰玩樂筆記 彎彎 角川書店 

221 權謀至尊司馬懿 秦濤 遠流 

222 靈異大驚奇 貝瑪嘉措咒師 朗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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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經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2012大蕭條 哈利‧鄧特二世 商周出版 

2 
21K 進場，1年賺進 100萬：當沖一哥金湯尼的小台指投資

術 
金湯尼 高寶 

3 
3 天搞懂股票買賣：「靠股票賺錢」需要的常識，一問一答

間，輕鬆學起來！ 
梁亦鴻 寶鼎 

4 
3 天搞懂美股買賣：不出國、不懂英文，也能靠蘋果、星巴

克賺錢 
梁亦鴻 寶鼎 

5 30 年來最好投資機會：在金融風暴中危機入市 
大衛．魏德默、羅

伯 
時報文化 

6 30 歲後，你拿什麼養活自己 張笑恆 海鴿 

7 40 歲，好日子才開始：享受人生下半場，50 件該做的事 大塚壽 如何 

8 
45 歲前做對九件事，存摺多 1000萬：無痛儲金術，教你輕

鬆存到錢 
謝富旭 如何 

9 620億美元的秘密：巴菲特雪球傳奇全紀錄 王寶玲 今周刊 

10 8 個花錢的好習慣，我一輩子不缺錢 藤川太 創見文化 

11 amazon.com的祕密 理察‧布蘭特 天下雜誌 

12 FBI 教你讀心術：看穿肢體動作的真實訊息 喬．納瓦羅 大是 

13 IKEA的真相 約拿．史丹納柏 早安財經 

14 iPhone 苦．悶．台灣 曾航 人類智庫 

15 K 線實戰秘笈 陳霖 怡美 

16 WOW！多品牌成就王品 高端訓 遠流 

17 
一分鐘把話說完，才是好主管：下指令、做說明的技術，部

屬一聽就懂 
沖本留里子 大是 

18 一次就懂：怪老子帶你看懂財報選好股 蕭世斌 SMART 

19 
一定要存到 100 萬：只要學會「錢包整理術」，薪水再低，

都能存到錢 
腹肉豔子 采實文化 

20 
人生，我選擇「以上皆是」：奧美最年輕董事總經理寫給女

人的打氣書 
唐心慧 如何 

21 
三星成長 300倍的祕密：揭露管理鬼才李健熙的 27個致勝

關鍵 
金炳完 商周出版 

22 三星揭密：推動第一神話的 16 位關鍵 CEO 洪夏祥 商周出版 

23 
上下管理，讓你更成功！：懂部屬想什麼、老闆要什麼，勝

出！ 

蘿貝塔‧勤斯基‧

瑪圖森 

經濟新潮

社 

24 口中之心：蔡衍明兩岸旺旺崛起 張殿文 遠流 

25 大店長開講：店長必修 12學分 50個開店 KnowWhy 
戴勝益/ 周俊吉/ 

李明元/ 尤子彥 
商業周刊 

26 大停滯：全球經濟陷入漸凍，如何擺脫困局? 泰勒‧柯文 早安財經 

27 大債時代：第一本看懂全球債務危機的書 約翰．蘭徹斯特 早安財經 

28 大資金潮：大前研一預言新興國家牽動的經濟新規則 大前研一 
經濟日報

社 

29 大難時代 瑪格麗特．赫弗南 漫遊者 

30 川普、清崎點石成金 唐納．川普 商周出版 

31 工廠女孩 Factory Girl 張彤禾 樂果 

32 
不加班的便利貼工作術：整理頭腦、管理時間、生產創意、

達成目標，一切都能解決！ 
嶋 裕之 平安文化 

33 不花錢學筆記王 繁星多媒體 繁星 

34 不看盤，獲利更簡單：邁向財富自由的 30顆阿斯匹靈 阿斯匹靈 法意 

35 不看盤-每月輕鬆賺 20 萬 威廉‧克頓 雲國際 

36 
不買飆股，年均獲利 40%：在股市中永保獲利，你得「不做」

哪五件事？ 
喬伊‧葛林布雷 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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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37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你把身邊的腦殘變

幹才 
石田淳 如果 

38 中國經濟大蕭條還有多遠 劉軍洛 時報文化 

39 公司賺錢有這麼難嗎：所有創業家相見恨晚的一本書 約翰‧瓦瑞勞 先覺 

40 
公平賽局：經濟學家與女兒互談經濟學、價值，以及人生意

義 
史帝文．藍思博 

經濟新潮

社 

41 
六個習慣，做主管不怕遇上爛團隊：成功主管一定要具備的

反射能力 

約翰‧奇歐菲、肯‧

威利格 
大樂文化 

42 反崩壞：打破 99：1 阮慕驊 葉子 

43 引爆需求：讓顧客無可救藥愛上你的 6個祕密 
史萊渥斯基、卡

爾．韋伯 
天下雜誌 

44 
文案大師教你精準勸敗術：第一次行銷寫作，你如何找出熱

賣語感與動人用字？ 
羅伯特．布萊 大寫出版 

45 月薪二、三萬，未來怎麼辦？Ⅱ 三年內也能存到一百萬 史琨 大智文化 

46 月薪兩、三萬未來怎麼辦?III 買房繳房貸，做個富二代 史琨 大智文化 

47 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陳文茜 時報文化 

48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49 台股潛規則四季爆：揭穿表裡不一，股市自得其樂 王仲麟 圓神 

50 台商連鎖店進軍中國 樓蘭、譚湘龍 時報文化 

51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52 打造將才基因 2：將將 杜書伍 天下雜誌 

53 永遠懷抱希望：柳井正給所有人的再成長計畫 柳井正 天下文化 

54 交辦的技術：當主管就該懂的帶人訣竅 小倉廣 大樂文化 

55 在飛機上遇見彼得．杜拉克：真希望開店前就知道的事 林總 高寶 

56 
好主管得學會罵人：半年創造業績第一的奇蹟主管，傳授一

定奏效的管理術 
齋藤直美 大田 

57 
存好股，我穩穩賺：沒有飆股的年頭，一六八曲線幫你賺百

萬 
溫國信 大是 

58 
成功者沒告訴你的 33個好習慣：誰說本性難改？每天做一

點小小改變，人生馬上大逆轉！ 
兒玉光雄 采實文化 

59 成功者筆記本的時間秘密 美崎榮一郎 大田 

60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61 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新第三世界之旅 麥克．路易士 財信 

62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要的一堂課 
克雷頓．克里斯汀

生 
天下文化 

63 你會管人嗎？輕鬆解決主管最常見的 7大困擾 亞倫．巴克 臉譜文化 

64 你說的，對方都買單！答得漂亮，就能說服所有人  馬克．麥尼卡 大樂文化 

65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66 
我用死薪水輕鬆理財賺千萬：16歲就能懂、26 歲就置產的

投資祕訣 
安德魯．哈藍 大是 

67 我在黑道學會的 88 堂商管課 路易斯‧費倫特 三采 

68 我走過，你可以跟著走的腳步 陳婉芬、陳珮綺 天下文化 

69 我們曾經輝煌：美國在新世界生存的關鍵 湯瑪斯．佛里曼 
新經典文

化 

70 我搬走了你的乳酪 狄帕克．馬哈特拉 高寶 

71 找到你的工作好感覺：松浦彌太郎的舒服工作術 松浦彌太郎 原點 

72 抓住飆股輕鬆賺 朱家泓 原富 MON 

73 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 12 封信 Jim Rogers 遠流 

74 李嘉誠談做人‧做事‧做生意全集 王祥瑞 大都會 

75 每月 1500，輕鬆滾出 3 千萬 保羅．盧比洛 時報文化 

76 每星期四，都是翻身的機會：連傻瓜也能年收千萬的成功絕伊藤喜之 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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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招 

77 沒錢，怕什麼 泰利．艾倫 大智文化 

78 走在趨勢之前 林靜君 商周出版 

79 走進我的交易室 亞歷山大‧艾爾德 大牌出版 

80 受教：赤貧囝仔詹世豪千萬致富之路 詹世豪 商業周刊 

81 房子這樣買：完全解答購屋 108問 蘇于修 聯經 

82 法意教你 Y!選股獲利秘技 法意研究部 寂寞出版 

83 玩美法藍瓷 陳立恆 圓神 

84 股市大贏家Ⅱ 陳進郎 今周刊 

85 
股市提款機（贏家增修版）：唯一敢公開當沖交割單的天才

操盤手 
陳信宏 聚財資訊 

86 股市憲哥教你說對話有人緣又賺大錢 賴憲政 SMART 

87 型態生命力：股價漲跌最大的秘密 賴宣名(羅威) 聚財資訊 

88 活用 KD技術分析：KD 的關鍵使用技巧 賴宣名 聚財資訊 

89 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奧野宣之 大田 

90 活用股市技術分析：股市登峰逃頂的藝術 賴宣名 聚財資訊 

91 流通教父徐重仁青春筆記：一生感動一生青春 徐重仁、莊素玉 天下雜誌 

92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年收入 200倍法則！改變 25 萬

人的錢包增值術！ 
龜田潤一郎 平安文化 

93 
為什麼別人選的基金總是賺？財金名師朱岳中教你看對指

數、挑對基金 
朱岳中 

經濟日報

社 

94 看圖抓飆股：飆風戰法 張銘忠 玩股網 

95 美元末日：你不敢面對的最後一個全球經濟大泡沫 朱冠華 如果 

96 要贏，沒有祕密：創造高績效與高滿足感的 10 個關鍵對話 卜凱莉、劉維萍 天下雜誌 

97 訂價耍心機：9種讓顧客心甘情願掏錢的價格制定術 
賈莫漢．羅傑、張

忠 
商業周刊 

98 郎咸平說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 郎咸平 高寶 

99 借力淘金！最吸利的鈔級魚池賺錢術 鄭錦聰 創見文化 

100 原來，有錢人都在做這些祕密小動作 三宅裕之 三悅文化 

101 
留美醫生教你「出租績優股」每月賺 3%現金：一堂價值 2

萬 5千元的投資課，教你如何從股市賺現金！ 
謝宗翰 財經傳訊 

102 真誠的力量：五星級人格特質貫穿於平凡人的見證與事蹟 陸莉玲 商訊文化 

103 神祕共濟會：掌控世界的黑色心臟-insight(05) 何新 人類智庫 

104 能被小用，才是大才：27個不可不知的服務關鍵 沈方正(口述) 天下雜誌 

105 記得你 22歲的眼神 鍾子偉 商業周刊 

106 記得你是誰：哈佛的最後一堂課（修訂版） 戴西．魏德蔓 天下雜誌 

107 財務自由的世界：財務分析就是一場投資的戰爭 黃國華 先覺 

108 財務自由的講堂：財務報表是投資的偉大航道 黃國華 先覺 

109 財經記者也搞不懂的股市密碼：大師教你解讀新聞賺大錢 張真卿 財經傳訊 

110 做第１名的業務：升級超級業務王的 10 大黃金能力 王寶玲 創見文化 

111 
帶人不能用命令，一定要學會暗示的技術：62招讓自己更輕

鬆，贏得人心的暗示法則。不必把話說白，任何人都 
內藤誼人 采實文化 

112 
帶種女王的千億奇蹟：連續三十年日本保險冠軍柴田和子的

成功學 
柴田和子 商業周刊 

113 
從 5萬到 10 億的夢想之路：網拍創業女王周品均的東京著

衣 
周品均 三采 

114 從法人手中賺到錢：全台第一本類股籌碼分析全攻略 林洸興 高寶 

115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基金、房地產，

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116 這樣做，保證你有好工作 戴晨志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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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17 這樣買股，不會受傷：我如何從 10大理論掌握買股先機 郭泰 遠流 

118 陳婉芬行銷密碼 曾小歌 時報文化 

119 麥肯錫教我的思考武器：從邏輯思考到真正解決問題 安宅和人 
經濟新潮

社 

120 
麥肯錫寫作技術與邏輯思考：為什麼他們的文字最有說服

力？看問題永遠能擊中要害？ 
高杉尚孝 大是 

121 麥凱銷售聖經 哈維‧麥凱 時報文化 

122 
創業教我的 50件事：一個做人、做事、做夢、做自己的故

事 
王文華 天下文化 

123 富爸爸，富女人：態度決定你的荷包深度 金．清崎 高寶 

124 富爸爸，窮爸爸(十週年紀念版) 羅勃特．T．清崎 高寶 

125 富爸爸，賺錢時刻：挑戰有錢人的不公平競爭優勢 羅勃特．T．清崎 高寶 

126 就是要玩創意！公關達人行銷術大公開(平) 徐健麟 人類智庫 

127 敢拚．能賺．愛玩：王品，從細節中發現天使 王國雄 遠流 

128 
最困難的事，別交給最有能力的人：這些帶人技巧，你最好

早點知道 
史都華‧懷俄特 大樂文化 

129 期貨投機默示錄 竇偉誠 致祿 

130 犀利媽教你股市提款不求人 周亞瓊 SMART 

131 給你一間公司，看你怎麼管？30歲前學會當主管的實戰筆記 南勇 推文社 

132 華頓商學院的高效談判學：讓你成為最好的談判者！ 理查．謝爾 
經濟新潮

社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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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134 超專業！筆記‧備忘完全活用術 永岡書店編集部 
楓葉社文

化 

135 量價關係操作要訣 黃韋中 寰宇 

136 黃日燦看併購：台灣企業脫胎換骨的賽局 黃日燦 
經濟日報

社 

137 黑心投資客炒房告白：搞懂中古屋坑錢陷阱的 17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138 黑心房仲的告白：買屋簽約前最後救命的 17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139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140 
微笑走出自己的路：施振榮的 Smile 學，20 堂創業、創新、

人生課 
施振榮 天下文化 

141 
想好了就豁出去：人生不能只做有把握的事，鞋王謝家華這

樣找出勝算 
謝家華 大是 

142 
搶救 35歲：經濟不可能「有感」復甦，該怎麼過才有好日

子？ 

NHK「日本的明天」

計畫 
大是 

143 新手一看就懂的股市分析 張凱文 茉莉 

144 新領導力：克服危機時代的領導者條件 大前研一 商周 

145 業務員就要像演員：讓業績飆升 10倍的祕密 茱莉．韓森 三采 

146 當沖上班族：庶民經濟新行業 黃唯碩 聚財資訊 

147 當股神來敲門：炒股，狠賺十倍不是夢 陳璨瑋 聚財資訊 

148 當業務就該知道的成交潛規則 洪傳治 創見文化 

149 經濟成長末日：薪資退、物價漲，經濟冰河期你該怎麼辦? 理察．海恩堡 大牌出版 

150 經濟學人權威預測：2050趨勢巨流 

丹尼爾．富蘭克

林、約翰．安德魯

斯  

天下雜誌 

151 賈伯斯傳(軟精裝版) 華特．艾薩克森 天下文化 

152 賈語錄 張慧男 金牛頓 

153 跟著貨幣去旅行：首席外匯策略師教你輕鬆玩、聰明賺 陳有忠 葉子 

154 零與無限大：許文龍幸福學 許文龍口述 早安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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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55 圖解貨幣學 林祖儀 易博士 

156 圖解整理術：工作上 85％的錯誤可以靠整理術解決！ 
SANCTUARY 

BOOKS 
大田 

157 漫畫讀通柯維成功學 史蒂芬．柯維 就是創意 

158 綠金企業：從 IT 到 ET，開創新藍海 朱博湧 天下文化 

159 
說服各種人的聰明問話術：要什麼答案，就要知道怎麼問，

日本最受歡迎的心理學家教你「誘導式問話法」，這樣 
內藤誼人 采實文化 

160 
輕鬆滾出雪球股：當大盤下跌 1000點，他卻獲利 15%，如

何辦到？ 
溫國信 大是 

161 億萬財富讚出來：非試不可的網路致富祕訣 吳錦珠 聯合文學 

162 
寫封與工作無關的信，給部屬：一個年輕主管創造升遷奇蹟

的真實故事 
 田坂廣志 大是 

163 歐元末日 
約翰．范．歐佛特

韋德 
高寶 

164 誰來拯救全球經濟？ 盧奇‧夏瑪 商周出版 

165 請問大前研一：業務學專業的業務團隊企業唯一的生存之道 大前研一 天下雜誌 

166 賣什麼都賣翻天：好業務，賣什麼都賺錢！ 大偉‧凱爾 意識 

167 操盤手的萬無一失投資術 張智超 商周出版 

168 獲利世代：自己動手，畫出你的商業模式 
亞歷山大．奧斯瓦

爾德等人 
早安財經 

169 謝國忠的下一個全球經濟預言 謝國忠 高寶 

170 賺錢業務員與差勁業務員不同的 50個習慣 菊原智明 大樹林 

171 鍛練思考體力 西成活裕 
楓書坊文

化 

172 獵豹財務長給投資新手的第一堂課 郭恭克 商周出版 

173 簡單讀懂麥可‧波特：活用競爭策略必讀經典 瓊．瑪格瑞塔 天下雜誌 

174 
簡報教主教你的 80 堂說服課：從林肯、馬克吐溫到歐普拉，

他們都這樣說服別人 
傑瑞‧魏斯曼 漫遊者 

175 藏富：我用基金賺到一輩子的財富 林奇芬 高寶 

176 闖世代：就用熱血打敗全球倦業潮吧！ 
詹姆士．馬歇爾．

瑞利 
大寫出版 

177 關鍵 K線：看懂 K線關鍵不求人 黃肇基 聚財資訊 

178 蘋果內幕 亞當．藍辛斯基 大塊 

179 鐵意志與柔軟心：張榮發的 33 個人生態度 張榮發口述 天下文化 

180 顧客爽快掏錢術：商品不打折卻賣得好的經營法則 村尾隆介 本事文化 

181 
魔球：一個勇敢面對自己，逆轉勝的真實故事(電影書封珍藏

版)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182 攤開地圖，掌握全球最熱議題 造事務所 聯經 

183 權證，這樣賺就對了！ 潘俊賢 
經濟日報

社 

184 權證小哥教你十萬元變千萬 權證小哥 SMART 

185 
讀論語，有什麼用？2500年前的一本書，告訴你現今最務實

的做人道理 
渡邊美樹 大是 

186 
讓人人都挺你的「同心圓工作術」：UNIQLO 創造日本第一

的團隊吸引力法則 
田中雅子 本事文化 

187 讓錢自己流進來 陳光 布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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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輕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特殊傳說 0.5：決戰生死棋 護玄 蓋亞 

2 39(上卷) 吾命騎士 御我 天使出版 

3 皇蛾 蝴蝶 雅書堂 

4 少年陰陽師(貳拾玖)消散之印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5 沉月之鑰(卷五)封祭 水泉 天使出版 

6 妖火：異遊鬼簿 笭菁 春天 

7 少年陰陽師(貳拾柒)狂風之劍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8 如果當時不放手 夢三生 尖端 

9 沉月之鑰(卷外)畫夢 上部 水泉 天使出版 

10 惡鄰(案簿錄 2) 護玄 蓋亞文化 

11 吾命騎士(卷 8)終結魔王(下卷) 御我 天使出版 

12 我的不良男友 2 藤子 三采 

13 風動鳴(17)煦光夢迴 中部 水泉 天使出版 

14 風動鳴(18)煦光夢迴 下部 水泉 天使出版 

15 特殊傳說 新版 vol.5 水之妖精 護玄 蓋亞 

16 獵命師傳奇卷十九 九把刀 蓋亞文化 

17 特偵十 II 食嬰的鬼婆 金鉑鉑 三日月 

18 新版特殊傳說 vol.3 闇之競賽 護玄 蓋亞文化 

19 十世轉生Ⅱ(05)薔薇色童話(完) 南方玫瑰 天使出版 

20 
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卷六 嫣然一笑新妝

就，春園海棠花獨妍 
關心則亂 三采 

21 傭兵公主 vol.2 獸王．時之刻 香草 魔豆文化 

22 新版特殊傳說 vol.4 湖之鎮的對決  護玄 蓋亞文化 

23 死亡病簿之一屍控 笭菁 邀月文化 

24 沉月之鑰(卷外)畫夢 下部 水泉 天使出版 

25 傭兵公主 vol.1 南方歸來的公主 香草 魔豆文化 

26 新黃泉委託人(1)死神印記 龍雲 明日工作室 

27 穿越變蘿莉(8) 白日幻夢 銘顯 

28 三嫁 (上) (下) 汀風 麥田 

29 死魂葬-異遊鬼簿 3 笭菁 明日工作室 

30 城隍賽米絲物語(3) 蒼葵 銘顯 

31 城隍賽米絲物語(4) 蒼葵 銘顯 

32 逐藍 03 水泉 天使出版 

33 城隍賽米絲物語(1) 蒼葵 銘顯 

34 傭兵公主 vol.6 破曉之光(完) 香草 魔豆文化 

35 重紫 1：朝朝暮暮 蜀客 三采 

36 鳳臨天下 8：史上最「火」蜜月 一世風流 耕林 

37 藥窕淑女 10(完)  琴律 麥田 

38 木槿花西月錦繡卷一 海飄雪 角川書店 

39 鳳臨天下 10：宿命的逆襲（完） 一世風流 耕林 

40 九全十美 3 竹某人 麥田 

41 九全十美 5 閑聽落花 麥田 

42 武道狂之詩卷十:狼行荊楚 喬靖夫 蓋亞 

43 術數師 4：秦始皇最恐怖的遺言 天航 蓋亞文化 

44 陰陽路卷六 林綠 蓋亞文化 

45 給力兔神 1：這隻兔子有點神 張廉 三采 

46 福爾摩斯貴公子 2三角漢字殺人事件 愛紗無邊 典藏閣 

47 九全十美 2 閑聽落花 麥田 

48 九龍夜族 9：世界最後之夜 奇梵 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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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49 我和神仙有個約會 1：逼良為妖 柳暗花溟 三采 

50 福爾摩斯貴公子 3超能山莊殺人事件 愛紗無邊 典藏閣 

51 閻王的特別助理(08) 在很久很久以前 紫曜日 天使出版 

52 我和神仙有個約會 3：半妖當自強 柳暗花溟 三采 

53 
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卷一 故園今日海棠

開，只有名花苦幽獨 
關心則亂 三采 

54 惡之娘 黃之終曲 惡之Ｐ 台灣東販 

55 月與火犬卷九：聖戰揭幕 星子 蓋亞 

56 月與火犬卷五：王子 星子 蓋亞 

57 月與火犬卷六：創世計畫 星子 蓋亞 

58 給力兔神 3：雙兔呈祥（完） 張廉 三采 

59 1/2 王子新裝版 05 御我 銘顯 

60 地獄系列第十部地獄法則 Div 春天 

61 黯鄉魂 04 張廉 角川書店 

62 妃關天下 1廢材橫行天下!? 一世風流 耕林 

63 冥道(02)土蜘蛛與司書 紫曜日 天使出版 

64 簫傲金宮 1：滿宮萌寵 張廉 三采 

65 簫傲金宮 2：閉嘴老實做樂女 張廉 三采 

66 織女番外：夏日騷亂 醉琉璃 魔豆文化 

67 玄日狩(卷五)摯愛的惡魔(完) 御我 天使出版 

68 狐顏亂羽 5：願做鴛鴦不羨仙(完) 張廉 三采 

69 絕世小受莫小白 1：腹背夾攻 張廉 三采 

70 織女卷 5：真實與虛妄 醉琉璃 魔豆文化 

71 壞事多磨 2：救死扶傷 那只狐狸 三采 

72 妃關天下 2：無敵大靠山 (含 1) 一世風流 耕林 

73 妃關天下 3：廢材大變身 (含 1 . 2) 一世風流 耕林 

74 妃關天下番外：混世小魔王，出世！ 一世風流 耕林 

75 牡丹非花(上卷) 紫曜日 天使出版 

76 孤月行卷三 張廉 角川書店 

77 緋彈的亞莉亞(09) 赤松中學 尖端輕文學 

78 美男十二宮 2：江山如畫美男多嬌（新修版） 逍遙紅塵 三采 

79 惡魔的仙度瑞拉 5 -愛的大抉擇 尹晨伊 高寶 

80 絕世小受莫小白 2：男男授受不清 張廉 三采 

81 絕世小受莫小白 3：全民公受 張廉 三采 

82 馭妖 1：無敵花美「妖」！？ 楓飄雪 耕林 

83 織女卷 6：黑暗的呢喃 醉琉璃 魔豆文化 

84 金夫銀婦 1小魚，姐會對你負責的 張廉 三采 

85 校草愛上花 1：帝國威廉 Blue 安琪兒 耕林 

86 馭妖 3：「妖」不可貌相！ 楓飄雪 耕林 

87 妃常淡定 1：癩蛤蟆變王子 風滿渡 耕林 

88 超級偶像學園 6(完) 貓可可 耕林 

89 裏‧八仙外傳(03)END：逆轉大作戰 蒼葵 銘顯 

90 蝠星東來 06 妖怪的時空任務 藍旗左衽 鮮歡 

91 壞事多磨 3：暗流洶湧 那只狐狸 三采 

92 丹姬 1：上仙山煮飯去!? 峨嵋 耕林 

93 丹姬 2：無敵蠢朱的無敵豬 峨嵋 耕林 

94 妃關天下 10：強者的終極戰役(完)  一世風流 耕林 

95 死神祭：異遊鬼簿 2(最終回) 笭菁 明日工作室 

96 海妖 1：女海盜的權益保障 飯卡 三采 

97 迷你戀人 月星汐 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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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98 馭妖 4：「男」粉知己！？ 楓飄雪 耕林 

99 黃泉委託人(5)血戰場 龍雲 明日工作室 

100 檣行千里：君臨四海 尹晨伊 高寶 

101 靈武司兵器簿 206(第二部完)赤月騎士。凶星 紅淵 鮮歡 

102 靈武司兵器簿 301神之墓場。風起 紅淵 鮮歡 

103 靈武司兵器簿 302星之災變。終結 紅淵 鮮歡 

104 八百鬼(6)亂世風魔 振鑫 明日工作室 

105 少爺，太胡來 星野櫻 尖端 

106 幻想異聞錄(04) 天罪 天使出版 

107 肉食的情人：男公關戀愛守則(2) 原惡哉 明日工作室 

108 芙蓉仙傳之打工女仙我最大！ 竹某人 典藏閣 

109 芙蓉仙傳之保鑣女仙我最威！ 蒔舞 典藏閣 

110 芙蓉仙傳之神探女仙我最讚！ 竹某人 典藏閣 

111 春秋大夢(上) (下) 夢三生 尖端 

112 海妖 2：被包養的浪漫 飯卡 三采 

113 陰間黑市(5) 振鑫 明日工作室 

114 陰間黑市(6)(最終回) 振鑫 明日工作室 

115 零度領域新裝版(04) 貓邏 銘顯 

116 雙夜 04 DARK 櫻薰 典藏閣 

117 幻想異聞錄(07) 天罪 天使出版 

118 地府有惡女 1：「陰」緣天注定 郭小ㄚ 耕林 

119 地府有惡女 3：混世女魔王(完) 紫曜日 耕林 

120 妝鬼師(3)茉莉，啟動！ D51 明日工作室 

121 我的公爵大人 3 纖塵雪 耕林 

122 奇幻旅途卷 1 可蕊 蓋亞文化 

123 庶難從命‧終卷夫妻共榮華 輕衣微雨 藍海 

124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04) 相樂總 尖端輕文學 

125 Dr.少年解夢人 03 謎境夢遊 風念南 鮮鮮文化 

126 世界第一的魔王陛下 MAX Cup 典藏閣 

127 出包魔法使 2 竹日白 三日月 

128 冷王的孽妃 1：驚世穿越紀錄！？ 納蘭靜語 耕林 

129 妖瞳(3)惑妖之心 圈羊人 明日工作室 

130 要聽爸爸的話 02 松智洋 青文 

131 要聽爸爸的話 06 松智洋 青文 

132 鬼事顧問(參) 林佩 典藏閣 

133 殺手行不行 vol.5 全面失控 天下無聊 魔豆文化 

134 異動之刻 10：我們(完) 護玄 蓋亞 

135 絕色錦衣衛 1：皇家緋聞騷動事件 金鉑鉑 耕林 

136 絕色錦衣衛 3：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蒼葵 耕林 

137 絕色錦衣衛 4：噬血無情蠱(完) 金鉑鉑 耕林 

138 萌女闖天下 4：大俠，不如相忘於江湖！ 閑聽落花 耕林 

139 煉妖師(5) 柚臻 明日工作室 

140 煉妖師(6)(最終回) 柚臻 明日工作室 

141 群雄包圍 04 夜蛛怪盜的私語 帝柳 鮮歡 

142 群雄包圍 05 碧瞳長官的惡戲 帝柳 鮮歡 

143 嫡女策 4 西蘭 狗屋 

144 舞姬戀風傳 4花好月圓（完） 深山薰衣 三采 

145 魅牙(1)魔的約 薔薇 明日工作室 

146 貓先生的今日菜單卷貳 犬神‧男人要氣量女人要氣質 紫曜日 未來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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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47 獸妃 4：萬獸大軍 周玉 耕林 

148 獸妃 6：全面反撲 周玉 耕林 

149 獸妃 7：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完) 周玉 耕林 

150 魔法禁止(01)蔚藍之海的訪客 M.S.Zenky 天使出版 

151 魔法禁止(02) 紫衣歌者的神諭 M.S.Zenky 天使出版 

152 魔鬼紳士錄 06(完)2012的 Destiny 燃聿 鮮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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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金石堂書店 2013 年暢銷書書目 
一、 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13 年不上班卻沒餓死的祕密 米果 大田 

2 24 號的奇蹟 百田尚樹 春天 

3 61 小時 李查德 皇冠文化 

4 Debby W∞的愛情生活百科 Debby W∞ 大塊 

5 XO 傑佛瑞．迪佛 皇冠文化 

6 一個人和麻吉吃到飽：高木直子的美味關係 高木直子 大田 

7 一個人的狗回憶：高木直子到處尋犬記 高木直子 大田 

8 一無所懼 李查德 皇冠文化 

9 七年後… 紀優．穆索 皇冠文化 

10 九歌 101 年小說選 甘耀明主編 九歌 

11 九歌 101 年散文選 隱地主編 九歌 

12 十王一妃（１） 張廉 角川書店 

13 大亨小傳 (精印裝幀版) 史考特．費茲傑羅 漫遊者 

14 大亨小傳(電影書封版) 史考特．費茲傑羅 遠流 

15 大唐李白：少年遊 張大春 新經典文化 

16 大家都有病２：跟笨蛋一起談戀愛 朱德庸 時報文化 

17 大神給我愛 煙波 城邦原創 

18 女人都不說，男人都不問。 人二雄 推守文化 

19 小星星 
約翰．傑維德．倫德維

斯特 
小異 

20 小時代 1.0：折紙時代(上、下不分售) 郭敬明 本事文化 

21 不死煉金術師 1：預言中的雙胞胎 麥可．史考特 木馬文化 

22 不死煉金術師 2：投效黑暗的魔法師 麥可．史考特 木馬文化 

23 不死煉金術師 3：深不可測的女巫師 麥可．史考特 木馬文化 

24 不死煉金術師 4：入魔的死靈法師 麥可．史考特 木馬文化 

25 不妥：聶永真雜文集 聶永真 自轉星球 

26 不真心告白 Sophia 春天 

27 五斗米靠腰：人人有腰靠 馬克 天下文化 

28 五斗米靠腰：老闆不願透露的事 馬克 天下文化 

29 凶宅筆記 第二部 貳十三 知翎文化 

30 凶宅筆記(上)(下) 貳十三 知翎文化 

31 分歧者 2 叛亂者 薇若妮卡．羅斯 高寶 

32 天空的囚徒 卡洛斯．魯依斯．薩豐 圓神 

33 天罪：骸骨之城 10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34 太多幸福：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1 艾莉絲．孟若 木馬文化 

35 少年 Pi的奇幻漂流(電影書衣珍藏版) 楊．馬泰爾 皇冠文化 

36 少年台灣(青春版) 蔣勳 聯合文學 

37 日月當空〈卷七〉 黃易 時報文化 

38 日月當空〈卷九〉 黃易 時報文化 

39 日月當空〈卷八〉 黃易 時報文化 

40 日月當空〈卷十〉 黃易 時報文化 

41 日月當空〈卷十一〉 黃易 時報文化 

42 日月當空〈卷十二〉 黃易 時報文化 

43 日月當空〈卷十三〉 黃易 時報文化 

44 日月當空〈卷十五〉 黃易 時報文化 

45 日月當空〈卷十四〉 黃易 時報文化 

46 日月當空〈卷三〉 黃易 時報文化 

47 日月當空〈卷五〉 黃易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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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48 日月當空〈卷六〉 黃易 時報文化 

49 日月當空〈卷四〉 黃易 時報文化 

50 日昇之夜 夜城 12 賽門．葛林 蓋亞文化 

51 月亮先生 城邦原創 晨羽 

52 
世界雖然殘酷，我們還是……生命最痛的省思，最

美的領悟 
小野 究竟 

53 出走：用旅行找到生命的起點 黃麗穗 圓神 

54 古書堂事件手帖 03：琹子與無法抹滅的羈絆 三上延 角川書店 

55 台妹時光 陳雪 印刻 

56 失敗是一種資格，獎賞你上過擂台 九把刀 蓋亞文化 

57 失落的符號 丹．布朗 時報文化 

58 未見鍾情 I／虛擬 雲夢千里 懷觀 

59 末日之戰：政府不想讓你知道的事（電影原著小說） 麥克斯．布魯克斯 遠流 

60 末日逼近【上+中限量合購套書】 史蒂芬‧金 皇冠文化 

61 永無天日 維若妮卡‧羅西 大塊 

62 永遠的 0 百田尚樹 春天 

63 玉山點滴： 29年守山人的北峰歲月 李臺軍 推文社 

64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約翰．葛林 尖端 

65 白虎之咒 4：最終命運之浴火鳳凰 柯琳．霍克 大塊 

66 交換日記 16 張妙如、徐玫怡 大塊 

67 伊人難為二部曲 1：來找麻煩就打爆 銀千羽 耕林 

68 全都藏好了 薇比克．羅倫茲 讀癮出版 

69 共食(限) 金澤伸明 尖端 

70 冰菓(動畫書衣版) 米澤穗信 獨步 

71 冰與火之歌第三部(劍刃風暴套書) 喬治．馬汀 高寶 

72 向陽處的她 越谷治 平裝本 

73 回憶當鋪 吉野万理子 博識出版 

74 在大雪封閉的山莊裡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75 在幸福的盡頭還有 東燁（穹風） 商周出版 

76 地獄 丹．布朗 時報文化 

77 好笑華娟撞見維也納咖啡 鄭華娟 圓神 

78 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望 幾米 大塊 

79 有些事，這些年我才懂：小野的人生思考 小野 究竟 

80 此地不宜久留 李查德 皇冠文化 

81 百鬼夜行誌【塊陶卷】 阿慢 時報文化 

82 羊毛記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83 老媽，我想當爽兵！ 睫毛 時報文化 

84 血衣安娜 凱德兒．布雷克 臉譜文化 

85 行李箱男孩 琳恩．卡波布 馬可孛羅 

86 別來無恙 晨羽 城邦原創 

87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88 別相信任何貓 ( 附贈中英對照大海報 ) 馬修．英曼 圓神 

89 劫持白銀 東野圭吾 三采 

90 吸血鬼日記 2：致命的敵人 L. J.史密斯 耕林 

91 完美嫌犯【《神隱任務》電影書衣酷藏版】 李查德 皇冠文化 

92 我在離離離島的日子 苦苓 時報文化 

93 我們只有１ 馬克．柴德里斯 春天 

94 
我們從未不認識 We`ve met before：林宥嘉音樂小說

概念小說。 
林宥嘉 自轉星球 

95 我們都是這樣彎大的之：彎彎的魔法 APP 彎彎 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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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96 我殺了他 東野圭吾 獨步 

97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侯文詠 皇冠文化 

98 我當道士那些年卷七苗疆風情畫(1) 傘三 高寶 

99 我當道士那些年卷九 苗疆風情畫(3) 傘三 高寶 

100 我當道士那些年卷三：餓鬼迷霧(上)(下) 高寶 傘三 

101 村上收音機 3 喜歡吃沙拉的獅子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02 
村上有春樹，村下有搖錢樹：錢是掉進口袋，還是

腦袋？ 
郝廣才 皇冠文化 

103 杜鵑的呼喚 
羅勃‧蓋布瑞斯（J.K.

羅琳） 
皇冠文化 

104 杜鵑鳥的蛋是誰的 東野圭吾 獨步 

105 
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裝死 2 - 16 篇讓你笑到翻白眼的

婚姻小事 
K.Kajunsky 推守文化 

106 決戰王妃 綺拉．凱斯 圓神 

107 決戰王妃外傳：王子與侍衛 綺拉．凱斯 圓神 

108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09 男人想要、女人該懂的親密關係 吳若權 皇冠文化 

110 亞森．羅蘋冒險系列 21：羅蘋最後之戀（完） 莫里斯‧盧布朗 好讀 

111 兩人距離的概算 米澤穗信 獨步 

112 
和豬頭，握個手！：化解對別人的成見，與自己的

內在和解!！ 
吳若權 高寶 

113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下次見面時請讓我品嘗你煮的

咖啡 
岡崎琢磨 麥田 

114 夜之屋 10：隱現 菲莉絲．卡司特 大塊 

115 往來井井 廖金春 馥林文化 

116 拉拉熊粉絲十周年特集(贈送拉拉熊限定款托特包) 主婦與生活社 布克文化 

117 於是愛，向我們說再見 Sophia 春天 

118 波西傑克森：終極指南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19 波西傑克森：機密檔案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20 狗勇士首部曲之一：倖存者 艾琳．杭特 晨星出版社 

121 穹頂之下(上、下不分售) 史蒂芬．金 皇冠文化 

122 花之鎖 湊佳苗 時報文化 

123 花紋 山崎豐子 皇冠文化 

124 阿尼瑪 蔡智恆 麥田 

125 青春第二課 王溢嘉 野鵝出版社 

126 南方吸血鬼系列：神祕的魔法鎖 莎蓮．哈里斯 奇幻基地 

127 叛愛：骸骨之城前傳 2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128 哈比人（全新修訂譯本） 托爾金 聯經 

129 哈棒傳奇 九把刀 蓋亞文化 

130 哈棒傳奇之繼續哈棒 九把刀 蓋亞文化 

131 怒海劫 理察．菲力普斯 春天 

132 思念的長河(三毛典藏) 三毛 皇冠文化 

133 指南 DRE 寶瓶文化 

134 星星糖 (上) (下) 美嘉 平裝本 

135 派特的幸福劇本(電影書衣版) 馬修．魁克 馬可孛羅 

136 流光咖啡館 城邦原創 琉影 

137 為妳說的謊 M. L. 史黛曼 皇冠文化 

138 玻璃之城：骸骨之城 5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139 胚胎奇譚 山白朝子(乙一) 皇冠文化 

140 英雄史詩：戰爭與和平 列夫．托爾斯泰 典藏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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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41 茅山後裔(1)傳國寶璽 I(特價 99 元) 普天 大力金剛掌 

142 虐待狂刑警：蝴蝶效應殺人事件 七尾与史 尖端 

143 風起（日本文學經典重現版） 堀辰雄 新經典文化 

144 
飛上天空的輪胎：「半澤直樹」原創作者在台唯一

作品！ 
池井戶潤 新雨 

145 首席御醫 II之 1[技高一籌]  銀河九天 風雲時代 

146 首席御醫之 7：一柱擎天 銀河九天 風雲時代 

147 
香蕉太太白爛懷孕生產日記：屎上最爆笑＆最不負

責圖文紀實 
香蕉太太 尖端 

148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49 哪啊哪啊～神去村夜話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50 唐詩樂遊園套書(2冊) 張曼娟、黃羿瓅 天下文化 

151 埃及守護神 3：巨蛇的闇影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52 夏日的檸檬草 瑪琪朵 城邦原創 

153 庫特利亞芙卡的順序 米澤穗信 獨步 

154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I：調教 E.L.詹姆絲 春光 

155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II：束縛 E.L.詹姆絲 春光 

156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III：自由 E.L.詹姆絲 春光 

157 真的假的啊？(平裝) 幾米 大塊 

158 真夏方程式 東野圭吾 三采 

159 神秘海灣 塔娜．法蘭琪 皇冠文化 

160 草莓之夜 譽田哲也 圓神 

161 起點人 麗莎．普萊斯 皇冠文化 

162 陣學師：亞米帝斯學院 布蘭登．山德森 奇幻基地 

163 飢餓遊戲 蘇珊．柯林斯 大塊 

164 飢餓遊戲 2：星火燎原 蘇珊．柯林斯 大塊 

165 飢餓遊戲 3：自由幻夢 蘇珊．柯林斯 大塊 

166 鬼吹燈之山海妖塚(1)深海龍頭 天下霸唱 普天 

167 鬼吹燈之湘西疑陵(1)秦王金鼎 天下霸唱 普天 

168 假面山莊殺人事件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169 假面飯店 東野圭吾 三采 

170 偷書賊(電影書衣版) 馬格斯．朱薩克 木馬文化 

171 啟航吧！編舟計畫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2 國文課沒教的事 2：劉炯朗讀三字經 劉炯朗 時報文化 

173 國王遊戲(起源)(國王遊戲 6) 金澤伸明 尖端 

174 強風吹拂 三浦紫苑 漫遊者 

175 控制（首版） 吉莉安．弗琳 時報文化 

176 推理要在晚餐後(03) 東川篤哉 尖端 

177 曹賊（第二部）02誰人亂世奸雄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78 曹賊（第二部）03隱市升龍飛天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79 曹賊（第二部）04榮耀即吾命也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80 曹賊（第二部）05馬嘯雲動之變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81 曹賊（第二部）06叱吒男兒本色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82 曹賊（第二部）07幼麟驚世初鳴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83 曹賊（第二部）08老將怒威野望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84 曹賊（第二部）09新紮西北閻王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85 曹賊（第二部）10天命魏武永昌 庚新(風回) 典藏閣 

186 殺手，迴光返照的命運 九把刀 春天 

187 殺意必定三度降臨 東川篤哉 新雨 

188 淘寶筆記Ⅲ之 3[親賭黃金屋] 打眼 風雲時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0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89 淘寶筆記Ⅲ之 7[生命享奇蹟] 打眼 風雲時代 

190 淘寶筆記 II之 14[眼力大考驗] 打眼 風雲時代 

191 淘寶筆記 II之 7[潑天大富貴] 打眼 風雲時代 

192 淘寶筆記 II之 9[帝王墓問世] 打眼 風雲時代 

193 淘寶黃金手(卷 9)十億賭局 風雲時代 羅曉 

194 深夜食堂 10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95 深夜食堂 11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96 深夜食堂之勝手口 堀井憲一郎 新經典文化 

197 混血營英雄：混血人日記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98 混血營英雄 3：智慧印記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99 清須會議 三谷幸喜 新雨 

200 異鄉人 Outlander（上） 黛安娜．蓋伯頓 大家 

201 第七道試煉 維卡斯．史瓦盧普 皇冠文化 

202 被偷走的那五年 
黃真真、侯穎衍等(劇

本原著) 
印刻 

203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204 野蠻遊戲：動盪 黑井嵐輔 尖端 

205 野蠻遊戲：啟動 黑井嵐輔 尖端 

206 復活者聯盟：ZOM-B(2) 向達倫 皇冠文化 

207 惡之教典 (上)  貴志祐介 新經典文化 

208 惡之教典 (下)  貴志祐介 新經典文化 

209 揮霍（附 CD） 藤井樹 商周出版 

210 最幸福的一種壞：張小嫻散文精選 張小嫻 皇冠文化 

211 最後的目擊者 金柏麗‧馬克奎特 時報文化 

212 最深愛的，最寂寞 吳若權 皇冠文化 

213 無用的日子 佐野洋子 一起來出版 

214 無法呼吸 1：洶湧 瑪亞．班克斯 三采 

215 無法呼吸 2：炙熱 瑪亞．班克斯 三采 

216 無法呼吸 3：燃燒 瑪亞．班克斯 三采 

217 盜墓筆記 Q 版記事 2：小哥日記 南派三叔 普天 

218 盜墓筆記之沙海(1)荒沙詭影 南派三叔 普天 

219 盜墓筆記之沙海(3)鬼河死海 南派三叔 普天 

220 等一個人咖啡（電影書衣版） 九把刀 春天 

221 結婚才能一起宅：四小折的幸福婚禮 四小折 啟動 

222 虛幻羊群的宴會 米澤穗信 新雨 

223 超棒小說這樣寫 詹姆斯．傅瑞 雲夢千里 

224 黃河古道(2)龜葬之城 李達 普天 

225 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浪漫作品集 珍．奧斯汀 典藏閣 

226 嗜血危情 瑰絲莉．寇爾 四季出版社 

227 微笑刻痕【圓滿版】 陳文茜 時報文化 

228 愚者的片尾(動畫書衣版) 米澤穗信 獨步 

229 愛了就會活過來：蔡康永的 77 篇輕句子&甜故事 蔡康永 皇冠文化 

230 愛上兩個我原創小說 三立電視監製 角川書店 

231 愛在轉角 亞米 集夢坊 

232 愛情的抉擇 艾蜜莉．吉芬 馥林文化 

233 新巡者 盧基揚年科 圓神 

234 暖夏 穹風 商周出版 

235 滅世天使 蘇珊．易 奇幻基地 

236 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養成圖文誌 鼻妹 布克文化 

237 罪人 莉莎．芭蘭泰妮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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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38 萬能鑑定士 Q 的事件簿 4：燃燒的珍品海報 松岡圭祐 圓神 

239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240 路 吉田修一 聯經 

241 跳痛人生 時報文化 劉軒 

242 載著流星的人 晨羽 城邦原創 

243 靴下貓：每天都好幸福 TOYA YOSHIE 布克文化 

244 夢紅樓 蔣勳 遠流 

245 對不起 日高由香 尖端 

246 劍豪生死鬥 南條範夫 新雨 

247 
寫作的祕密：寫不出好故事？向百位真正的大師取

經吧！ 
喬爾根．沃夫 如果 

248 寬恕，是療癒的開始 吳若權 高寶 

249 歐遊情書：因為太美，一定要說給你聽的風景 謝哲青 圓神 

250 蔡康永愛情短信：未知的戀人 蔡康永 皇冠文化 

251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 簡媜 印刻 

252 誰無罪 費迪南．馮．席拉赫 先覺 

253 談一場不分手的戀愛 張小嫻 皇冠文化 

254 請問我是誰 莉茲．柯立 三采 

255 閱讀空氣：不白目圖解說明書 「你」 尖端 

256 戰爭遊戲(電影書封版) 歐森．史考特．卡德 天下雜誌 

257 機械天使（骸骨之城前傳）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258 糖分先生(全)甩盡甜餌釣到你 衛亞 尖端 

259 親愛的小孩 劉梓潔 皇冠文化 

260 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之六：最後希望 艾琳．杭特 晨星出版社 

261 貓戰士外傳之五：黃牙的祕密 艾琳．杭特 晨星出版社 

262 錦衣夜行第三部‧卷五：請纓出戰 月關 野人文化 

263 錦衣夜行第六部.卷四：一殺了因果 月關 野人文化 

264 錦衣夜行第六部‧卷二：帝王術 月關 野人文化 

265 錦衣夜行第六部卷三：易水寒 月關 野人文化 

266 錦衣夜行第四部‧卷一：幕府神風 月關 野人文化 

267 骸骨之城 7：墮天使之城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268 戲劇之王：莎士比亞經典故事全集 威廉．莎士比亞 典藏閣 

269 縫補靈魂的天使 法蘭辛．瑞維斯 春天 

270 縹緲．提燈卷 白姬綰 時報文化 

271 臨時空缺 J.K.羅琳 皇冠文化 

272 謎情柯洛斯 I：坦誠 希維雅．黛 新經典文化 

273 謎情柯洛斯 II：交纏  希維雅．黛 新經典文化 

274 謎情柯洛斯 III：熾愛 希維雅．黛 新經典文化 

275 謝謝你離開我：張小嫻散文精選 張小嫻 皇冠文化 

276 還是好朋友 橘子 春天 

277 獵豹（奈斯博作品集 5） 尤．奈斯博 漫遊者 

278 獵頭遊戲（奈斯博作品集 6） 尤．奈斯博 漫遊者 

279 繞遠路的雛偶(動畫書衣版) 米澤穗信 獨步 

280 藍寶石 湊佳苗 皇冠文化 

281 鏡夢：骸骨之城 6 卡珊卓拉．克蕾兒 春天 

282 關於愛，我們還不完美 鄭如晴 時報文化 

283 懸案密碼 4：第 64號病歷 猶希．阿德勒．歐爾森 奇幻基地 

284 騷動：改造灰姑娘 吉娜．L．麥斯威爾 春光 

285 蘭陵王：原創故事小說 水靈文創 
春雷文創娛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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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86 蘭陵王傳奇 張雲風 大地 

287 魔女嘉莉(電影書衣經典限量版) 史蒂芬．金 皇冠文化 

288 魔印人 3：白晝戰爭（上+下） 彼得．布雷特 Peter V. 蓋亞文化 

289 魔法使夢見完全犯罪？ 東川篤哉 三采 

290 彎彎塗鴉日記 6：可不可以繼續幼稚！？ 彎彎 自轉星球 

291 聽擊者：「你好，這裡是 110。」 席德．約拿．古騰鞡特 寂寞出版社 

292 驚恐日本：父母子的日本全火車旅行 吳祥輝 蝴蝶蘭文創 

293 體溫 以撒．馬里昂 小異 

294 靈魂的領地：國民散文讀本 凌性傑、楊佳嫻 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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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10 分鐘速料理：陳德烈的 88 道快手菜輕鬆上桌 陳德烈 日日幸福 

2 2013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唐立淇 訊息工作室 

3 2014年開運大預言之馬到成功 春光編輯室 春光 

4 2014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唐立淇 訊息工作室 

5 20 幾歲，就定位：小資 5年，成為千萬富翁的祕密 林茂盛 好的文化 

6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秦嗣林 麥田 

7 29 張當票 2：當舖裡特有的人生風景 秦嗣林 麥田 

8 
3000元開始的自主人生：50 位小資創業老闆的實戰

成功術 
古利博 天下文化 

9 

30 秒瘦肚操：激勵上萬肉肉族的 XS小姐貴婦奈奈

體驗推薦!只要 1個動作馬上瘦肚子，7 天肚子減 2

吋! 

植森美緒 采實文化 

10 30 歲後你會站在哪裡？ 狄驤 智言館 

11 57 健康同學會：破除關鍵 57 健康迷思！ 
潘懷宗、隋安德、張雅

芳 
凱特文化 

12 
99%漂亮女星都這樣妝！彩妝大師的 3Points 完美化

妝書 
梵緯 蘋果屋 

13 99 元煮一餐 鄭衍基 庫立馬 

14 A+到 A咖：A+企業教我活出精采人生 王文華 天下文化 

15 Cotton Life 玩布生活 No.12 Cotton Life 編輯部 飛天出版社 

16 Cotton Life 玩布生活 No.14 Cotton Life 編輯部 飛天出版社 

17 EMBA沒教的形象打理術：穿出職場力的 40堂課 吳孟潔 經濟日報社 

18 FBI 不輕易曝光的機密說話術 楊智翔 創見文化 

19 Jimmy Lu 優游藝術路：陸潔民的鑑賞心、收藏情 陸潔民 臺灣商務 

20 LE CREUSET 新‧經典料理 
LE CREUSET 

TAIWAN 
啟動 

21 
LuLu`s 快瘦 XS 女神操：獨創「慢→快→慢」甩肉

節奏，精雕胸、腰、臀曲線，2 週內穿回性感比基尼！ 
LULU 尖端 

22 PQ‧正向智商：人生成功幸福的關鍵 天下文化 
希爾札德．

查敏 

23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行人文化 
傑瑞米．唐

納文 

24 
Will Win，CHEN（旅美投手陳偉殷首本棒球生涯記

事） 
陳偉殷 凱特文化 

25 
WOW！ZAPPOS 不思議！傳遞快樂。讓顧客願意回

購的神奇法則 
約瑟夫．米其里 麥格羅希爾 

26 一人份，剛剛好：奧斯卡的 72 道獨樂料理 奧斯卡 尖端 

27 
一週腰瘦 10 公分的神奇骨盤枕：超過 180 萬人見

證，5 分鐘搞定，還可提臀豐胸 
福辻銳記 方智 

28 
一試見效！懂不懂都會影響你的超人氣色彩轉運

術！ 
金聖浦子 啟思 

29 
一輩子都受用的英文單字課：字首，字根，字尾(附

贈 1MP3) 
張 翔 知識工場 

30 七十仙夢：夢的大感應 盧勝彥 大燈文化 

31 人，就是賤 拉米 集夢坊 

32 人人都是通靈人：活靈活現第九部 向立綱 萬世紀 

33 人生有千萬個起跑點 戴晨志 商周出版 

34 人生困惑問莊子【第二部】：工作的藝術及其他 傅佩榮 九歌 

35 人生迎風向前：享受工作與生活的 65個態度 水野敬也 方智 

36 人生從此不一樣：20幾歲預約 10 年後名利雙收 戴晨志 人類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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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37 
人生親像大舞臺：陳亞蘭講俗語，人情世事看乎透

（隨書附「陳亞蘭‧小鳳仙鬥陣講俗語」CD） 
陳亞蘭 本事文化 

38 人體使用手冊：親子漫畫版 吳清忠、吳嘉維 布克文化 

39 三言良語 劉墉 時報文化 

40 三星內幕：揭開三星第一的真相 金勇澈 大牌出版 

41 大人的科學：新型針孔式星象儀 大人的科學編輯部 天下雜誌 

42 大故宮Ⅱ 閻崇年 聯經 

43 
大漲的訊號：全球最大主權基金經理人的股票 K線

獨門獲利密技 
林 則行 大是 

44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場；

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革新 
新爾荀伯格、庫基耶 天下文化 

45 大學．中庸解讀 傅佩榮 立緒 

46 小威老師漫畫教室(03) 林?萱(小威老師) 尖端 

47 
小資大翻身：名諭爸從 7.7萬出發到淨賺 1635 萬（附

贈投資課程 DVD） 
名諭爸 玩股網 

48 不一樣的 15 歲：讓夢想起飛 洪暐婷 秋雨文化 

49 不可以交男朋友的 100 個理由：汪培珽手記四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 

50 不計較，感謝那些利用你的人！ 黃德惠 啟思 

51 
不被醫生殺死的 47 心得：百萬人肯定，現代仁醫的

良心處方箋 
近藤誠 如何 

52 不愛會死 路嘉怡 啟動 

53 

不讓你多胖 1公分！10 秒有感的瘦肚減肥操：一條

毛巾 7天腰圍小 3吋，10 天體重少 3 公斤！（附 60

分 

呂紹達 蘋果屋 

54 中午吃什麼？一個經濟學家的無星級開胃指南 泰勒．柯文 早安財經 

55 中國悄悄占領全世界 
胡安．巴勃羅．賈勒德

納 
聯經 

56 予豈好辯哉：傅佩榮評朱注四書 傅佩榮 聯經 

57 

五代中醫《下》養生解毒 50 招：「體質」決定你的

健康，破解 17個健康迷思，用 20帖天然食補「把

病吃好」 

張鐘元 采實文化 

58 
六個習慣，做主管不怕遇上爛團隊：成功主管一定

要具備的反射能力 
約翰．奇歐菲 大樂文化 

59 分‧裂 = 無限可能：我還是我，曾沛慈 曾沛慈 資料夾文化 

60 反核？擁核？公投？一本改變台灣公投命運的書 王寶玲 集夢坊 

61 少少心懷：心中的感動 盧勝彥 大燈文化 

62 尹教授的 10 堂課：興學興人的神隱總裁 
尹衍樑口述/張殿文著/

郭議鴻 
今周刊 

63 
日本瘦身天王美木良介：深呼吸，我瘦了 13.5kg(超

值加贈深呼吸燃脂運動 DVD)(拆封不退) 
美木良介 尖端 

64 
月薪二、三萬，未來怎麼辦？IV用薪水晉升百萬身

價的 8個行動步驟 
史琨 大智文化 

65 
月薪二、三萬，未來怎麼辦？V：擺脫 22K薪資魔

咒的 8個行動方針 
史琨 大智文化 

66 止於至善 傅佩榮 天下文化 

67 
比打工度假更重要的 11件事：出國前先給自己這份

人生問卷 
褚士瑩 大田 

68 火星小子 Eason Mars 謝博安 平裝本 

69 火鳥：高凌風自傳 高凌風 雲國際 

70 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上下冊) 白先勇 時報文化 

71 王品不可思議 陳芳毓 巨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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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72 王道：行銷 3.0 王寶玲 創見文化 

73 以小勝大：弱者如何找到優勢，反敗為勝？ 麥爾坎．葛拉威爾 時報文化 

74 
出發囉！跟著肉魯玩瘋台灣：232個玩到爽、吃到飽

的口袋景點 
肉魯（鄭兆翔） 商周出版 

75 功夫：千萬業務來自千萬努力 林裕盛 寶瓶文化 

76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77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肆一 三采 

78 可不可以吃不胖：打造易瘦體質的減肥魔法書 艾莉絲 iFit 愛 

79 

史上第一本！塑身女皇鄭多燕魔瘦彈力帶：打造超

完美曲線！1 個月腰圍：15cm！(附贈特製魔瘦彈力

帶) 

鄭多燕 瑞麗美人 

80 
史上最長 100CM 骨盤枕：日本知名整療團隊獨家研

發，短短 2週局部激瘦，50招狂瘦 POSE 大公開 

御世話整骨院整療團

隊 
采實文化 

81 史上最強！林頌凱醫師的痠痛戒斷操(全彩) 林頌凱 晶冠 

82 平民股神蘇松泙系列 2：不蝕本實戰操作 蘇松泙 SMART 

83 本來是憤青 李尚儒 寶瓶文化 

84 正能量Ⅱ：心理逆轉術 李宇成 大智文化 

85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86 
用中醫調好自律神經：40招鍛鍊強心臟，就能遠離

疾病、吃飽又睡好 
林建昌 中醫師 晶冠 

87 光影之美 2：探索閃燈的無限可能 Joe McNally 碁峰資訊 

88 

全家老小不生病的健康瑜珈：Sujit 老師親自傳授，

一天 10分鐘就能體內環保，練出全家好氣色！(附

DVD) 

Sujit Kumar 哈林文化 

89 
吃飽睡好，當然瘦得了：搞定自律神經，健康瘦身

永不復胖（隨書附贈康減重ＤＩＹ魔力紀錄表） 
郭育祥 新自然主義 

90 吃對酵素 江晃榮 方舟文化 

91 后宮甄嬛傳教我的 80件事 夕顏 高寶 

92 向宇宙召喚幸福︰靈魂療癒的旅程 吳若權 皇冠文化 

93 在怦然之後：關於愛情的 16 堂課 程威銓（海苔熊） 大真文化 

94 在最好的時候，遇見你 艾莉 悅知文化 

95 
好想推倒！萌男圖鑑：52位當紅日本漫畫家的私密

妄想 
山口美生 圓神 

96 如何從台股賺一億 郭泰 大樂文化 

97 如瑜得水：影響宋楚瑜一生的人 方鵬程 商周出版 

98 

存好股，我穩穩賺！：沒有飆股的年頭，一六八曲

線幫你賺百萬(隨書附贈《2014 最新倉儲股名單及選

股 

溫國信 大是 

99 成功致富的座右銘：改變自己，從這句話開始 小丸子成功研究所 哈福企業 

100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01 自慢 6：自學偷學筆記 何飛鵬 商周出版 

102 血型小將 ABO 4 朴東宣 時報文化 

103 血型小將 ABO 5 朴東宣 時報文化 

104 行為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行為偏誤 魯爾夫．杜伯里 商周出版 

105 
衣型密碼：天王天后御用造型大師的 6大時尚穿衣

術 
陳孫華 平裝本 

106 低調腐女的高調告解 摸摸 啟動 

107 
你本就擁有的完美生命：讓每一口呼吸都喜悅圓滿

的方法 
夏鉑坦真仁波切 有鹿文化 

108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要的一堂

課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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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09 
別讓眼睛過勞死！眼科名醫教你消除疲勞、預防眼

力衰退、抗老花的護眼秘訣 
本部千博 平安文化 

110 告別之前：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 
蘇珊．史賓賽溫德、布

雷．威特 
天下文化 

111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2 
快給我紙膠帶：Boom！Idea 創意噴發，紙膠帶控出

列！讓人忍不住動手作的 Funtape 應用 101xN 
知音文創 雅書堂 

113 
我 25 歲，擺脫 22K：慘賠 7 百萬到 7間房地產的創

富之路 
張景泓 凱特文化 

114 
我在房市賺一億：房產達人首度公開 8年經手 400

間物件的致富祕訣 
月風 布克文化 

115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齊柏林空拍 20 年的

堅持與深情 
齊柏林 圓神 

116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80 萬人都說讚的史上最強讀心

術！26個關鍵練習，讓朋友更愛你、情人跟定你 
托爾斯登．哈芬納 平安文化 

117 我是余湘：CHAIRWOMAN 余湘 寶瓶文化 

118 
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個社會企業的熱血．追夢

實戰故事 

胡哲生、梁瓊丹、卓秀

足、吳宗昇 
新自然主義 

119 
我愛東京旅遊失心瘋：就是要藥妝、甜點、可愛小

物 
Vera 布克文化 

120 
我靠基金撈錢：賤芭樂最完整的投資指南（附贈範

例 CD-ROM） 
王仲麟（賤芭樂） 經濟日報社 

121 找對醫生吃對藥 劉大元 書泉 

122 抓住 K線獲利無限 朱家泓 
原富

MONEY+ 

123 投資大師羅傑斯，人生、投資養成的第一堂課 吉姆．羅傑斯 時報文化 

124 投機取巧：如何把股市變成你的提款機 蕭正崗 三陽文化 

125 
村上有春樹，村下有搖錢樹：錢是掉進口袋，還是

腦袋？ 
郝廣才 皇冠文化 

126 每天清除癌細胞：陳月卿全食物養生法 陳月卿 時報文化 

127 沒有學校的日子：那些旅行中學會的事 VENUS 暖暖 凱特文化 

128 走自己的路：學徒發明家沈順從打拼改變命運 
沈順從(口述)、楊麗玲

(採 
四塊玉文創 

129 足滿足：知足才樂，30 分喚醒身體自癒力 郭長青 方舟文化 

130 
身體平衡，就有好情緒！走出折磨人的情緒問題，

根治反反覆覆的生理疾病，最徹底的身心健康方案 
賴宇凡 如果 

131 那些再與你無關的幸福 肆一 三采 

132 
防病：讓身體變年輕，就能百病不侵【算病系列珍

藏實踐版：書+回春經絡拳 DVD】 
樓中亮 高寶 

133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 2013 墨刻編輯部 墨刻 

134 初心 江振誠 平安文化 

135 和大師一起吃飯 釋覺具 香海文化 

136 孟子解讀(修訂新版) 傅佩榮 立緒 

137 
幸福是什麼？不丹總理吉美．廷禮國家與個人幸福

26 講 
吉美．廷禮 全佛 

138 念轉運就轉 10 黃子容 光采文化 

139 
怕油煙×沒時間＝拯救小廚房的烤箱 100道：不必守

在廚房，焗、烤、燉、煎、煮、炸，所有美味都能 
松露玫瑰 出版菊文化 

140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2：實踐篇．解惑篇 近藤麻理惠 方智 

141 拒絕癌症：鄭醫師教你全面防癌、抗癌 鄭煒達 博思智庫 

142 放下，其實沒什麼大不了！雜念退散的煩惱清理術 呂佳綺 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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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43 
放寬心，有些事這樣就可以了~豁然開朗的禪生活提

案~ 
余淑華 啟思 

144 
東京 B級美食(上)在地老饕隱藏版美食探險之旅( B

級美食/主食/超值) 
黃國華 如何 

145 東京藥妝美研購 2: 東京藥妝搜查最前線 鄭世彬 晶冠 

146 法王的大傳說：另一類的傳說 大燈文化 盧勝彥 

147 法王的大轉世：因果的不思議 大燈文化 大燈文化 

148 
波段獲利高手密碼：「產經趨勢大師」劉坤錫教你

挑好股 
劉坤錫 富田傳媒 

149 股市提款密技：從 20萬到 6000萬的操盤之路 陳信宏(當沖贏家) 聚財資訊 

150 

阿川流傾聽對話術：日本最深入人心的談話性節目

女王教你對話的魅力，如何傾聽、如何引起共鳴、

卸下心防 

阿川佐和子 野人文化 

151 阿基師古早味偷吃步 鄭衍基 庫立馬 

152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管理學 郭瑞祥 天下文化 

153 哇!!台灣就該醬玩：50 條幸福一日輕旅行 肉魯(鄭兆翔) 欣傳媒 

154 
哈佛之路：陪伴、傾聽與支持，我培養出 3 個哈佛

生 
林瑞瑜 寶瓶文化 

155 
哈佛這樣教談判力：增強優勢，談出利多人和的好

結果 

羅傑．費雪、威廉．尤

瑞、布魯斯 
遠流 

156 孩子想的跟你不一樣 李四端 今周刊 

157 
急救！好感肌：速效保養+微整型，讓妳素顏比化妝

美，潘慧如的保養心得報告 
潘慧如 推守文化 

158 星座大戰首部曲 王小亞、夏美 時報文化 

159 
活出生命最好的可能：彭明輝談現實與理想(附贈

DVD 如何準備推甄送審資料講座實況) 
彭明輝 聯經 

160 
為什麼法國媽媽可以優雅喝咖啡，孩子不哭鬧？法

國式教養，讓父母好輕鬆，孩子好快樂！ 
潘蜜拉．杜克曼 平安文化 

161 為愛行腳：在非洲交會的生命花園 慧禮法師 一家親文化 

162 看圖抓飆股：操盤基準戰法 張銘忠 玩股網 

163 美人龍湯故事寫真 八大電視台 水靈文創 

164 背包客帶著走的英文口說本 張翔 知識工場 

165 胡立陽股票投資百寶箱 胡立陽 經濟日報社 

166 英文秒殺口訣大公開 李正凡 平安文化 

167 要買保險的 168 個理由 陳亦純 創見文化 

168 風水！有關係：五運大開，邁向人生順利組 緯來電視網 推守文化 

169 
風水！有關係 2：居家辦公聚財開運 66 招擺脫窮鬼，

進階風生水起的人生 
緯來綜合台 推守文化 

170 

食在安心！江守山醫師的安心飲食手冊：選購保

存、清洗烹煮、聰明外食（隨書附贈別讓食物謀殺

你的健康：江 

江守山 新自然主義 

171 食在有健康 2 潘懷宗 庫立馬 

172 首爾美研購：攻陷人氣榜的美妝就要這樣買(彩圖版) 鄭世彬 晶冠 

173 原來是美男電視寫真書 
大方影像製作有限公

司 
大藝出版 

174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天下雜誌 

175 
格局，決定你的結局：48個讓人生正向發展的思考

題 
何權峰 高寶 

176 海賊王驚點語錄：海賊王教我的 50件事 冒牌生 平裝本 

177 
烘焙新手變達人的第一本書：Carol 嚴選，3000 張照

片完全圖解， 101 道簡單零失敗?小確幸甜點 
胡涓涓(ca0ol) 日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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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78 特戰綠扁帽：成為美軍反恐指揮官的華裔小子 切斯特‧黃 商周出版 

179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180 真理的受難者 林達 等(合著) 禪天下 

181 

神奇藍眼鏡 視力回復法：每天 5分鐘眼頸操，近

視一定會變好！眼科權威醫師原創「本部式視力復

活術」 

本部千博 采實文化 

182 神國任務：新紀元封神傳 蔡八來 台灣之路 

183 秘密 朗達．拜恩 方智 

184 笑話中的禪機：禪光遍照 盧勝彥 大燈文化 

185 納豆剛剛好的練習 納豆 啟動 

186 
能力強的人，怎麼整理辦公桌：恰到好處的亂，讓

你的效率發揮到極致(圖解) 
壺阪龍哉 大是 

187 脆弱的力量 布芮尼．布朗 馬可孛羅 

188 記得你是誰：哈佛的最後一堂課（修訂版） 戴西．魏德蔓 天下雜誌 

189 財報狗教你挖好股穩賺 20% 財報狗 SMART 

190 逆．進阿基師 鄭衍基(阿基師) 庫立馬 

191 
馬甲線女神‧台灣第一美魔女張婷媗的逆天術!超神

奇?3個月完美瘦身‧塑出性感馬甲線！ 
張婷媗 趨勢文化 

192 
骨盆枕美型體操：治療腰痛!伸展肩背！美腹瘦身！

(隨書附贈：日本原裝進口加長、加寬型骨盆枕) 
黃如玉 方舟文化 

193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哈佛大師教我的幸福人生管理

學 

艾瑞克‧賽諾威、梅瑞

爾‧梅多 
天下文化 

194 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 藍麗娟 天下雜誌 

195 
寂寞，於是你的人生有更多可能：我喜歡有個人，

但我更喜歡一個人 
瑪麗拉．薩托里歐斯 大是 

196 從心開始：每天清除心靈癌細胞 陳月卿 時報文化 

197 排毒舒食盛宴 2：真原味的實踐 韓柏檉、張幼香 天下雜誌 

198 救救孩子的惡視力：小小低頭族的護眼之道 梁智凱 時報文化 

199 
教出孩子的生存力：大前研一給父母的 24個教養忠

告 
大前研一 天下文化 

200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袁紅冰、安樂業 亞太 

201 
現在才知道：小小上班族，也能投資、理財、保險、

買房 

東森綜合台、禹鐘月

(文字整理) 
高寶 

202 理尚往來：新未來公民的品德素養－講理就好 10 洪蘭 遠流 

203 眼球運動視力鍛鍊 本部千博醫師 監修 旗標 

204 移民台南 魚夫 天下雜誌 

205 第 3選擇：解決人生所有難題的關鍵思維 史蒂芬．柯維 天下文化 

206 終極一班 3酷帥寫真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水靈文創 

207 終極一班 3戰力筆記書 八大電視 水靈文創 

208 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 之史實未必是事實 駱芬美 時報文化 

209 貨幣戰爭 4：群雄並起 宋鴻兵 遠流 

210 逐光陰陽間 李雲橋 平安文化 

211 這時候，美國人會怎麼說？(附 1MP3) 張翔 知識工場 

212 
這樣吃，我的白髮變黑髮、年輕 15歲：營養學博士

王進崑的太極健康飲食與美味食譜 
王進崑 大是 

213 這樣穿，高．瘦．美：你想不到的成功穿搭學 吳孟潔 巨思文化 

214 
這樣發音超標準，跟著留學正妹說出道地美國腔(附

真人原音教學 CD、情境微電影 DVD) 
林函臻 時報文化 

215 
這樣裝潢省大錢-姥姥的省百萬裝修聖經：設計師和

工班的壓箱秘技！高 CP 值工法、建材、格局完美提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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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案 

216 
這樣整才型！醫美、微整、整型前先知道才不會後

悔的 56件事 
邱正宏 心版圖 

217 通往偉大航道的 50 個關鍵字：海賊王驚點語錄 2 冒牌生 平裝本 

218 部落客小梨帶你玩濟州 小梨 瑞蘭 

219 
郭老師的跑步課：從入門到進階，300 個正確的跑步

要訣 
郭豐州 遠流 

220 
麥肯錫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為什麼他們問完問

題，答案就跟著出現了？ 
高杉尚孝 大是 

221 麻吉談心術：這樣說，就能擁有出乎意料的好感度 何筱韻 啟思 

222 凱莉時尚玩首爾 霸比凱莉 時報文化 

223 最美，我自信 Judy朱 時報文化 

224 最強圖解新多益 NEW TOEIC 單字記憶術 張翔 知識工場 

225 最強銷售：成交顧客，成交人才，成交一切！ 張昶恩 Aaron 超邁文化 

226 

最新的老眼回復法：老花眼、白內障、青光眼、老

年黃斑部病變，統統有效！即使活到 100歲也能保

持正常視力 

中川和宏 橡實 

227 減心念，捨得讓人生更值得！ 黃德惠 啟思 

228 湯鎮瑋獨家大公開居家風水 88 條禁忌 湯鎮瑋 人類智庫 

229 
無心的壞話，會寄放孩子一輩子：培養正向好孩子

的日常教養替代句全書 
伊麗莎．麥德哈斯 大寫出版 

230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 天下文化 

231 給予：華頓商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 亞當‧格蘭特 平安文化 

232 
給自己的 10 堂外語課：這是突破人生限制的希望之

鑰！ 
褚士瑩 大田 

233 虛空來的訪客：現實生活中的神蹟 盧勝彥 大燈文化 

234 

買一間會賺錢的房子：最受信賴的獵屋高手，教你

「不後悔的買屋 36 招」，挑間「增值中古屋」，比

「定存」多 

徐佳馨 核果文化 

235 
超吸睛！拼布夾包極致版：完整收錄 33 款 50件，

晚宴夾、長短夾、口金夾、多用夾！ 
林素伶 野人文化 

236 
超美力：小凱老師彩妝書＋50 絢色潮妝 VS.200 必學

關鍵步驟 
張景凱 儂儂雜誌社 

237 
超簡單、零失敗！我的第一堂甜點課：800張精確圖

解一學就會，享受成功烘焙樂趣！ 
黃宜貞（妞仔） 出版菊文化 

238 超譯尼采 II 尼采 商周出版 

239 超驚人！吉川流瘦身法：這是你最後一次減肥 吉川朋孝 尖端 

240 開運大補帖 6 黃子容 光采文化 

241 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最新增訂版) 李祥文 八正文化 

242 飲一杯心茶 洪啟嵩 大塊 

243 
黑夜裡的送行者：從艋舺大哥到禮儀師 冬瓜大哥談

生也談死 
冬瓜 (郭東修) 三采 

244 黑麵 xIVAN J.的用光筆記：閃燈決定一切(附 DVD) 黑麵 尖端 

245 傾聽，愛的聲音：原來幸福如影隨形 宋達民、洪百榕 天下雜誌 

246 
勢不可當：畫信心為行動的神奇力量(隨書送力克前

傳精華 DVD) 
力克．胡哲 方智 

247 
塑身女皇完美曲線伸展操 (示範解說 DVD+美體計

畫 BOOK+伸展操大海報) 
鄭多蓮(鄭多燕) 方智 

248 塑身女皇美胸、美腹、美臀 Dance 鄭多蓮(鄭多燕) 方智 

249 塑身女皇教你打造完美曲線(附贈完美曲線操 DVD) 鄭多蓮 方智 

250 塑身女皇教你吃出窈窕與健康：一天 6餐，13年不 鄭多蓮 方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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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復胖的秘密 

251 

塑身女皇鄭多蓮 D-21 局部塑身（馬甲線&小蠻腰）：

首度公開！不用看 DVD，翻開書跟著做，簡單輕鬆

瘦 

鄭多蓮 三采 

252 

塑身女皇鄭多蓮 D-21 局部塑身(蜜桃臀&纖長腿)：

首度公開！不用看 DVD，翻開書跟著做，簡單輕鬆

瘦 

鄭多蓮 三采 

253 媽咪，好吃耶！張鳳書的幸福親子好食光 張鳳書 尖端 

254 媽媽，我還不想去天堂 俞嫺 捷徑文化 

255 想念，卻不想見的人 肆一 三采 

256 愛到極致是放手 張德芬 啟動 

257 愛情覺醒地圖：讓你受苦的是你對愛情的錯誤信念 李欣頻 平安文化 

258 愛無限大：從負數到富有的幸福練習 陳珮雯 開企 

259 

搜尋你內心的關鍵字：Google 最熱門的自我成長課

程！幫助你創造健康、快樂、成功的人生，在工作、

生活上 

陳一鳴 平安文化 

260 新多益核心單字口袋本 張翔 知識工場 

261 新聞一本正經：向蔡衍明告別 劉益宏 劉益宏 

262 當披頭四遇見貓王：陶爸的西洋老歌城市嬉遊記 陶傳正 商業周刊 

263 聖境之鑰：時空密碼 319 蔡八來 台灣之路 

264 解開人生困惑的 30 把鑰匙 傅佩榮 幼獅文化 

265 詹姆士帶你輕鬆煮 鄭堅克(詹姆士) 庫立馬 

266 詹惟中 2014 開運農民曆 詹惟中 Green 

267 跟著 Running Man 玩韓國 黃小惠 時報文化 

268 跟著梁旅珠教出好孩子 梁旅珠 寶瓶文化 

269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葛瑞琴．魯賓 早安財經 

270 雷浩斯教你小薪水存好股又賺波段 雷浩斯 SMART 

271 夢想，零極限：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的熱血人生 陳彥博 天下雜誌 

272 夢想的修練：徐重仁、徐安昇父子的創業筆記 徐重仁、徐安昇 天下文化 

273 慢決離放！給孩子最有感的高 EQ教養 王擎天 活泉書坊 

274 榜首滿分筆記術：第一志願榜首筆記本 知識流學測小組 知識流 

275 甄嬛教會我的 36則職場生存術 羅毅 智言館 

276 
算大限：趨吉避凶，延年益壽的秘密(贈養生功法

DVD＋「算大限」序號) 
樓中亮 方智 

277 算病：算出體質，量身訂做養身方案 樓中亮 時報文化 

278 
精‧瘦‧美 KIMIKO’S 明星指定美型課：汗不白流，

每招 5分鐘塑全身！40 堂關鍵精瘦美型書（附超 
kimiko 三采 

279 
精瘦美 2 貼身教練 KIMIKO`S 魅力有感塑形（含 90

分鐘 DVD超值兩套活力燃脂課┼有看才會瘦祕笈) 
kimiko 三采 

280 綠角教你前進美國券商：Step by Step 圖解實戰手冊 綠角 財信 

281 廚房裡的中醫師 李思儀 商周出版 

282 樂觀的孩子才好命 吳淡如 天下文化 

283 歐陽靖寫給女生的跑步書 歐陽靖 大塊 

284 
潘懷宗的慢管教養：管少一點，愛多一點，教出快

樂自信的好孩子 
大塊 平安文化 

285 熱血仁醫：開創新局的臺大醫院駐院醫學團隊 臺灣商務 柯文哲 

286 
瘦孕：孕期只重 8公斤，產後 3周速瘦，不害喜不

水腫的好孕飲食法 
邱錦伶 推守文化 

287 
窮人追漲跌，富人看趨勢：投資前一定要懂的 10個

指標 
林奇芬 高寶 

288 線型會說話：陳威良教你抓轉折賺千萬 陳威良 巨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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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89 練習說再見 自轉星球編輯部 自轉星球 

290 蓮生活佛盧勝彥的密密密：一心向善 盧勝彥 大燈文化 

291 誰把台灣經濟搞砸了？解開薪資成長停滯之謎 王伯達 天下文化 

292 誰都學得會！從看故事開始學行銷 楊智翔 創見文化 

293 論語的人文之美第一部] 傅佩榮 九歌 

294 學習。在一起的幸福 鄧惠文 三采 

295 
學會 K線賺 3億：打敗大盤、戰勝投資心理的月風

流技術分析 
月風 如何 

296 擇食 2邱錦伶的瘦身食堂 邱錦伶 推守文化 

297 盧勝彥手的魔力：佛手與魔手 盧勝彥 大燈文化 

298 
穆拉德一氧化氮：心腦血管之父穆拉德教你多活 30

年，讓你美麗一輩子！！ 
斐里德．穆拉德 晨星出版社 

299 蕭碧燕教你：有錢退休，靠基金就對了 蕭碧燕 
SMART 智

富 

300 貓中途公寓三之一號 葉子 印刻 

301 鋼鐵人醫生：癱了下半身，我才真正站起來 許超彥 商業周刊 

302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303 
嚐過都說讚！60 道我們最想念也最想學會的傳統家

常菜 
呂素琳 皇冠文化 

304 懂的人都不說破的攻心冷讀術 王寶玲 創見文化 

305 懂的人就能任意操縱的心理暗示術 王寶玲 創見文化 

306 戴勝益：十座大山、十大決策 戴勝益授權、潘俊琳著 經濟日報社 

307 

賺錢公司成功祕密，都靠這本會計財報教科書：

UNIQLO、Panasonic、黑貓宅急便都在用的會計指

南，小企業 

安本隆晴 核果文化 

308 還在學：成功不是你想的那樣 金惟純 商業周刊 

309 

韓國化妝女王 Pony`s 閃耀明星妝：揭露 41 種韓流女

星、歐美名模、經典神的彩典女神的彩妝聖經!(附

DVD) 

朴惠敃 三采 

310 歸零，走向圓滿：典華創辦人林齊國的精彩人生 郁明、林惠蘭 天下文化 

311 翻轉教育 
何琦瑜、賓靜蓀、陳雅

慧 
天下雜誌 

312 轉變之書：結束，是重生的起點 威廉．布瑞奇 早安財經 

313 醫生，不醫死：急診室的 20 個凝視與思考 傅志遠 時報文化 

314 
醬就對了！讓每個人都開胃：人氣部落客維多利亞

教你用 10種醬料，做出 77品清爽美味 
維多利亞 臺視文化 

315 離開電子業，我要做送行者 林俊嘉 白象 

316 羅威多週期 KD實戰分析 賴宣名 今周刊 

317 關鍵 18分鐘：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 彼得．布雷格曼 天下文化 

318 
嚴選秘方：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通通有辦法，

二十萬人共同見證的養生奇蹟！ 
嚴浩 推守文化 

319 
嚴選秘方 2：失眠、濕疹、鼻子過敏、經痛、牛皮癬……

西藥吃不好的頑疾，通通有得救！ 
嚴浩 推守文化 

320 寶島漁很大之台灣海釣小百科 
三立(寶島漁很大製作

團隊 
推守文化 

321 蘭陵王與陸貞傳奇：大動盪的魏晉南北朝史 王擎天 典藏閣 

322 蘭陵王影像書 水靈文創 
玉春雷娛樂

文創 

323 驅動大未來：牽動全球變遷的六個革命性巨變 高爾 天下文化 

324 魔法與胡同：融合科技與人文，當代創投啟示錄 方國健 商周出版 

325 權證小哥完全公開權證暴賺勝經 權證小哥 SMART 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2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富 

326 變好：逆轉人生，只要做對這 5件事 
凱利．派特森、喬瑟

夫．葛瑞尼等 
平安文化 

327 
驚人的「視力回復」眼球操：活到 60 歲也不會老花

眼的秘密！短短 2週，視力從 0.2 升級至 1.5！ 
中川和宏 采實文化 

328 讓貴人都想拉你一把的微信任人脈術 王寶玲 創見文化 

329 讓錢自己流進來（精裝版） 陳光、張景富 布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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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經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1% 的差距：贏家掌握人心的語言學 法蘭克．藍茲 天下雜誌 

2 2014前，成為有錢人：安倍經濟學財富密碼大解讀 菅下清廣 時報文化 

3 20 幾歲，就定位：小資 5年，成為千萬富翁的祕密 林茂盛 好的文化 

4 
3000元開始的自主人生：50 位小資創業老闆的實戰

成功術 
古利博 天下文化 

5 30 歲後你會站在哪裡？ 狄驤 智言館 

6 

80 萬變 3200 萬！小資女的包租鍊金術：從卡奴晉升

包租婆的投資紀實，?你買對房子，找好房客，提早

退休不 

里歐娜 麥浩斯 

7 A+到 A咖：A+企業教我活出精采人生 王文華 天下文化 

8 
Apple vs. Google 世紀大格鬥：一場盟友反目成仇，

無聲改變世界與生活的科技大戰 
佛萊德．福傑斯坦 三采 

9 EMBA沒教的形象打理術：穿出職場力的 40堂課 吳孟潔 經濟日報社 

10 
Evernote 100 個做筆記的好方法：數位化重整你的

工作與人生 
電腦玩物站長 電腦人 

11 FBI 不輕易曝光的機密說話術 楊智翔 創見文化 

12 OFF 學：愈會玩，工作愈成功 大前研一 天下雜誌 

13 PQ‧正向智商：人生成功幸福的關鍵 希爾札德．查敏 天下文化 

14 QBQ！教養問題背後的問題 約翰．米勒 遠流 

15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 行人文化 

16 
WOW！ZAPPOS 不思議！傳遞快樂。讓顧客願意回

購的神奇法則 
約瑟夫．米其里 麥格羅希爾 

17 
一定要存到 100 萬：只要學會「錢包整理術」，薪

水再低，都能存到錢 
腹肉豔子 采實文化 

18 
一張表格催出業績，不用修理人！突破業績的方

法，就在你每天在做的七件事情裡 
山內修 大是 

19 人生就是算計啊 國貞克則 就是創意 

20 
十倍勝，絕不單靠運氣：如何在不確定、動盪不安

環境中，依舊表現卓越？ 

詹姆．柯林斯、莫頓．

韓森 
遠流 

21 三星內幕：揭開三星第一的真相 金勇澈 大牌出版 

22 三星只教 7件事，菜鳥就能變菁英 孔炳煥 大樂文化 

23 三星揭密：推動第一神話的 16 位關鍵 CEO 洪夏祥 商周出版 

24 上班 8小時，練習只做重要的事 蘿拉．史塔克 三采 

25 下班後的黃金 8 小時 羅伯．帕格利瑞尼 三采 

26 大店長開講：店長必修 12學分 50 個開店 KnowWhy 戴勝益、周俊吉 商業周刊 

27 
大家認為對的事，對你風險最大：擠公車、考國

考……，有些事你千萬別做，成功是有捷徑的！ 
松尾昭仁 大是 

28 
大腦拒絕不了的行銷： 100 個完美挑動感官的

Marketing╳腦科學經典法則 
羅傑．杜利 大寫出版 

29 
大漲的訊號：全球最大主權基金經理人的股票 K 線

獨門獲利密技 
林 則行 大是 

30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場；

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革新 
麥爾荀伯格、庫基耶 天下文化 

31 
小資大翻身：名諭爸從 7.7萬出發到淨賺 1635 萬（附

贈投資課程 DVD） 
名諭爸 玩股網 

32 
工作 90%都需要閒聊：3分鐘談出好人脈、好業績、

好報酬 
高城幸司 漫遊者 

33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史迪格里茲 天下雜誌 

34 不再為錢煩惱：松浦彌太郎的新金錢術 松浦彌太郎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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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35 
不想累死自己，一定要學會把工作變簡單：丟掉 80%

的無效人際，工作效率 3級跳！ 
中島孝志 采實文化 

36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你把身邊

的腦殘變幹才 
石田淳 如果 

37 不懂理財到千萬好宅的犀利滾錢術 季芹 商周出版 

38 中午吃什麼？一個經濟學家的無星級開胃指南 泰勒．柯文 早安財經 

39 中國幸福消費新勢力 雷小山 時報文化 

40 中國悄悄占領全世界 
胡安．巴勃羅．賈勒德

納 
聯經 

41 今天學期貨，明天就進場 黃文宏 今周刊 

42 
六個習慣，做主管不怕遇上爛團隊：成功主管一定

要具備的反射能力 
約翰．奇歐菲 大樂文化 

43 尹教授的 10 堂課：興學興人的神隱總裁 尹衍樑(口述) 今周刊 

44 巴菲特語錄【中英對照】 David Andrews 編 高寶 

45 
文明的代價：追求繁榮、效率、正義、永續，沒有

白吃午餐 
天下文化 

傑佛瑞‧薩

克斯 

46 
月薪二、三萬，未來怎麼辦？IV 用薪水晉升百萬身

價的 8個行動步驟 
史琨 大智文化 

47 
月薪二、三萬，未來怎麼辦？V：擺脫 22K 薪資魔

咒的 8個行動方針 
史琨 大智文化 

48 
比努力更關鍵的運氣創造法則：除了天賦、努力與

方法，意料之外的機運才是決勝條件 
法蘭．強納森 商周出版 

49 水資源地圖 瑪姬．布拉克 聯經 

50 王品不可思議 陳芳毓 巨思文化 

51 王道：行銷 3.0 王寶玲 創見文化 

52 
世界的中心，現在是哪裡？亞洲為中心的世界這樣

運作，翻轉地圖你會看見真相 

尚．克利斯朵夫．維克

多 
大是 

53 主管不說，但你一定要懂的 50 件事 濱田秀彥 商周出版 

54 主管的能耐是讓員工願意做不樂意的事 小山昇 大樂文化 

55 以小勝大：弱者如何找到優勢，反敗為勝？ 麥爾坎．葛拉威爾 時報文化 

56 功夫：千萬業務來自千萬努力 林裕盛 寶瓶文化 

57 
半澤直樹的十倍返還：半澤直樹，想要告訴你的那

些事 
王國華 海鴿 

58 只要 1分鐘！看新聞趨勢，挑中倍數獲利潛力股 孫伊廷 商周出版 

59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60 
台上台下都吸引人的說話整理術：誰說的簡潔有

力，誰就贏得人心 
渡邊美紀 如何 

61 史上最大搶案：金融體系如何掏空你的口袋 商周出版 
馬蒂亞斯．

維克馬克 

62 
史上最強當沖大贏家：操盤大師教你這樣玩當沖(彩

色圖解版) 
方天龍 新文創 

63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64 平民股神蘇松泙系列 2：不蝕本實戰操作 蘇松泙 SMART 

65 
打敗 P&G 的美則傳奇：新創業之道，你該學用理念

賺獲利，用設計贏人心 

艾瑞克．萊恩、亞當．

勞瑞 
原點 

66 打造六心級的幸福：典華的原創轉型策略 王梅 天下文化 

67 
未來 10年最好的投資機會：國家負債，你該如何狠

賺大波段？買對新興市場基金，穩穩賺千萬！ 
核果文化 盧冠安 

68 未來在等待的銷售人才 丹尼爾‧品克 大塊 

69 生存之道：對人而言，最重要的事 稻盛和夫 天下雜誌 

70 生活理財一定要會用的 36個網站 Smart 智富月刊編輯部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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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71 用地圖看懂全球經濟趨勢 生命科學編輯團隊 商周出版 

72 用表格管理，工作少 40％ 大西農夫明 大樂文化 

73 共好 肯．布蘭佳 哈佛企管 

74 向上管理的技術：這樣跟主管互動，他就聽你的！ 門脇龍一 大樂文化 

75 向孔子學領導：36堂一生必修的論語課 石滋宜 天下文化 

76 
回話的藝術：有些時候你不該說「正確答案」，你

該說的是「聰明答案」 
鈴木銳智 大樂文化 

77 
在飛機上遇見彼得．杜拉克：真希望開店前就知道

的事 
林總 高寶 

78 地產勝經 2013：小富靠房．大富靠地 馮先勉 碁泰 

79 
好主管要學黑道老大：為什麼老大聊天泡茶，兄弟

就能自動自發？ 
向谷匡史 大是 

80 好策略壞策略 魯梅特 天下文化 

81 如何從台股賺一億 郭泰 大樂文化 

82 
存好股，我穩穩賺：沒有飆股的年頭，一六八曲線

幫你賺百萬 
溫國信 大是 

83 
成功者的 8 個特質：持續這 8 件事，預約十年後的

名利雙收 
理察．聖約翰 高寶 

84 成功致富的座右銘：改變自己，從這句話開始 小丸子成功研究所 哈福企業 

85 
成功創意，不請自來：13 堂帶給皮克斯、夢工廠源

源不絕活力的即興訓練課 

派翠西亞．萊恩．麥德

森 
原點 

86 
成為讓部屬願意追隨的上司：51 個帶人先帶心的領

導力 
岩田松雄 悅知文化 

87 
早一點看懂趨勢的投資用經濟指標：從漢堡、房地

產到金屬價格的景氣觀測技術 

賽門．康斯戴伯 /羅

伯．萊特 
大寫出版 

88 
有人脈，做什麼都有人幫：46 個你不相信但一定有

效的人脈術 
千田琢哉 如果 

89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90 百年企業的生存法則 藤間秋男 天下雜誌 

91 老闆請你喝的 70杯咖啡 巨思文化 丁菱娟 

92 自造者時代：啟動人人製造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天下文化 
克里斯．安

德森 

93 自慢 6：自學偷學筆記 何飛鵬 商周出版 

94 行家這樣開餐廳：懂得眉角，經營就上手！ 林嘉翔 時報文化 

95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要的一堂

課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 天下文化 

96 岑永康、張珮珊幸福買屋筆記 岑永康 SMART 

97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98 
我 25 歲，擺脫 22K：慘賠 7 百萬到 7間房地產的創

富之路 
張景泓 凱特文化 

99 我也能 1 小時看懂財報 落合孝裕 大樂文化 

100 
我用死薪水輕鬆理財賺千萬：16歲就能懂、26 歲就

置產的投資祕訣 
安德魯．哈藍 大是 

101 
我在房市賺一億：房產達人首度公開 8 年經手 400

間物件的致富祕訣 
布克文化 月風 

102 我的操作之旅：三十而立 羅仲良 白象 

103 我是余湘：CHAIRWOMAN 余湘 寶瓶文化 

104 
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個社會企業的熱血．追夢

實戰故事 

胡哲生、梁瓊丹、卓秀

足、吳宗昇 
新自然主義 

105 
我靠基金撈錢：賤芭樂最完整的投資指南（附贈範

例 CD-ROM） 
王仲麟（賤芭樂） 經濟日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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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06 抓住 K線獲利無限 朱家泓 
原 富

MONEY+ 

107 投資大師羅傑斯，人生、投資養成的第一堂課 吉姆．羅傑斯 時報文化 

108 投資女王：賺錢基金尋寶圖 林寶珠 原富 MON 

109 投機取巧：如何把股市變成你的提款機 蕭正崗 三陽文化 

110 改變我賺錢能力的 10件事 大大創意 楊倩琳 

111 李嘉誠談做人‧做事‧做生意全集 大都會 王祥瑞 

112 
村上有春樹，村下有搖錢樹：錢是掉進口袋，還是

腦袋？ 
郝廣才 皇冠文化 

113 
每天看盤 3 分鐘賺到百萬真輕鬆：股市線圖講解一

本通 
陳榮華 財經傳訊 

114 
每月多存 1 萬元的驚人「存錢術」：不用天天記帳

和比價，學會錢的分配術，讓錢 2倍、3倍存下來！ 
春原彌生 核果文化 

115 良心房仲的告白：李同榮的房產趨勢關鍵報告 李同榮 經濟日報社 

116 來自土地的夢想事業：台灣食文化品牌創業紀錄 王姿婷、莊晛英 遠流 

117 
奇怪ㄋㄟ！過客全都變顧客：銷售高手最怕同業知

道的祕密 
張秀滿 方智 

118 房子這樣買：完全解答購屋 108問（全新增訂版） 蘇于修 聯經 

119 房地產是一輩子的事：張金鶚的自住投資 65問 張金鶚 原富 MON 

120 
波段獲利高手密碼：「產經趨勢大師」劉坤錫教你

挑好股 
劉坤錫 富田傳媒 

121 
股市大贏家！明牌藏在財報裡：我只看財報，每年

穩穩賺 20％ 
股魚 財經傳訊 

122 股市大贏家Ⅱ 陳進郎 今周刊 

123 股市提款密技：從 20萬到 6000萬的操盤之路 陳信宏(當沖贏家) 聚財資訊 

124 股市憲哥教你存好股，小錢變大錢 賴憲政 渱海 

125 
股票買賣初學入門：股友族MUST BUY薪水族就能

致富《全彩圖解》 
張真卿 財經傳訊 

126 股期權 SOP 操盤秘技 怡美 陳霖 

127 金融大騙局 林育詩葉佛和 布克文化 

128 便利貼時間管理 末永卓 三采 

129 南瓜計畫:狠心摘弱枝，才能比人茁壯的經營法則 麥克‧米卡洛維茲 三采 

130 
哈佛這樣教談判力：增強優勢，談出利多人和的好

結果 

羅傑．費雪、威廉．尤

瑞、布魯斯 
遠流 

131 

哈佛最受歡迎的快樂工作學：風行全美五百大企

業、幫助兩百萬人找到職場幸福優勢，教你「愈快

樂，愈成功」的 

尚恩．艾科爾 野人文化 

132 思考的要訣 松浦彌太郎 天下雜誌 

133 思考的原點：大前研一的麥肯錫思考術 大前研一 商周出版 

134 為什麼有錢人先吃最喜歡的菜？ 世野一成 時報文化 

135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年收入 200 倍法則！改

變 25 萬人的錢包增值術！ 
龜田潤一郎 平安文化 

136 
為什麼猴子不需要戴眼鏡？街頭智慧與讀書智慧的

思考術 
盧希鵬 經濟日報社 

137 
為什麼會說故事的人，賺的比較多？說故事的能

力，決定你是否擁有百萬年薪 
川上徹也 如果 

138 
看半澤直樹，學 10倍職場成功術：小職員和中階主

管出人頭地，提升戰力的 17 個生存定律 
夕顏 高寶 

139 看圖抓飆股：操盤基準戰法 張銘忠 玩股網 

140 
美股大贏家：畢德歐夫的美股獲利方程式，英文不

好、財經知識零 也能一本上手！ 
畢德歐夫 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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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41 背水一戰當沖魂：期貨當沖煉金術 DayTrade 1 哥 聚財資訊 

142 胡立陽股票投資百寶箱 胡立陽 經濟日報社 

143 英雄同路：從零下成就自己 林裕盛 寶瓶文化 

144 要買保險的 168 個理由 陳亦純 創見文化 

145 
訂價背後的心理學：為什麼我要的是這個，最後卻

買了那個？ 
大是 

李．考德威

爾 

146 迪士尼的感動魔法：全心待客之道 天下雜誌 福島文二郎 

147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天下雜誌 

148 
時間，愈用愈有價值：以職場高效能打造平衡全人

生 
羅伯．博任 天下文化 

149 
真希望老師這樣教會計--純益≠賺錢！從新手出納到

非財務主管都能快速、簡單學會公司財務 
韋恩．拉貝爾 大是 

150 
破解組織潛規則：為什麼執行長只要開會就能坐領

高薪？為什麼恐怖組織也要寫差旅報告？ 

雷伊．費斯曼、提姆．

蘇利文 
大塊 

151 神奇 543 操盤法：從破產 2 次到千萬之路 謝晨彥 經濟日報社 

152 
能力強的人，怎麼整理辦公桌：恰到好處的亂，讓

你的效率發揮到極致(圖解) 
壺阪龍哉 大是 

153 能被小用，才是大才：27個不可不知的服務關鍵 沈方正(口述) 天下雜誌 

154 記得你是誰：哈佛的最後一堂課（修訂版） 戴西．魏德蔓 天下雜誌 

155 財報狗教你挖好股穩賺 20% 財報狗 SMART 

156 財閥：有錢人如何利用國家賺錢並阻止其他人翻身 
弗里蘭 ((Freeland, 

Chrystia) 
如果 

157 
逆向創新：奇異、寶僑、百事等大企業親身演練的

實務課，教你先一步看見未來的需求 

維傑．高文達拉簡、克

里斯．特林 
臉譜文化 

158 高績效簡報：用思考力發揮你的影響力 周文德 商周出版 

159 做人難‧不難：職場溝通的 10 堂講座 王淑俐 三民 

160 做主管，管事不做事:動腦不動手，手下就會變強兵 J.凱斯．莫尼根 三采 

161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哈佛大師教我的幸福人生管理

學 

艾瑞克‧賽諾威、梅瑞

爾‧梅多 
天下文化 

162 
做越少越成功：關鍵時刻不做的 45件事，決定你的

職場高度！ 
中島孝志 八方 

163 

做對 5件事，到死之前不必為錢煩惱！買屋、保險、

基金一次搞懂！運用 10%薪水，幫自己存千萬退休

金！ 

清水學 核果文化 

164 
做對６件事，打造高績效企業！老闆、主管、部屬

必備的 72訣 
經濟日報社 顏長川 

165 基金好賺 50 問 SMART 
Smart 智富

月刊編輯部 

166 
從沒想法變有辦法的思考技術：如何啟動快思、分

層次慢想，全圖解你立刻明白！ 

勤業眾信創新股份有

限公司 
大是 

167 
現在才知道：小小上班族，也能投資、理財、保險、

買房 

東森綜合台、禹鐘月

(文字整理) 
高寶 

168 第 3選擇：解決人生所有難題的關鍵思維 史蒂芬．柯維 天下文化 

169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買股票、基金、

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 
蕭世斌 大樂文化 

170 
第三次工業革命：世界經濟即將被顛覆，新能源與

商務、政治、教育的全面革命 
傑瑞米．里夫金 經濟新潮社 

171 
統與御：落合博滿特立獨行的 66 條心法，帶你勇闖

人生競技場 
先覺 落合博滿 

172 貨幣戰爭 4：群雄並起 遠流 宋鴻兵 

173 這樣理財超有錢 侯昌明 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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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74 
通往世界的大地圖：這樣想未來，你不再感到自己

困在台灣 

尚．克里斯?夫．維克

多 
大是 

175 
頂尖業務員都在用的 3T 筆記術：業績提高 50%的秘

密武器，比人脈、話術還重要的成功關鍵 
後藤裕人 臉譜文化 

176 
麥肯錫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為什麼他們問完問

題，答案就跟著出現了？ 
高杉尚孝 大是 

177 
麥肯錫教我的思考武器：從邏輯思考到真正解決問

題 
安宅和人 經濟新潮社 

178 

創新第一課：模仿—成功者的逆轉關鍵，星巴克、

7-11、豐田、黑貓宅急便、鄉村銀行等知名企業都從

這裡 

井上達彥 臉譜文化 

179 
創業教我的 50件事：一個做人、做事、做夢、做自

己的故事 
王文華 天下文化 

180 創趨勢，我們不做 Me Too 陳怡蓁 遠流 

181 富有是練出來的   天下文化 

182 富爸爸，窮爸爸(十週年紀念版) 羅勃特．T．清崎 高寶 

183 
最有分寸溝通術：129 種情境，3000 句客氣話、機

車話通通到位！(老中老外都能通) 
派屈克．亞倫 漫遊者 

184 最困難的事，別交給最有能力的人 史都華．懷俄特 大樂文化 

185 最強銷售：成交顧客，成交人才，成交一切！ 張昶恩 Aaron 超邁文化 

186 最貴的一堂課：台股三十年實戰菁華 詹文源 商訊文化 

187 期貨超入門系列２：台指期籌碼 賴冠吉 恆兆文化 

188 期權當沖贏家：誰說選擇權不能當沖？ 聚財資訊 
顏龍豐(顏師

父) 

189 無所不在的銀髮商機 村田裕之 先覺 

190 等待的技術：慢想，讓決定更好 帕特諾伊 天下文化 

191 策略圖解：大企業原來是這樣成功的！ 松田久一 商業周刊 

192 
給你一間公司，看你怎麼管？30 歲前學會當主管的

實戰筆記 
南勇 推文社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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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194 華爾街的放逐者 早安財經 麥克．梅約 

195 買一件衣服要付多少錢？ 伊莉莎白．克萊 時報文化 

196 

買一間會賺錢的房子：最受信賴的獵屋高手，教你

「不後悔的買屋 36 招」，挑間「增值中古屋」，比

「定存」多 

徐佳馨 核果文化 

197 買屋不買貴、交屋不後悔必懂的 24件事 Smart 智富月刊編輯部 
Smart 智富

月刊 

198 週選擇權獲利大解密 陳霖 怡美 

199 量先價行選股密碼 賴宣名 維綺文化 

200 雲端時代的殺手級應用：Big Data 海量資料分析 胡世忠 天下雜誌 

201 雲端創業術：使用 Google Apps 服務開店的九堂課 碁峰資訊 鄭夏蓮 

202 黑心房仲的告白：買屋簽約前最後救命的 17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203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204 搶得先機的洞察力 大前研一 台灣東販 

205 新結構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的反思 林毅夫 時報文化 

206 業務之神的絕學：加賀田晃簽約率 99％的銷售術 加賀田晃 大樂文化 

207 業績學：所有超級業務都知道這些事 鮑伯．柏格 高寶 

208 源源不絕賺好股 孫慶龍 原富 MON 

209 
當 70 分的老闆，公司才賺錢！30幾歲卡位接班，把

鄉民帶成好員工 
南勇 推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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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10 當孔子遇上哈佛首部曲：志業職場 李克明 遠流 

211 當珍珠遇見茶：春水堂 36道百年經營的思考 劉漢介 遠流 

212 
當鋪商學院：全美最紅當鋪老闆，8堂課教你做生意

賺翻天 
萊斯．葛歐德 商業周刊 

213 
經濟復甦的手段，與意外惡果：我的收入如何用來

創造財富，而不是被政府重新分配？ 
愛德華．康諾 大是 

214 經濟學人權威預測：2050趨勢巨流 丹尼爾．富蘭克林 天下雜誌 

215 
葛洛夫給你的一對一指導：如何管理上司、同事還

有你自己 
安迪．葛洛夫 遠流 

216 
葛洛夫給經理人的第一課：從煮蛋、賣咖啡的早餐

店談高效能管理之道 
安德魯．葛洛夫 遠流 

217 
賈伯斯抓住人心簡報力：讓聽眾為之瘋狂的 25 個說

話技巧 
鄭碩教 大田 

218 
賈伯斯來應徵，你敢用嗎？：1天 2招用人術，1 個

月讓你變身高效主管 
巨思文化 林行宜 

219 賈伯斯傳 (最新增訂版) 華特．艾薩克森 天下文化 

220 雍正教會我的 36則亂世成功術 智言館 羅毅 

221 
零偏見決斷法：如何擊退阻礙工作與生活的四大惡

棍，用好決策扭轉人生 

奇普．希思、丹．希

思 
大塊 

222 零虧損：股市的斷捨離改造術 阿佘(艾斯) 聚財資訊 

223 雷浩斯教你小薪水存好股又賺波段 雷浩斯 SMART 

224 圖解 B-Band 指標 董鍾祥 寰宇 

225 
圖解新制財報選好股：第一本 IFRSs 合併報表選股

密技 
羅澤鈺 商周出版 

226 夢想的修練：徐重仁、徐安昇父子的創業筆記 天下文化 徐重仁 

227 廖繼弘教你技術指標選對賺錢股 廖繼弘 SMART 

228 甄嬛教會我的 36則職場生存術 羅毅 智言館 

229 
甄嬛傳：華妃早知道該多好的道理，這些職場地雷

千萬不要踩 
高寶 螺螄拜恩 

230 瘋潮行銷 時報文化 約拿．博格 

231 精準預測：如何從巨量雜訊中，看出重要的訊息？ 奈特．席佛 三采 

232 綠角教你前進美國券商：Step by Step 圖解實戰手冊 綠角 財信 

233 維珍顛覆學：人生不能只做大家都說對的事 理查．布蘭森 天下雜誌 

234 網賺首部曲：網路印鈔術 鄭錦聰 創見文化 

235 說個撼動人心的好故事！ 凱文．艾倫 天下雜誌 

236 數位新時代 埃里克．施密特 遠流 

237 稻盛和夫工作法 稻盛和夫 天下雜誌 

238 稻盛和夫如何讓日本航空再生 引頭麻實 天下雜誌 

239 稻盛和夫的實學：經營與會計 天下雜誌 稻盛和夫 

240 
窮人追漲跌，富人看趨勢：投資前一定要懂的 10個

指標 
林奇芬 高寶 

241 線型會說話：陳威良教你抓轉折賺千萬 陳威良 巨思文化 

242 
練好專注力，事情再多也不煩！哈佛專家帶你學會

高效能心智，告別無效窮忙 
大寫出版 

保羅．哈默

納斯 

243 
衛生紙計畫：學會用最後三張衛生紙擦屁股，就能

善用職場關鍵資源，扶搖直上 
麥克．米卡洛維玆 遠流 

244 誰把台灣經濟搞砸了？解開薪資成長停滯之謎 王伯達 天下文化 

245 誰都學得會！從看故事開始學行銷 楊智翔 創見文化 

246 誰說人是誠實的！ 丹．艾瑞利 天下文化 

247 
學會 K 線賺 3 億：打敗大盤、戰勝投資心理的月風

流技術分析 
月風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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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48 蕭碧燕教你：有錢退休，靠基金就對了 蕭碧燕 
SMART 智

富 

249 選擇權安心賺 李仁君 寰宇 

250 戴勝益：十座大山、十大決策 戴勝益授權、潘俊琳著 經濟日報社 

251 獲利世代：自己動手，畫出你的商業模式 
亞歷山大．奧斯瓦爾德

等人 
早安財經 

252 獲利的法則：一個操盤手的虧損自白 吉姆．保羅 今周刊 

253 
獲利保 7%的好命女投資法：女人不被幸福淘汰的第

二專長(附贈幸福投資寶典光碟) 
方智 王仲麟 

254 瞬間啟動財富力：揮別窮忙的 29 個致富思維 羅傑．漢彌頓 創見文化 

255 謝國忠 2014 經濟預言：操弄熱錢的下場即將引爆 謝國忠 高寶 

256 

賺錢公司成功祕密，都靠這本會計財報教科書：

UNIQLO、Panasonic、黑貓宅急便都在用的會計指

南，小企業 

安本隆晴 核果文化 

257 還在學：成功不是你想的那樣 金惟純 商業周刊 

258 隱形冠軍：21世紀最被低估的競爭優勢 赫曼．西蒙 天下雜誌 

259 點子都是偷來的：10個沒人告訴過你的創意撇步 奧斯汀．克隆 遠流 

260 歸零，走向圓滿：典華創辦人林齊國的精彩人生 郁明、林惠蘭 天下文化 

261 簡單：打破複雜，創造絕對優勢 肯恩．西格爾 聯經 

262 職場即後宮：《甄嬛傳》教會我的辦公室賤招 勁飛 雅各文創 

263 
醫學博士才知道的驚人工作分配術：工作順序，決

定你的下班時間 
裴英洙 核果文化 

264 離開電子業，我要做送行者 林俊嘉 白象 

265 羅威多週期 KD實戰分析 賴宣名 今周刊 

266 關鍵 18分鐘：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 彼得．布雷格曼 天下文化 

267 蘋果內幕：後賈伯斯時代，蘋果還能紅多久? 亞當．藍辛斯基 大塊 

268 顧客購買的是服務 諏訪良武 中衛 

269 驅動大未來：牽動全球變遷的六個革命性巨變 高爾 天下文化 

270 魔法與胡同：融合科技與人文，當代創投啟示錄 方國健 商周出版 

271 權證小哥完全公開權證暴賺勝經 權證小哥 
SMART 智

富 

272 權證小哥教你十萬元變千萬 權證小哥 
SMART 智

富 

273 體驗時代的行銷革命 駱少康 崧博出版 

274 讓員工敢做決定：主管的能耐在於看出員工的才幹 克里斯．迪羅斯 大樂文化 

275 讓錢自己流進來 陳光 布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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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輕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Dr.少年解夢人 05 倒映世界(完) 風念南 鮮鮮文化 

2 Seven 蝴蝶 雅書堂 

3 人娃契(上卷) 幻．虛．真 1 御我 三日月 

4 人偶村-鬼尾巴 尾巴 明日工作室 

5 八百鬼(11)啖血冥尊 振鑫 明日工作室 

6 八百鬼(12)烈火炎男 振鑫 明日工作室 

7 八百鬼(13)巫妖魔神 振鑫 明日工作室 

8 八百鬼(14)百人花斬 振鑫 明日工作室 

9 八百鬼(15)第六天王(最終回) 振鑫 明日工作室 

10 八百鬼(8)獅王爭霸 振鑫 明日工作室 

11 三生，忘川無殤 九鷺非香 明日工作室 

12 三生三世枕上書 唐七公子 平裝本 

13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12 健速 東立 

14 千王之凰(卷七)騙子也有上當時 普天 峨嵋 

15 千王之凰(卷三)史上最大詐騙集團 普天 峨嵋 

16 千王之凰(卷五)反派也愛湊熱鬧 普天 峨嵋 

17 千王之凰(卷六)奪命連環殺 普天 峨嵋 

18 大神，我養你(上） 淺談語 麥田 

19 大神，我養你(下) 淺談語 麥田 

20 大神，我養你(中) 淺談語 麥田 

21 大陰陽師 安倍晴明：我將顛覆天命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22 小媽之全家大風吹 夢空 典藏閣 

23 小媽之娘親來搶親 夢空 典藏閣 

24 小暖冬（上、下）～魔影魅靈之八 黑潔明 禾馬文化 

25 丹姬 2：無敵蠢朱的無敵豬 峨嵋 耕林 

26 丹姬 3：尋寶打妖特攻隊 峨嵋 耕林 

27 丹姬 4：超級升級計畫 峨嵋 耕林 

28 丹姬 6：隱藏版魔王關卡 峨嵋 耕林 

29 丹姬 8：終極變身計畫(完) 峨嵋 耕林 

30 天字醫號 01 穿越成炮灰女配角 圓不破 典藏閣 

31 天字醫號 02 野獸少年的報恩 圓不破 典藏閣 

32 天字醫號 05 紅燭嫁衣許芳心 圓不破 典藏閣 

33 天字醫號 06 謀權策略只為伊人 圓不破 典藏閣 

34 天使 茱麗．嘉伍德 春光 

35 天夜偵探事件簿 卷三 狂奔至終結的競速之戀 米米爾 魔豆文化 

36 天縱 2：詭異得要命的學院 (全 6 冊) 楓飄雪 耕林 

37 少女騎士の深海人魚輓歌 夏澤川 典藏閣 

38 少女騎士の華爾滋圓舞曲 夏澤川 典藏閣 

39 少女騎士の圖柏島夜未眠 夏澤川 典藏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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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40 少女騎士の戀人與回憶未滿 夏澤川 典藏閣 

41 少年陰陽師(參拾參) 微光潛行 皇冠文化 結城光流 

42 少年陰陽師(參拾壹)神威之舞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43 少年陰陽師(參拾貳)夕暮之花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44 少年陰陽師(參拾肆) 破暗之明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45 月神來我家 ( 限定版 )10 後藤祐迅 東立 

46 月與火犬 卷十一：深海大戰 星子 蓋亞文化 

47 月與火犬 卷十二：神降臨 蓋亞文化 星子 

48 古劍奇譚(全)琴心劍魄 上海燭龍 某樹/寧晝 青文 

49 史上最 G8除靈師 02：刺鳥 八爪魚 麥田 

50 囚人與紙飛行機：少年悖論(下) 貓?眠＠囚人 P 台灣東販 

51 玉氏春秋 1：絕代有佳人 玉贏 三采 

52 玉氏春秋 2：問君何所求 玉贏 三采 

53 生於望族 卷七 昔日朽木成高枝 柳依華 三采 

54 生於望族 卷三 千里姻緣自己牽 柳依華 三采 

55 生於望族 卷六 烽火縫嫁衣 柳依華 三采 

56 生於望族 卷四 淑女諜對諜 柳依華 三采 

57 伊人難為 4：搶人也要看實力(全 6集) 銀千羽 耕林 

58 伊人難為 5：誰有實力誰作主(全 6集) 銀千羽 耕林 

59 伊人難為 6：王牌總要最後出(完) 銀千羽 耕林 

60 名門醫女 三 希行 知翎文化 

61 后宮 - 如懿傳(三) 流瀲紫 希代 

62 后宮．如懿傳（一） 流瀲紫 希代 

63 地獄系列（第十一部）地獄天劫 Div 春天 

64 妃常風流 1：是男?是女?傻傻分不清楚 一世風流 耕林 

65 妃常風流 2：變身大作戰 一世風流 耕林 

66 妃常風流 3：傳說中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一世風流 耕林 

67 妃常風流 4：超強路人甲小三 一世風流 耕林 

68 妃常風流 5：決戰最終 BOSS(完) 一世風流 耕林 

69 妃常淡定 07：為妳成魔 風滿渡 耕林 

70 妃常淡定 2：天上掉下來的禍害 風滿渡 耕林 

71 妃常淡定 3：冰山也會變火山 風滿渡 耕林 

72 妃常淡定 5：噬血的詛咒 風滿渡 耕林 

73 妄想白蛇：柳宮燐圖文漫創作集 柳宮燐 三采 

74 死亡病簿之四：勾魂傀儡 笭菁 邀月文化 

75 死神姬的再婚 3：飢餓小丑與玩具軍隊 小野上明夜 三采 

76 臣服：當女人穿到男男獸人的世界 1 司徒妖妖 三采 

77 色‧慾‧貪‧食 Prince X Princess 原惡哉 明日工作室 

78 血色禁藥(1)龍王的人形藥引 一世風流 澄林文化 

79 血色禁藥(2)魔王級求愛軍團 一世風流 澄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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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血島獵殺：異遊鬼簿 笭菁 春天 

81 冷王的孽妃 3：奪愛攻略 納蘭靜語 耕林 

82 吾命騎士（卷 1） 騎士基本理論(新版) 御我 天使出版 

83 妖怪都市 1：NO.1 妖界管區(全 4 集) 一世風流 耕林 

84 妖怪學園的劣等生 02 問題生小隊 藍旗左衽 鮮歡 

85 妖怪學園的劣等生 01 藍旗左衽 鮮歡 

86 妖的忍法帖(4)鬥蠱！蛇魔觀自在 柚臻 明日工作室 

87 妖的忍法帖(5)九頭相柳！鹿鳴 柚臻 明日工作室 

88 妖的忍法帖(6)三剎部！逆襲(最終回) 柚臻 明日工作室 

89 妖異魔學園：群魔校舍 笭菁 春天 

90 妖瞳(6)妖禍 圈羊人 明日工作室 

91 妖瞳(7)狐妖劫(最終回) 圈羊人 明日工作室 

92 妝鬼師 OMEGA(1)殺人導演 D51 明日工作室 

93 妝鬼師 OMEGA(3)屍忍大軍 D51 明日工作室 

94 妝鬼師 OMEGA(4)死靈之城 D51 明日工作室 

95 我的妹妹沒有公主病 02樓上房客的祕密 啞鳴 鮮鮮文化 

96 我與她的絕對領域 06 鷹山誠一 東立 

97 汪汪，國王陛下 8(完) 鮮歡 狼妖山 

98 男公關戀愛守則(4)美男週年慶 原惡哉 明日工作室 

99 男公關戀愛守則(6)稱霸世界的分店(最終回) 原惡哉 明日工作室 

100 兔俠 vol.1 強盜與兔子 護玄 蓋亞文化 

101 兔俠 vol.2 瑞比特 護玄 蓋亞文化 

102 夜不語詭祕檔案 601亡靈包裹 夜不語 鮮歡 

103 夜公子 卷一 如夢初醒 風雪千山 三采 

104 夜公子 卷二 鏡花水月(完) 風雪千山 三采 

105 奇幻旅途 卷三 可蕊 魔豆文化 

106 奇幻旅途 卷四 可蕊 魔豆文化 

107 妹妹 x殺手 x宅配便(07) 九?健二 尖端輕文學 

108 姐姐有毒 01：今天，你吸了沒？(全 6集) 柳暗花溟 耕林 

109 姐姐有毒 5：狩獵美男計畫 柳暗花溟 耕林 

110 姐姐有毒 6：這見鬼的真愛(完) 柳暗花溟 耕林 

111 府城屍露錄-殭屍請多指教 大叔 明日工作室 

112 承諾 案簿錄 5 護玄 蓋亞文化 

113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03) 渡航 尖端輕文學 

114 花武少女．龍舌蘭 03 鈴蘭之谷 羽千落 鮮鮮文化 

115 花武少女．龍舌蘭 04巨樹之秘 羽千落 鮮鮮文化 

116 花武少女‧龍 舌蘭 201 妖刀之舞 羽千落 鮮鮮文化 

117 花武少女‧龍舌蘭 202 食人之島 羽千落 鮮鮮文化 

118 虎克 6：每本童話必備的壞皇后登場（完） 衛亞 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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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近戰法師 一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20 近戰法師 二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21 金風玉露 2：珍愛生命，遠離王爺 柳暗花溟 三采 

122 金風玉露 3：白兔也能變鳳凰 柳暗花溟 三采 

123 金風玉露 4：白兔的失憶王爺 (含 特典套組) 柳暗花溟 三采 

124 
金風玉露 5：王妃的反擊(完) (含 4:白兔的失憶王

爺及特典套組 ) 
柳暗花溟 三采 

125 長相思（卷六）：長相守，不分離 (含 卷五) 野人文化 桐華 

126 長相思（卷四）：笑問月，誰與共 桐華 野人文化 

127 青火淨魂師 04 古書契約 草子信 鮮鮮文化 

128 青火淨魂師 05妖神之絆(完) 草子信 鮮鮮文化 

129 青火淨魂師 01青色傳說 草子信 鮮鮮文化 

130 青火淨魂師 03青之使者 鮮鮮文化 草子信 

131 非關英雄(卷 8)終結與開端(下卷) 御我 天使出版 

132 城隍(07)(完) 蒼葵 銘顯 

133 城隍賽米絲物語(06) 蒼葵 銘顯 

134 城隍賽米絲物語(5) 蒼葵 銘顯 

135 拼圖 案簿錄 4 蓋亞文化 護玄 

136 星神魔女 03 想念*觸碰不到的愛 魔女星火 典藏閣 

137 星神魔女 04 命運*雙子的哀傷 魔女星火 典藏閣 

138 星神魔女 05 兩年*不變的誓約 魔女星火 典藏閣 

139 星神魔女 06 許諾*一生一世 魔女星火 典藏閣 

140 星神魔女 08 銘刻*星點中的微光 魔女星火 典藏閣 

141 星神魔女 09(完)攜手*不悔相隨 魔女星火 典藏閣 

142 紅茶不加糖（上） 夏堇 麥田 

143 紅茶與妖精(1)女王的邀請函 夏天晴 普天 

144 紅茶與妖精(2)月下之宮 夏天晴 普天 

145 美男十二宮 5：美男如玉心如熾（新修版） 逍遙紅塵 三采 

146 美男十二宮 7：美男桃花相映紅（新修版） 逍遙紅塵 三采 

147 要聽爸爸的話！(07) 松智洋 青文 

148 要聽爸爸的話！08 松智洋 青文 

149 風動鳴(18)煦光夢迴 下部 水泉 天使出版 

150 風動鳴(19)神臨 上部 水泉 天使出版 

151 風動鳴(20)神臨 中部 水泉 天使出版 

152 風動鳴(22)月．落輝 水泉 天使出版 

153 冥道(05) 成分不明迷宮 天使出版 紫曜日 

154 家有刁夫 4：男人就是會惹禍！ 周玉 耕林 

155 家有刁夫 5：男人就是愛耍帥！(完) 周玉 耕林 

156 拿出妹控氣概吧！01傲嬌妹妹攻略手冊 甜咖啡 鮮鮮文化 

157 拿出妹控氣概吧！02天上掉下來的女僕妹妹 甜咖啡 鮮鮮文化 

158 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卷七 那人關心則亂 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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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道，海棠依舊 

159 特殊傳說 新版 vol.10 那之後......(學院篇完) 護玄 蓋亞文化 

160 特殊傳說 新版 vol.6 塵封的祕密 護玄 蓋亞文化 

161 特殊傳說 新版 vol.7 不為人知的故事 護玄 蓋亞文化 

162 特殊傳說 新版 vol.8 開始一切的序幕 護玄 蓋亞文化 

163 特殊傳說新版 vol.9 消逝的重要之物 蓋亞文化 護玄 

164 特偵十 04失足的孩子 蒔舞 三日月 

165 神使繪卷 卷一 夜祭與山神歌謠 醉琉璃 魔豆文化 

166 神使繪卷 卷三 連鎖信與天使蛋 魔豆文化 醉琉璃 

167 神使繪卷 卷四 鏡之花與池之底 醉琉璃 魔豆文化 

168 神啊，請給我一點 BL吧(1)全球腐化 瀝青、原惡哉、語狐 明日工作室 

169 神啊，請給我一點 BL吧(2)東方腐敗 
玥我、琴酒、DARK 櫻

薰 
明日工作室 

170 神隱天狗：妖之僕 DARK 櫻薰 明日工作室 

171 神魔變(02) 白夜 銘顯 

172 婢女異聞錄 卷二限 囧 TL 三采 

173 將軍在上我在下 2：一枝紅杏爬進牆 橘花散里 三采 

174 將軍在上我在下 3：十里狼煙牽子行（完）(含 1 . 2) 橘花散里 三采 

175 情迷吸血殿 II 番外王道花美男偶像 梵卓 鮮鮮文化 

176 情迷吸血殿 206 逆蝶‧最終的戰役(完) 梵卓 鮮鮮文化 

177 掙扎(案簿錄 3) 護玄 蓋亞文化 

178 望日 蝴蝶 雅書堂 

179 殺手不二價(5)指甲刀殺手 鐘小建 明日工作室 

180 現代魔法師 01魔法師與封印的神劍 典藏閣 佐維 

181 現代魔法師 02 魔法師與祖靈的怒吼 佐維 典藏閣 

182 現代魔法師 03魔法師的傀儡之舞 佐維 典藏閣 

183 甜死人男孩(1/6)華麗的殭屍 原惡哉 明日工作室 

184 異願洛恩斯(01)障幕 水泉 天使出版 

185 異願洛恩斯(04)樞入 水泉 天使出版 

186 眼見為憑 卷一 生死篇 林綠 魔豆文化 

187 荳蔻小小妻 6：相公，我罩你(完) 月神星 耕林 

188 這不是傲嬌忠犬啊！上仙.03 貓邏 銘顯 

189 這隻妖貓有點囧 02 林佩 鮮歡 

190 這裡是幸福安心委員會 鳥居羊 台灣東販 

191 陰界黑幫【卷五】 Div 春天 

192 陰陽撿骨師 4(完)魂與骨 迥小異 鮮歡 

193 喜嫁 1：鋒芒初露鬥極品 琴律 麥田 

194 喜嫁 3：瀟灑出閣繫真情 琴律 麥田 

195 喜嫁 7（完）：策馬紅塵作閒雲 琴律 麥田 

196 惡之大罪：維諾瑪尼亞公爵的瘋狂 惡之 P (Mothy) 台灣東販 

197 惡之娘：紅之前奏曲 惡之 P (Mothy) 台灣東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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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惡之娘：綠之搖籃曲 惡之 P (Mothy) 台灣東販 

199 惡魔獵人 NERO(06)終戰！守護的驕傲(完) 紅茶君 典藏閣 

200 惡靈談判專家 3：情印轉生 張廉 三采 

201 惡靈談判專家 4：黑山妖搶妻 張廉 三采 

202 最後的女神 2：主神的救贖(完) 天籟紙鳶 三采 

203 盜情 1：盜到大魔王 周玉 耕林 

204 盜情 3：同生共死的墊背 周玉 耕林 

205 硯城誌 卷二 公子 典心(作者) 角川書店 

206 絕色神偷 2：惹「火」上身 紫涵雨 耕林 

207 絕色神偷 4：愛恨一線間(完) 紫涵雨 耕林 

208 馭妖 4：「男」粉知己！？ 楓飄雪 耕林 

209 馭妖 5：契約妖之「復仇者聯盟」(完) 楓飄雪 耕林 

210 亂世醫女 (上) (下) 趙岷 麥田 

211 傾物語(全) 西尾維新 尖端輕文學 

212 愛情，上映中 樓雨晴 果樹 

213 新唐遺玉 06：道是無情卻有情 三月果 三采 

214 新唐遺玉 10：暗香浮動月昏黃 三月果 三采 

215 新唐遺玉 12：明月佳期會有時 三采 三月果 

216 新唐遺玉 13：一片冰心在玉壺 (含 特典套組) 三月果 三采 

217 新唐遺玉 14：滿城盡帶黃金甲 三月果 三采 

218 新唐遺玉 3：山雨欲來風滿樓 三月果 三采 

219 新唐遺玉 5：人間四月芳菲盡 三月果 三采 

220 新唐遺玉 7：明月不諳離恨苦 三月果 三采 

221 新黃泉委託人(2)顫慄之森 龍雲 明日工作室 

222 新黃泉委託人(3)巴黎魅影 龍雲 明日工作室 

223 新黃泉委託人(4)頂尖對決 龍雲 明日工作室 

224 新黃泉委託人(5)千年聖戰 龍雲 明日工作室 

225 煉獄謎蹤 J.D. 羅勃 果樹 

226 碎界 二 聿暘 知翎文化 

227 碎界 三 聿暘 知翎文化 

228 禁斷關係-妖之僕(最終回) DARK 櫻薰 明日工作室 

229 群雄包圍 08(完) 靛髮女神的守護 帝柳 鮮歡 

230 聖銀幻想曲- 1 天罪 四季出版社 

231 跳梁小丑混世記 12 執手 易人北 鮮歡 

232 禍亂創世紀（第二部）01蜜桃多多的修羅花嫁(上) 凌舞水袖 典藏閣 

233 禍亂創世紀 06天空之城大混戰！（第一部完） 凌舞水袖 典藏閣 

234 網遊之駭客養成 夏堇 麥田 

235 誓不為后 2：情敵出沒，請注意 度寒 耕林 

236 銀月巫女(上)(下) 夢三生 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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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蝠星東來 07(完) 妖怪的卒業式 藍旗左衽 鮮歡 

238 蝠星東來 番外 妖怪?課後日常 藍旗左衽 鮮歡 

239 蝠星東來 06 妖怪的時空任務 藍旗左衽 鮮歡 

240 養妃遊戲 3：蘿莉飼養指南(完) 辛小作 耕林 

241 噬月獸封卷(3)：最終卷．冒險之火永不熄滅 水涼 明日工作室 

242 曉風書院的八卦事(上下合售) 耳雅 典藏閣 

243 糖衣陷阱 茱麗．嘉伍德 果樹 

244 錯嫁良緣三部曲之冷宮囚妃 03：後宮版「諜對諜」 淺綠 耕林 

245 錯嫁良緣三部曲之-冷宮囚妃 1：致命的禮物 淺綠 耕林 

246 總裁別這樣 側側 尖端 

247 臨江仙(上) 蝴蝶 雅書堂 

248 鍾情：當女人穿到男男獸人的世界 3【新修版】完 司徒妖妖 三采 

249 獵命師傳奇 卷二十(完) 九把刀 蓋亞文化 

250 禮物 茱麗．嘉伍德 春光 

251 簫傲金宮 3：金宮密探不好當 張廉 三采 

252 簫傲金宮 4：短暫的簫家王朝 張廉 三采 

253 簫傲金宮 6：發配邊關得佳夫 張廉 三采 

254 簫傲金宮 8：滿月的幸福旋律（完） 張廉 三采 

255 懶散勇者物語 01 來自異界的勇者 香草 魔豆文化 

256 懶散勇者物語 02 聖劍的預言 香草 魔豆文化 

257 懶散勇者物語 03 妖精母樹 香草 魔豆文化 

258 懶散勇者物語 04 離家出走的勇者 香草 魔豆文化 

259 懶散勇者物語 05 紅袍法師的陵墓 香草 魔豆文化 

260 懶散勇者物語 07 第四枚碎片 香草 魔豆文化 

261 懶散勇者物語 8 生命藥劑 香草 魔豆文化 

262 櫻之雨：圍繞著我們的奇蹟 雨宮ひとみ 台灣東販 

263 魔王與終焉雪 5 拆野拆替 威向 

264 魔王與終焉雪-Devil and Warrior- 4 拆野拆替 威向 

265 魔王難為 201 狼與人馬從遠處來 鮮歡 紅淵 

266 魔王難為 202 冥都天鉞之死 紅淵 鮮歡 

267 魔王難為 02 伊琴尼亞醬油錄 紅淵 鮮鮮文化 

268 魔王難為 05 零下寒血殺戮者 紅淵 鮮歡 

269 魔王難為 101背後靈是魔王大人 紅淵 鮮歡 

270 魔王難為 103灼夜魔女之名 紅淵 鮮歡 

271 魔王難為 104卑鄙少女與赤羽龍王 鮮歡 紅淵 

272 魔法禁止(03)競技場的銀柳芽 M.S.Zenky 天使出版 

273 魔鬼紳士錄 06(完)2012的 Destiny 燃聿 鮮歡 

274 驕陽似我(上) 顧漫 尖端 

275 戀愛季：戀愛實習生 D51 明日工作室 

276 戀愛副本魔法插班生 4 草子信 三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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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77 戀愛副本魔法插班生 5 草子信 三日月 

278 戀愛微光：戀愛季 D51 明日工作室 

279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10 黑暗之光 威向 

280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雙子 11 黑暗之光 威向 

281 靈武司兵器簿 303(第 三部完)雋永神話。勿忘 紅淵 鮮歡 

282 靈武司兵器簿 304(番外)午茶時光。妄想 紅淵 鮮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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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金石堂書店2014年暢銷書書目 

一、 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24 個比利(完整新譯本) 丹尼爾．凱斯 皇冠文化 

2 Another episode S 綾?行人 皇冠文化 

3 HQ 事件的真相 喬艾爾．狄克 愛米粒 

4 KANO(電影原著劇本改編小說) 
魏德聖、陳嘉蔚(原著

劇本) 
遠流 

5 Lu`s 放空生活 Lu`s 時報文化 

6 S. (中文版全球獨家收藏盒) J.J.亞伯拉罕 寂寞出版社 

7 
seeing，dating，我們要不要在一起？-當台客大鼻

遇到美式小貓的幸福記事 
趙祺翔 春光 

8 一個人出國到處跑：高木直子的海外歡樂馬拉松 高木直子 大田 

9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米果 啟動 

10 一個人搞東搞西：高木直子閒不下來手作書 高木直子 大田 

11 一個人邊跑邊吃：高木直子呷飽飽馬拉松之旅 高木直子 大田 

12 九歌 102 年散文選 柯裕棻主編 九歌 

13 人生啊，歡迎迷路 迷路 圓神 

14 人生最後一場拍賣會 琳達．洛麗奇 春光 

15 十字屋的小丑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16 千年畫緣 姚白芳 爾雅 

17 大唐李白：少年遊 張大春 新經典文化 

18 大唐李白：鳳凰臺 張大春 新經典文化 

19 大秦皇陵卷一 一木 時報文化 

20 大秦皇陵卷十 一木 時報文化 

21 大斷電 (上下冊不分售) 馬克．艾斯伯格 天下文化 

22 小王子 【70 周年精裝紀念版】 安東尼．聖修伯里 漫遊者 

23 小兒子 駱以軍 印刻 

24 小怦然 屠火火 城邦原創 

25 小氣一家：史上最爆笑不可思議省錢事件簿 森川弘子 布克文化 

26 小氣鬼 山崎豐子 皇冠文化 

27 小祕密 瑪琪朵 城邦原創 

28 已毒不悔 九把刀 春天 

29 不在他方 陳綺貞 印刻 

30 不死煉金術師 5：背叛誓言的邪術士 麥可．史考特 木馬文化 

31 不死煉金術師 6：終結一切的幻惑師(完結篇) 麥可．史考特 木馬文化 

32 不真心告白 Sophia 春天 

33 不解釋 掰掰啾啾 時報文化 

34 五斗米靠腰：靠，知道了 馬克 天下文化 

35 五斗米靠腰：職場沒有自己人 馬克 天下文化 

36 六弄咖啡館(附 CD) 藤井樹 商周出版 

37 凶宅筆記詭事錄 貳十三 貳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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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38 分歧者外傳：FOUR 薇若妮卡．羅斯 高寶 

39 天國旅行 三浦紫苑 漫遊者 

40 太和計畫 馬克．艾伯特 奇幻基地 

41 少帥 張愛玲 皇冠文化 

42 少爺 山崎豐子 皇冠文化 

43 文化小露台 
韓良露、朱全斌(攝

影) 
有鹿文化 

44 日月當空〈卷十七〉 黃易 時報文化 

45 日月當空〈卷十八〉 黃易 時報文化 

46 日月當空〈卷十五〉 黃易 時報文化 

47 日月當空〈卷十六〉 黃易 時報文化 

48 火星任務 安迪．威爾 三采 

49 王道劍(壹)：乾坤一擲  上官鼎 遠流 

50 王道劍(貳)：新錦衣衛  上官鼎 遠流 

51 古典其實並不遠：中國經典小說的 25堂課 廖玉蕙 未來出版社 

52 古書堂事件手帖. 4, 栞子與雙面的容顏 三上延 角川書店 

53 古書堂事件手帖. 5, 栞子與心手相繫之時 三上 延 台灣角川 

54 可不可以一直在一起：彎彎寵物日記 彎彎 自轉星球 

55 台北回味 韓良露 有鹿文化 

56 台灣小吃行腳 舒國治 皇冠文化 

57 四十歲，然後呢？ 水瓶鯨魚 啟動 

58 失戀救星．正港奇片 正港奇片 世茂 

59 平行處的陽光 有川浩 春天 

60 打噴嚏（電影書衣版） 九把刀 春天 

61 末日仙境 3鐵女王 茱莉‧香川 春天 

62 母性 湊佳苗 皇冠文化 

63 永遠的 0 百田尚樹 春天 

64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約翰．葛林 尖端 

65 
生命中的美好陪伴：看不見的單親爸爸與亞斯伯格

兒子 
黃建興 新自然主義 

66 用筷子吃蛋糕：一個德國女孩的上海人生 洪素珊 左岸文化 

67 白雪公主殺人事件 湊佳苗 皇冠文化 

68 白羅再起：倫敦死亡聚會 
蘇菲．漢娜、阿嘉莎．

克莉絲蒂 
遠流 

69 交換日記 17 張妙如、徐玫怡 大塊 

70 
先放手，再放心：活得像雲般自由 我從《心經》

學到的人生智慧 
吳若權 皇冠文化 

71 再一個謊言 東野圭吾 東野圭吾 

72 危險情人 諾拉．羅伯特 春光 

73 吉吉吉，最吉件！(禮物盒)：家有諧星貓我是白吉 張角倫 啟動 

74 同級生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75 名偵探的枷鎖 東野圭吾 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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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76 向陽小日子：拉拉熊的生活 10 AKI KONDO 布克出版 

77 回憶當鋪 吉野万理子 博識出版 

78 
在我眼中，你是最棒的！(禮物書套組，隨書附贈 3

樣精美本書獨家週邊) 
力恩君 麥田 

79 在幸福的盡頭還有 東燁（穹風） 商周出版 

80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 派屈克．蒙迪安諾 允晨文化 

81 地獄 丹．布朗 時報文化 

82 
好媳婦國際中文版：第一次結婚就該懂的事，媳婦

燈塔宅女小紅的婚姻開示特集 
宅女小紅(羞昂) 自轉星球 

83 好潮的夢：快意慢活《幽夢影》 張曼娟 麥田 

84 
如何獨處：偉大的美國小說家強納森‧法蘭岑的社

會凝視 
強納森．法蘭岑 新經典文化 

85 如果有些心意不能向你坦白 middle 青森文化 

86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 川村元氣 春天 

87 有些事，這些年我才懂：小野的人生思考 小野 究竟 

88 有家雜貨店 楊珮琪 商訊文化 

89 朵朵小語：這個世界愛著你 朵朵 皇冠文化 

90 朵朵小語︰你就是美麗的小宇宙 朵朵 皇冠文化 

91 死神的浮力 伊?幸太郎 獨步 

92 百年孤寂 賈西斯．馬奎斯 志文 

93 百鬼夜行誌【凶宅卷】 阿慢 時報文化 

94 羊毛記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95 自由之心 索羅門．諾薩普 遠流 

96 血歌首部曲：黯影之子(上) 安東尼．雷恩 奇幻基地 

97 血歌首部曲：黯影之子(下) 安東尼．雷恩 奇幻基地 

98 你是北極星 三浦紫苑 漫遊者 

99 別吵，我正在愛 小野 皇冠文化 

100 別相信任何人 S.J.華森 寂寞出版社 

101 完美 蕾秋．喬伊斯 馬可孛羅 

102 希特勒回來了！ 帖木兒．魏穆斯 野人文化 

103 我一直都在 西西莉雅．艾亨 春光 

104 我可以不愛你 張小嫻 皇冠文化 

105 
我決定放棄減肥：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鼻妹養成圖文

誌 2 
鼻妹 布克文化 

106 我的自由年代原創小說(一般上市版) 
三立電視監製/許芸齊/

吳佩珍 
角川書店 

107 我們，別做朋友了 晴菜 商周出版 

108 我們說好不分手：張小嫻愛情散文精選 張小嫻 皇冠文化 

109 我終於失去你 煙波 城邦原創 

110 我等你，直到你懂我的孤寂 雪倫 商周出版 

111 我想要的，只是一個擁抱而已【全新版】 橘子 皇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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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12 
我想記得你現在的樣子 ：Fion寫給孩子的生活日

記 
Fion強雅貞 自轉星球 

113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I 卷一：江湖河海湖之卷(上)  傘三 高寶 

114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I 卷十四：神仙傳說最終卷(5)【全

系列完結篇】 
傘三 高寶 

115 我與 23個奴隸(01) 岡田伸一 尖端 

116 我願：金剛經的祝福(盒裝典藏獻禮) 蔣勳 有鹿文化 

117 杜鵑的呼喚 
羅勃．蓋布瑞斯(J.K.

羅琳) 
皇冠文化 

118 每一次出發，都在找回自己 吳若權 皇冠文化 

119 決戰王妃 綺拉．凱斯 圓神 

120 決戰王妃 2：背叛之吻 綺拉．凱斯 圓神 

121 決戰王妃 3：真命天女 綺拉．凱斯 圓神 

122 決戰王妃外傳：王子與侍衛 綺拉．凱斯 圓神 

123 沉默的妻子 A.S.A.哈莉森 圓神 

124 
沒有女人的男人(最鼓舞年輕世代的諾獎得主海明

威，經典短篇重現) 
海明威 新經典文化 

125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26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127 男人想要、女人該懂的親密關係 吳若權 皇冠文化 

128 良露家之味 韓良露 大塊 

129 走在夢想的路上 謝哲青 天下文化 

130 來自天堂的雨 晨羽 城邦原創 

131 來自天堂的第一通電話 米奇．艾爾邦 大塊 

132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 獨步 

133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２：夢見咖啡歐蕾的女孩 岡崎琢磨 麥田 

134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３：令人心慌的咖啡香 岡崎琢磨 麥田 

135 妳想要的，只是我的後悔嗎？ 橘子 皇冠文化 

136 姊姊 晨羽 城邦原創 

137 忽然一陣敲門聲 艾加．凱磊 寂寞出版社 

138 所羅門的偽證Ⅰ：事件 宮部美幸 獨步 

139 所羅門的偽證Ⅲ：法庭 宮部美幸 獨步 

140 拉拉熊四格漫畫 2 AKI KONDO 布克文化 

141 明天我就不幹了！ 吉爾．勒賈帝尼耶 讀癮出版 

142 波西傑克森：索貝克之子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43 波西傑克森：塞瑞比斯權杖 雷克．萊爾頓 遠流 

144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圖文版） 保羅．科爾賀 時報文化 

145 空洞的十字架 東野圭吾 春天 

146 芭蕾女孩的祕密日記 
芭蕾群陰 Ballet 

Monsters 
天下文化 

147 青春第二課 王溢嘉 野鵝出版社 

148 前女友 大 A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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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49 勇敢做夢吧！：不走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厲害 吳沁婕 遠流 

150 哀傷浮游 黃色書刊 時報文化 

151 巷弄裡的那家書店(原創小說) 夢田文創／策劃製作 遠流 

152 
急診鋼鐵人 Dr.魏的進擊：一起體驗笑中帶淚、有

血無尿的急診人生！ 
急診醫師 Dr.魏 三采 

153 故事造型師：老編輯談寫作的技藝 
蕾妮．布朗、戴夫．

金恩 

蕾妮．布

朗、戴夫．

金恩 

154 故事團團轉 幾米 大塊 

155 星移記：羊毛記起源真相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156 洄瀾 : 相逢巨流河 齊邦媛 天下文化 

157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3 杉作 愛米粒 

158 秋的貓 Misa 城邦原創 

159 穿著 Prada的惡魔 2：復仇 蘿倫．薇絲柏格 
蘿倫．薇絲

柏格 

160 
美美的逆襲：H.H 先生全新創作┼精選收錄，66萬

網友爆笑按讚！ 
H.H 先生 三采 

161 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完美典藏版！ 趙乾乾 聯合文學 

162 飛翔公關室 有川浩 新雨 

163 首席御醫Ⅲ之 10快意恩仇(完) 銀河九天 風雲時代 

164 首席御醫Ⅲ之 3 不寒而慄 銀河九天 風雲時代 

165 首席御醫Ⅲ之 5 攤牌對決 銀河九天 風雲時代 

166 首席御醫Ⅲ之 7 死神博奕 銀河九天 風雲時代 

167 首席御醫Ⅲ之 9 身世離奇 銀河九天 風雲時代 

168 首席御醫 II之 12力挽殘局(完) 銀河九天 銀河九天 

169 首席御醫 II之 9 藥方暗鬥 銀河九天 風雲時代 

170 哦 NO！不要跟我去旅行 苦苓 皇冠文化 

171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2 哪啊哪啊～神去村夜話 三浦紫苑 新經典文化 

173 娥蘇拉的生生世世 凱特．亞金森 高寶 

174 旅貓日記 有川浩 皇冠文化 

175 時間的旅人 張曼娟 皇冠文化 

176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I：調教 E.L.詹姆絲 春光 

177 浮光 吳明益 新經典文化 

178 烤神仙 蔡怡 時報文化 

179 疾風迴旋曲 東野圭吾 台灣東販 

180 破碎虛空 黃易 時報文化 

181 紙星星 晨羽 城邦原創 

182 記得愛 穹風（東燁） 城邦原創 

183 迷途鯨魚眼中的黃昏 窪美澄 新雨 

184 酒友，飯友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85 高校入試 湊佳苗 台灣東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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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86 高跟鞋與蘑菇頭 江鵝 無限出版 

187 偉大的隱藏者 崔鐘勳 新經典文化 

188 偉斯泊奇探臺灣(中英雙語版) Ingrid Anders 漢世紀數位 

189 偷書賊(電影書衣版) 馬格斯．朱薩克 木馬文化 

190 國文課沒教的事 2：劉炯朗讀三字經 劉炯朗 時報文化 

191 國王遊戲(再生 9.19)(國王遊戲 7)(限) 金澤伸明 尖端 

192 國王遊戲(再生 9.24)(國王遊戲 8)(限) 金澤伸明 尖端 

193 
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附贈蔣勳念誦金

剛經 CD) 
蔣勳 有鹿文化 

194 控制(電影書衣版) 吉莉安．弗琳 時報文化 

195 欲望潔西卡(限制級) 希維雅．黛 高寶 

196 殺人奇面館 綾?行人 皇冠文化 

197 殺手，末路花開的美夢 九把刀 春天 

198 深夜食堂 12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199 深夜食堂 13 安倍夜郎 新經典文化 

200 混血營英雄：混血人日記 雷克．萊爾頓 遠流 

201 混血營英雄 3：智慧印記 雷克．萊爾頓 遠流 

202 混血營英雄 4：冥王之府 雷克．萊爾頓 遠流 

203 
眼淚是灰燼裡的鑽石：愛後即焚：戀人的最高機密

檔案 
吳若權 皇冠文化 

204 第二次初戀 Misa 城邦原創 

205 終點人：起點人完結篇 麗莎．普萊斯 皇冠文化 

206 這些人，那些事 吳念真 圓神 

207 都市傳說 1：一個人的捉迷藏 笭菁 奇幻基地 

208 都市傳說 2：紅衣小女孩 笭菁 奇幻基地 

209 都市傳說 3：樓下的男人 笭菁 奇幻基地 

210 都市傳說 4：第十三個書架 笭菁 奇幻基地 

211 野蠻遊戲：動亂 黑井嵐輔 尖端 

212 陰陽師醉月卷 夢枕貘 繆思文化 

213 喀邁拉空間 泰絲．格里森 春天 

214 喜歡一個人原創小說 三立電視 角川書店 

215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你 Middle 三采 

216 最好的妳 克莉絲汀．漢娜 春光 

217 渴望 深町秋生 新經典文化 

218 無盡之劍 布蘭登．山德森 奇幻基地 

219 然後你還在 雪倫 商周出版 

220 等一個人咖啡（電影書衣版） 九把刀 春天 

221 舒芙蕾遊戲 Sophia 春天 

222 超棒小說再進化 詹姆斯．傅瑞 雲夢千里 

223 開膛手傑克的告白 中山七里 瑞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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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24 雲去雲來+林青霞朗讀 CD 林青霞 時報文化 

225 
黑白雙貓跳恰恰：貓格分裂？！演不完的噴飯內心

戲！ 
餅小餅 好讀 

226 黑森林幸福華爾滋 李燕瓊 好的文化 

227 微光：妳是我流浪的起點 Sophia 春天 

228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 1 蔣勳 遠流 

229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 2 蔣勳 遠流 

230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 3 蔣勳 遠流 

231 愛了就會活過來：蔡康永的 77 篇輕句子&甜故事 蔡康永 皇冠文化 

232 愛上兩個我原創小說 三立電視監製 角川書店 

233 愛在雨影路(限) 莉莎．克萊佩 四季出版社 

234 愛的成人式 乾胡桃 尖端 

235 愛情保險員 伍臻祥 時報文化 

236 愛瑪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 馬可孛羅 

237 暖活：愛得還不錯的那些故事 劉中薇 聯合文學 

238 暗夜無星 史蒂芬．金 皇冠文化 

239 暗店街(諾貝爾文學獎修訂新版) 派屈克．莫迪亞諾 時報文化 

240 暗黑女子 秋吉理香子 皇冠文化 

241 暗黑學校(上) 二宮敦人 尖端 

242 萬字固定 萬城目學 萬城目學 

243 落櫻繽紛 宮部美幸 獨步 

244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245 路邊甘蔗眾人啃 李昂 九歌 

246 遇見 劉梓潔 皇冠文化 

247 遇見你之前 喬喬．莫伊絲 馥林文化 

248 遇見狐獴學會愛：Lisa 溫芳玲的生命故事 溫芳玲 天下文化 

249 遊戲：遊戲三部曲 I 安德斯‧德拉摩特 皇冠文化 

250 塵土記(羊毛記 2 完結篇) 休豪伊 鸚鵡螺文化 

251 夢幻花 東野圭吾 春天 

252 對不起 日高由香 尖端 

253 
慢讀泰戈爾 (附英語詩朗讀 CD)：源自印度哲人的

雋永小詩，時時在心底吐著歡樂的絮語 
琹涵 日出出版 

254 滿江紅 姚白芳 爾雅 

255 漸進曲(附 CD) 藤井樹（吳子雲） 商周出版 

256 睡在豌豆上 湊佳苗 春天 

257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I：來自台灣的委託 麥可．羅伯森 臉譜文化 

258 蒲公英的微笑 蔡志忠 皇冠文化 

259 遠山的回音 卡勒德．胡賽尼 木馬文化 

260 鳶(日劇父子情深原著) 重松清 春天 

261 審判者傳奇：鋼鐵心 布蘭登．山德森 奇幻基地 

262 寫一封信給妳 東燁（穹風）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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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63 寫作其實並不難：凝眸光與暗，寫出虛與實 廖玉蕙 印刻 

264 歐遊情書：因為太美，一定要說給你聽的風景 謝哲青 圓神 

265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 簡媜 印刻 

266 請代我問候 三毛 皇冠文化 

267 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 侯文詠 皇冠文化 

268 醉枕江山．第二部．卷五.交易 月關 野人文化 

269 醉枕江山第一部．卷二：媚惑 月關 野人文化 

270 醉枕江山第一部．卷四：算計 月關 野人文化 

271 醉枕江山第三部．卷四：殺欽差 月關 野人文化 

272 學生街殺人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273 戰爭遊戲(電影書封版) 歐森．史考特．卡德 天下雜誌 

274 獨白 東燁（穹風） 商周出版 

275 
親愛的人生：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

集 2 
艾莉絲．孟若 木馬文化 

276 貓戰士荒野手冊之一：部族解密 艾琳．杭特 晨星 

277 貓戰士荒野手冊之二：預言之貓 艾琳．杭特 晨星 

278 遲來的守護者(電影書衣版) 馬丁．希史密斯 麥田 

279 鋼鐵德魯伊 1：追獵 凱文．赫恩 蓋亞文化 

280 鋼鐵德魯伊 2：魔咒 凱文．赫恩 蓋亞文化 

281 鋼鐵德魯伊 3：神鎚 凱文．赫恩 蓋亞文化 

282 錢已匯入你戶頭 迪米崔．舒塔奇斯 寂寞出版社 

283 錦衣夜行第六部．卷四：一殺了因果 月關 野人文化 

284 龍戰在野 卷八 黃易 蓋亞文化 

285 龍戰在野 卷三 黃易 蓋亞文化 

286 龍戰在野卷一 黃易 黃易 

287 龍戰在野卷七 黃易 蓋亞文化 

288 龍戰在野卷九 黃易 蓋亞文化 

289 龍戰在野卷二 黃易 蓋亞文化 

290 龍戰在野卷五 黃易 蓋亞文化 

291 龍戰在野卷六 黃易 蓋亞文化 

292 龍戰在野卷四 黃易 蓋亞文化 

293 應該相信誰 湯姆．羅伯．史密斯 新經典文化 

294 總會有一天 Misa 城邦原創 

295 獵魔士長篇 1 精靈血 安傑．薩普科夫斯 蓋亞文化 

296 壞女孩 艾莉克絲．瑪伍德 皇冠文化 

297 懸案密碼 5：尋人啟事 猶希．阿德勒．歐爾森 奇幻基地 

298 歡樂三國志【英雄慶功版】 侯文詠 皇冠文化 

299 籠子裡的愛麗絲 皮耶．勒梅特 時報文化 

300 戀夏七光年 琉影 城邦原創 

301 戀愛課：戀人的五十道習題 陳雪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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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秘密 朗達．拜恩 方智 

2 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徐重仁的 22個人生發現 
徐重仁口述、洪懿妍採

訪整理 
天下雜誌 

3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 究竟 

4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5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6 宇宙覺士：顧老師的禪教室 溫曼英 天下文化 

7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 衛城出版 

8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肆一 三采 

9 

驚人的「視力回復」眼球操：活到 60歲也不會老

花眼的秘密！短短 2週，視力從 0.2升級至 1.5！

（隨書贈 2 

中川和宏 采實文化 

10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齊柏林空拍 20 年的

堅持與深情 
齊柏林 圓神 

11 
吳寶春的麵包祕笈：27 年功夫‧34道麵包食譜大

公開 
吳寶春 遠流 

12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智

富 

13 
一週腰瘦 10 公分的神奇骨盤枕：超過 180 萬人見

證，5 分鐘搞定，還可提臀豐胸 
福辻?銳記 方智 

14 學習。在一起的幸福 鄧惠文 三采 

15 
社企力！社會企業=翻轉世界的變革力量。用愛創

業，做好事又能獲利！ 
社企流 果力文化 

16 首爾就該這樣慢慢玩 2 小梨 大大創意 

17 
輕鬆當爸媽，孩子更健康：超人氣小兒科醫師黃瑽

寧教你安心育兒【新修版】 
黃瑽寧 時報文化 

18 想念，卻不想見的人 肆一 三采 

19 醫者，本來如此 
魏國珍(著)、吳錦勳(採

訪 
天下文化 

20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嚴長壽 天下文化 

21 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雜誌 

22 
原味：Carol100 道無添加純天然手感麵包＋30款

麵包與果醬美味配方提案 
胡涓涓(Carol) 幸福文化 

23 好孩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教育【身教篇】 洪蘭 遠流 

24 
存好股，我穩穩賺！：沒有飆股的年頭，一六八曲

線幫你賺百萬 
溫國信 大是 

25 當頭棒喝：施寄青與紫靈破解現代奇案 施寄青 群星文化 

26 

1 日 5 分鐘的排毒奇蹟：每天喝【種子熱穀漿】×

【排毒蔬果汁】，5分鐘喝出抗癌力，收錄 100 道

獨創養生飲 

郭素君 采實文化 

27 29 張當票 3：門簾外的人生鑑定 秦嗣林 麥田 

28 不看盤，獲利更簡單 2：重頭學，獲利就加倍！ 阿斯匹靈 法意 

29 在人間遇見天使 胡慧中 天下文化 

30 拿回你的人生主導權：看穿無形的心理操縱術 海芮葉．布瑞克 天下文化 

31 續．當頭棒喝：施寄青與紫靈破解現代奇案 (含 1) 施寄青 群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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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32 
要瘦就瘦，要健康就健康：把飲食金字塔倒過來

吃，就對了！ 
賴宇凡 如果 

33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34 
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來：巧妙破冰、打進團體核

心，想認識誰就認識誰 
萊拉．朗德絲 李茲文化 

35 

揉揉小腿肚的驚人自癒奇蹟：超過 46萬人見證！

天天按摩小腿，疾病就會慢慢改善！【18招全彩

圖解】增強小 

槙孝子 采實文化 

36 學生 林明進 麥田 

37 如果有一天，我們說再見 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天下雜誌 

38 
從 0到 1：打開世界運作的未知祕密，在意想不到

之處發現價值 

彼得．提爾、布雷克．

馬斯特 
天下雜誌 

39 賺錢力：影響你未來二十年的謀生關鍵 大前研一 天下文化 

40 隨機騙局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

雷伯 
大塊 

41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張戎 麥田 

42 蘋果設計的靈魂：強尼．艾夫傳(附全彩年表) 利安德．凱尼 時報文化 

43 什麼都能賣！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 布萊德．史東 天下文化 

44 
我在印度，接近天堂也看見地獄：擁抱混亂，停止

多慮開始生活 
鮑伯．米格拉尼 大好書屋 

45 
下班後賺更多：記帳、存錢、再投資，富朋友的「破

窮理財法」提早 20 年退休不是夢！ 
艾爾文 三采 

46 誰說我沒有影響力 曲家瑞 平安文化 

47 
蘋果橘子思考術：隱藏在熱狗大賽、生吞細菌與奈

及利亞詐騙信中的驚人智慧 
大塊 

李維特、杜

伯納 

48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天下雜誌 黃瑽寧 

49 
2014-2019經濟大懸崖：如何面對有生之年最嚴重

的衰退、最深的低谷 
哈利．鄧特二世 商周出版 

50 
世界金融史 3000 年：從古希臘城邦經濟到華爾街

金錢遊戲 
陳雨露 野人文化 

51 本心：張榮發的心內話與真性情 
張榮發口述；陳俍任採

訪撰文 
天下文化 

52 
我，故意跑輸：當自己心中的第一名，作家褚士瑩

和流浪醫生小杰，寫給 15、20、30、40的你！ 
褚士瑩 大田 

53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哈佛大師教我的幸福人生管理

學 

艾瑞克‧賽諾威、梅瑞

爾‧梅多 
天下文化 

54 白色的力量 2改變成真：柯文哲的城市進化論 柯文哲 三采 

55 
韓國人和你想的不一樣：人妻太咪的韓國有趣文化

×特殊習慣×超妙生活觀察 
太咪 時報文化 

56 
德國流掃除術：1 條毛巾， 15 分鐘，享受舒適亮

潔的家 
沖幸子 如何 

57 
白色的力量-柯文哲：我改變不了四季的變化，只

能讓其盡善盡美 
柯文哲 三采 

58 
母親這種病：現代人的心靈問題，可能都來自於母

親？ 
岡田尊司 時報文化 

59 跟 TED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 卡曼．蓋洛 先覺 

60 
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隨書附贈 60 分鐘靜

坐導引與音樂 CD:21世紀最實用的身心轉化指南 
楊定一、楊元寧 天下雜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9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61 KANO 3：一球入魂 
魏德聖、陳嘉蔚(原著

劇本) 
遠流 

62 
這樣吃，我的白髮變黑髮、年輕 15歲：營養學博

士王進崑的太極健康飲食與美味食譜 
王進崑 大是 

63 

擇食參男人腰瘦，女人性福：邱錦伶的溫暖體質擇

食法，男強精女逆齡，塑造標準腰圍，遠離現代疾

病。 

邱錦伶 時報文化 

64 不玩會死：陪我任性一個月好嗎？ 路嘉怡 時報文化 

65 
專注的力量：不再分心的自我鍛鍊，讓你掌握 APP

世代的卓越關鍵(附「鍛鍊你的專注力」別冊) 
丹尼爾．高曼 時報文化 

66 
我不是天生瘦：林可彤教妳腰‧腹‧臀‧腿一次

瘦(附 DVD：名模 Body Slimming 細身操 DVD) 
林可彤 尖端 

67 

孟老師的麵食小點：有主食、有點心，有粗獷的大

餅，也有細緻的軟餅，甜鹹兼具，美味再升級！(附

DVD) 

孟兆慶 葉子 

68 媽咪，翻滾吧！ Melody(殷悅) 時報文化 

69 
1 年計畫 10年對話：預約 10 年後的自己，需要年

年實踐與更新 
褚士瑩 大田 

70 

每週 2天輕斷食，2個月瘦 8 公斤！：高醫減重班

美女營養師的台灣味 500卡菜單，在家吃、外食族

都能瘦 9789866444760 

宋侑璇 蘋果屋 

71 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 之史實未必是事實 駱芬美 時報文化 

72 
這些地方，只有巴黎人知道：11 條道地時尚×藝術

×美食×約會路線 

南西大爺 Miss 

Nancyelle 
時報文化 

73 
我把套牢股變搖錢樹：台股老農夫與你分享巴菲特

買股法 
SMART 智富 老農夫 

74 噬罪人 呂秋遠 三采 

75 
一切都是剛剛好：台東醫生在喜馬拉雅山塔須村的

義診初心 
楊重源、齊萱 本事文化 

76 
一開口就破功？這些英文慣用語，不懂千萬別裝

懂！ 
張翔 知識工場 

77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14-2015 墨刻編輯部 墨刻 

78 
Get Lucky！助你好運：九個心理習慣，讓你用小

改變創造大運氣 
劉軒 天下文化 

79 從收穫問耕耘，腳踏實地談教育 洪蘭、蔡穎卿 天下文化 

80 

Oh My God！我瘦了 50 公斤：沒吃藥、不節食、

更沒抽脂，減肥才更要「吃」！肉肉女變 S號小姐

的搞笑激瘦日 

權尾珍 采實文化 

81 十年淬鍊劉在錫：從沉寂無聞到風靡亞洲 金榮柱 寶鼎 

82 冰山在融化：在逆境中成功變革的關鍵智慧(二版) 約翰．科特 聯經 

83 
這不是你想的藝術書：原來看懂人，就看懂畫，說

不出口的、不可告人的，都藏在畫中？！ 
顧爺 原點 

84 
QQmei 英倫育兒日記：英國式教育初體驗＋獨家

親子散步地圖＋超值血拼好去處！ 
QQmei 平安文化 

85 
吃出天生燒油好體質：根治飲食法，讓你要瘦就

瘦，要健康就健康！ 
賴宇凡 如果 

86 
每一天練習照顧自己：當我們為自己負起責任，就

能真正放手，做自己 
梅樂蒂．碧緹 遠流 

87 防病：讓身體變年輕，就能百病不侵【算病系列珍樓中亮 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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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藏實踐版：書+回春經絡拳 DVD】 

88 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野島剛 聯經 

89 歐陽靖寫給女生的跑步書 歐陽靖 大塊 

90 看懂籌碼股市賺大錢 陳家豐 原富傳媒 

91 人生總會有辦法：為明天招來幸福的 68 個方法 楓書坊文化 水野敬也 

92 當下善轉：十二堂歡喜自在的修心課 法相山 釋慈智 商周出版 

93 理想的簡單生活 多明妮克．洛羅 如果 

94 蔡康永的說話之道 2 蔡康永 如何 

95 怪老子教你：理專不想告訴你的穩穩賺投資 怪老子(蕭世斌) 
SMART 智

富 

96 Hero：活出你內在的英雄 郎達．拜恩 方智 

97 勇敢，相信愛 平安文化 百勒絲 

98 
Carol 餐桌上的美好時光：130 道療癒心靈的美味

幸福配方 
胡涓涓(Carol) 日日幸福 

99 樹，不在了 陳文茜 時報文化 

100 看見：十年中國的見與思 柴靜 時報文化 

101 抉擇：希拉蕊回憶錄 希拉蕊．羅登．柯林頓 商業周刊 

102 東京藥妝美研購 2:東京藥妝搜查最前線(彩圖版) 鄭世彬 晶冠 

103 
勇敢立大志，彎腰做小事：28 個實踐熱情服務的

心法 
沈方正(口述) 天下雜誌 

104 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呂世浩 平安文化 

105 會讀書 汪培珽 愛孩子愛自 

106 夢想，零極限：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的熱血人生 陳彥博 天下雜誌 

107 
蔬療：吃對蔬菜，打造抗病體質，三高、濕疹、內

分泌失調、婦兒科雜症、失眠、憂鬱……統統再見！ 
楊淑媚、蔡昆道 時報文化 

108 

５分鐘馬克杯蛋糕 Mug Cakes！爆紅歐美日！免

烤免等不求人！濃郁的爆漿蛋糕與美味的軟心蛋

糕，加熱 2分鐘 

琳恩．克努森 出版菊文化 

109 KANO 1：魔鬼訓練 
魏德聖、陳嘉蔚(原著

劇本) 
遠流 

110 華人育兒百科 林奏延總策畫 天下雜誌 

111 
2 天 1 夜親子輕旅行：爸媽不累、小孩玩瘋、阿公

阿媽笑眼開！(隨書附贈超值出遊懶人包) 
睡天使醒惡魔 三采 

112 KANO 2：前進甲子園 
魏德聖、陳嘉蔚(原著

劇本) 
遠流 

113 
日本最風行每家必備的鬆餅機食譜：烘焙新手必學

100道不用烤箱也能即時享用的超人氣美味小點心 
馮嘉慧 日日幸福 

114 借鏡德國：一個台灣人的日耳曼觀察筆記 劉威良 貓頭鷹 

115 
無印良品成功 90%靠制度：不加班、不回報也能創

造驚人營收的究極管理 
松井忠三 天下文化 

116 放下，其實沒什麼大不了！雜念退散的煩惱清理術 呂佳綺 啟思 

117 
馬甲線女神張婷媗?6 分鐘瘦一身！全民快慢瘦身

操(附快速燃脂示範 DVD) 
張婷媗 瑞麗美人 

118 業務之神的絕學：加賀田晃簽約率 99％的銷售術 加賀田晃 大樂文化 

119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 Peter Su 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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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20 
蘿拉老師教你畫禪繞(入門篇)：24 種底線練習、最

新有機圖樣與進階畫法一起輕鬆學會 
蘿拉老師 遠流 

121 少，但是更好 葛瑞格．麥基昂 天下文化 

122 突圍黑心房市！Sway誠實帶看日記 Sway 寫樂文化 

123 被混淆的臺灣史：1861~1949 之史實不等於事實 駱芬美 時報文化 

124 圖解英文說不出口的祕密(附 1MP3) 蔡詠琳 懶鬼子 

125 
101個有科學根據的減肥小偏方：邱醫師教你愈吃

愈瘦的祕密，不知道就虧大了！ 
邱正宏 心版圖 

126 三大叔樂活退休術：如何及早打造黃金人生下半場 
田臨斌．施昇輝．王健

宇 
群星文化 

127 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 蘇起 天下文化 

128 
一個全職交易人的投資告白：我從此不上班，每日

自負盈虧的謀生式投資日記 
梁展嘉 大寫出版 

129 台灣生死書：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袁紅冰 亞太 

130 多空轉折一手抓 蔡森 今周刊 

131 

股票收租法，我 4年賺 100%：上班族股素人、卡

小孜父女，投資少少錢、穩穩領股息的竅門大公

開！ 

股素人 大樂文化 

132 
麵包機新手的第一本書--Carol50道健康無添加的

不失敗麵包機食譜 
胡涓涓(Carol) 日日幸福 

133 如歌年少 My Stage My Dream 孫越 麥田 

134 直言正道：那些無關考試，卻非常重要的事 楊正 渠成文化 

135 帝國崛起：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2 呂世浩 平安文化 

136 12 星座人性攻略(2014 全新增訂版) 訊息工作室 唐立淇 

137 
我，跟自己拚了！挪威最頂尖的心智訓練師讓你潛

能發揮 100% 
艾瑞克．伯特蘭．拉森 三采 

138 權證小哥完全公開權證暴賺勝經 權證小哥 
SMART 智

富 

139 永遠的俠醫：台灣良心林杰樑 王昶閔 天下文化 

140 
物聯網革命：改寫市場經濟，顛覆產業運行，你我

的生活即將面臨巨變 
傑瑞米．里夫金 商周出版 

141 星座大戰 2部曲 PIEPIE 時報文化 

142 星座大戰首部曲 王小亞、夏美 時報文化 

143 

聊不停的聰明問話術：【超圖解】40 個開場．接

話．打破心防的問話技巧，不用找話題，90%的話

都讓對方說 

越智真人 采實文化 

144 華爾街之狼(電影書封版) 喬登．貝爾福 時報文化 

145 超萌圓仔成長全紀錄 臺北市立動物園 皇冠文化 

146 
整牙，所有自信的開始！(隨書附贈 28度微笑黃金

比例表) 
資料夾文化 陳忠明 

147 謝謝你(不)愛我 女王 圓神 

148 讓錢找到你 吳淡如 天下文化 

149 
公司的品格：22 個案例，了解公司治理和上市櫃

公司的財務陷阱 
李華麟 先覺 

150 尹教授的 10 堂課：興學興人的神隱總裁 尹衍樑(口述) 今周刊 

151 甘露法語第二輯 清海無上師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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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52 貨幣戰爭 5：後 QE 時代的全球金融 遠流 宋鴻兵 

153 給予：華頓商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 亞當‧格蘭特 平安文化 

154 
Google 模式：挑戰瘋狂變化世界的經營思維與工

作邏輯 

艾力克．施密特、強納

森．羅森柏 
天下雜誌 

155 一開始創業就做對 王擎天 創見文化 

156 
再見，世界工廠：後 QE時代的中國經濟與全球變

局 
王伯達 先覺 

157 洄瀾 齊邦媛 天下文化 

158 

馬雲給年輕人的 12 堂求生課：今天很殘酷、明天

更殘酷、後天會很美好。特別收錄 5 場精彩演說全

文] 

張燕（編著） 時報文化 

159 
腎臟科名醫江守山教你逆轉腎：喝對水、慎防毒、

控三高 
江守山 新自然主義 

160 愛情答非所問 許常德 時報文化 

161 道瓊三萬點：你不可錯過的世紀大行情 愛榭克 
SMART 智

富 

162 蕭明道教你主升段獨門獲利絕技 蕭明道 今周刊 

163 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首刷硬殼精裝版) 艾倫．葛林斯潘 大塊 

164 
阿里巴巴模式：改變遊戲規則，在釋放草根創新力

中成長 
劉鷹 啟動 

165 星勢力 EXO 傳真文創編輯部 傳真文創 

166 婚姻是什麼？黃越綏的新手婚姻參考書 黃越綏 臺灣商務 

167 華爾街的物理學 魏瑟羅 天下文化 

168 裏京都案內 抹茶糰子 台灣角川 

169 Cotton Life 玩布生活 No.16 Cotton Life 編輯部 飛天出版社 

170 只讀好冊：李偉文的 60本激賞書單 李偉文、AB 寶 時報文化 

171 快閃大對決：一場華爾街起義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172 幸福一念間：李濤的台灣行腳 李濤 天下文化 

173 
國家代表隊醫師教你運動不受傷：治療超過萬名運

動員的主治醫師，最想叮嚀你的運動防護法 
林頌凱 高寶 

174 款待：旅館 17職人的極致服務之道 蘇國垚 商業周刊 

175 與財富有約：藏傳佛教的致富之道 曲嘉仁波切 曲嘉屋 

176 

20 秒，練出最棒的身材：全球最夯「TABATA間

歇訓練」完全圖解，時間短卻瘦更快，30招快瘦

操，在家就能做 

韓吉 采實文化 

177 吃對全食物(上) 陳月卿 天下文化 

178 
品格的力量 (暢銷新裝版)：承載生命重量的 130

年美德書！超凡成就不凡！ 
薩謬爾．史密斯 養沛文化館 

179 
喬志先生愛情診斷室：一句神回覆，強過千言萬語

的苦勸 
喬志先生（張兆志） 時報文化 

180 絕對成交 杜云生 創見文化 

181 燈滅起跑：賽車主播羅賓的快意人生 龔懷主 鼎茂 

182 蘇格拉底的旅程 丹．米爾曼 心靈工坊 

183 大人的科學 07：牛頓反射式望遠鏡 天下雜誌 大人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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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 

184 
女人明白要趁早：一個美女 CEO 的 30 歲備忘錄，

成為千萬女人的社會生存守則。 
王瀟 時報文化 

185 不可思議的蠟筆魔法書 王建民(蠟筆王) 大鵬展翅 

186 末日備忘錄 石頭 相信音樂 

187 
好的設計沒那麼貴：姥姥教你看門道，剖析裝潢工

法、建材、家具，Ｂ級預算打造國際大師美宅 
姥姥 寫樂文化 

188 李光耀觀天下 天下文化 李光耀 

189 
其實你沒有學會愛自己：練習以愛，重新陪自己長

大 
蘇絢慧 寶瓶文化 

190 被囚禁的臺灣新編版 袁紅冰 亞太 

191 樂居台南：魚夫手繪鐵馬私地圖 魚夫 天下雜誌 

192 醫人三角的獨白 傅志遠 時報文化 

193 現在才知道 2：精明花、無痛省，每月多存一萬元 高寶 
東森綜合台

著作 

194 飆股的長相：我不看財報，照樣選對股票 林則行 大是 

195 
一次學會 5大技法！達人級手工皂 Guide Book：圖

解分層皂.渲染皂.捲捲皂.浮水皂.蛋糕皂，最強技 

娜娜媽、季芸、南和

月、陳婕 
貝果文化 

196 血型小將 ABO 6 朴東宣 時報文化 

197 放聲笑吧，就像從未受過傷一樣 廖智 啟動 

198 

1 天只要 1分鐘 1個動作！瘦腰、平腹、提拉臀：

1個月瘦 7公斤！事業線馬甲線微笑線都完美的終

極瘦 

呂紹達 蘋果屋 

199 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 李鴻源 時報文化 

200 妹妹原創劇本 徐譽庭 大田 

201 東京旅遊全攻略 2015-16年版 鄭兆臻/黃淑儀 正文社 

202 
哈佛醫師心能量：為什麼有些病老是治不好或需要

長期依賴藥物呢？身體病症的答案心知道！ 
許瑞云 平安文化 

203 待在家裡也不錯：過得還不錯的一年 2 葛瑞琴‧魯賓 早安財經 

204 
為什麼世界頂尖人士都重視這樣的基本功？讓高

盛、哈佛、麥肯錫菁英一生受用的 48個工作習慣 
戶塚隆將 天下文化 

205 
原來手帳這樣玩：跟著小熊塗鴉、拼貼、隨手寫，

記錄生活享樂每一刻 
鄧小熊（鄧家瑛） 野人文化 

206 師道 李枝桃 寶瓶文化 

207 
最美的抵達，最近的遠方：五座歐洲首都的一日漫

步 
肆一 三采 

208 
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來 2：從害羞變聊天王的退羞

大全 
萊拉．朗德絲 李茲文化 

209 巨流河(十萬冊紀念版) 齊邦媛 天下文化 

210 
先傾聽就能說服任何人：贏得認同、化敵為友，想

打動誰就打動誰 
馬克．葛斯登 李茲文化 

211 

在首爾遇到大明星：跟著 Kpopn前進 70 間經紀公

司 x 參加 4 大電視台錄影 x 直擊撞星率 100%店

家 

kpopn 尖端 

212 行動小廚房：燜燒罐的美味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 啟動 

213 妝女神：打開明星化妝間的祕密！一窺「功力加 5 李芳瑜 和平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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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明星級保養.彩妝.變髮.穿搭技巧 

214 希望回來了：最大的苦難，最美的重生 陳雅琳 圓神 

215 叛逆不是壞！三不二要的轉大人教養法 王擎天 活泉書坊 

216 

風水有關係之好風水不求人：風水大師齊力灌頂，

教你如何財運滾滾來、召喚好桃花、健康保平安、

文昌開智慧。 

緯來綜合台 時報文化 

217 時間帶不走的天真 辛曉琪 時報文化 

218 
神明所教的解籤訣竅：千載難逢！問神達人教你徹

底看懂天機神意 
王崇禮 柿子文化 

219 做個有梗的人：10步驟讓你的人生更有趣 潔西卡．哈吉 寶鼎 

220 梅克爾傳：德國首任女總理與她的權力世界 史帝芬．柯內留斯 商業周刊 

221 創新致富：從 2 萬到 20億的創業之路 徐紹欽 四塊玉文創 

222 瘋玩鑄鐵鍋：隨便煮煮就好吃，美味秒殺！ 范家菘 方舟文化 

223 
膽小存錢，不如勇敢賺錢：財經名主持人阿娟的私

房理財術，教你投資穩穩賺！ 
平安文化 陳斐娟 

224 
驚人的神效刮痧板！5分鐘刮除病氣、痠痛、水腫，

全身緊瘦美！【隨書附心型牛角刮痧板+保護袋】 
時報文化 Unique Life 

225 
大廚在我家(2)大廚基本法：國宴名廚保師傅 13 招

獨門料理基本法，64道必學經典菜餚，一本萬用！ 
曾秀保(保師傅)示範 皇冠文化 

226 小眾，其實不小：中間市場陷落，專業小眾崛起 詹姆斯．哈金 早安財經 

227 
成功打造「馬甲線女神」、眾多企業名人唯一推薦

的超級瘦身專家：Kenny 教你多吃、動少、救身材！ 
林煦堅 Kenny 趨勢文化 

228 我也有聰明數學腦：15 堂課激發被隱藏的競爭力 盧采嫻 橡樹林文化 

229 麥克風的股市求生手冊 麥克風(陳彥文) 
SMART 智

富 

230 

週一週四 2天輕斷食，8 週瘦 8公斤不減胸：超瘦

用 3D甩油飲食法，全身肥肉斷捨離！事業線馬甲

線都 

宋侑璇 蘋果屋 

231 
過敏，不一定靠「藥」醫：劉博仁醫師的營養療法

奇蹟之 3 
劉博仁 新自然主義 

232 鼎泰豐，有溫度的完美 天下文化 林靜宜 

233 
誰說魚與熊掌無法兼得：Fish與 5熊的私房景點（北

台灣篇） 
Fish 旭采文化 

234 
-20 公斤健康減重同學會(隨書附贈飲食健康減重

DVD) 
黃愛玲 大康出版社 

235 9 個實驗，印證祕密的力量 潘．葛羅特 方智 

236 
大漲的訊號：全球最大主權基金經理人的股票 K

線獨門獲利密技 
林則行 大是 

237 
心靈療癒自助手冊：心理學家教你看穿情緒，找回

幸福人生 
克里斯多夫．柯特曼 天下文化 

238 只是不想將就在一起 御姊愛 MissAnita 寫樂文化 

239 血型小將 ABO 7 朴東宣 時報文化 

240 
我的第一本法式磅蛋糕：50種歐式美味(隨書附贈

烘焙用矽膠烤模和木製攪拌匙) 
Martine Lizambard 新文創 

241 假掰文青的京阪微旅行(全彩) 帆帆貓.郭茵娜 晶冠 

242 超可愛！小本廚房的手繪幸福餅乾【超值加量版】 繪虹 小本 

243 夢想拼圖 平裝本 羅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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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網拍女王陪你打造創業夢 陳昭君 天空樹 

245 樂活在天地節奏中：過好日的二十四節氣生活美學 韓良露 有鹿文化 

246 爵式人生 嚴爵 Yen-J 凱特文化 

247 還想吃：王瑞瑤美食報告書 2 王瑞瑤 時報文化 

248 2014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唐立淇 訊息工作室 

249 Cotton Life 玩布生活 No.15 Cotton Life 編輯部 飛天出版社 

250 
MASA，你好！可以教我做菜嗎？106道好吃又讓

人安心的 1人份料理配方 
MASA(山下勝) 日日幸福 

251 
三明治主管怎麼當：讓上司買單下屬服氣的 8個訣

竅 
黑立言 今周刊 

252 

中醫骨傷科專家教你搞定全身筋骨肌肉：破解 12

個骨傷科迷思 + 速療 20個常見筋骨損傷 + 20 種

強筋健骨 

高宗桂 晶冠 

253 
只要 10分鐘，投資逆轉勝：輕鬆學會這 4 招，從

此抓對時機、做對個股 
王奕辰（王衡） 商周出版 

254 史上最強！林頌凱醫師的痠痛戒斷操(全彩) 林頌凱 晶冠 

255 別瞎忙，看過就記住！4000英單早該這樣背 張翔 知識工場 

256 我是圓仔 圓仔 尖端 

257 
活出你的天賦才華：人類圖通道開啟獨一無二的人

生 
Joyce Huang 本事文化 

258 為夢想跌倒，痛也值得！ 冒牌生 時報文化 

259 美國大叔愛台灣：繞地球半圈，我在台灣找回自己 華杰駿（Jim Walsh） 商周出版 

260 要買保險的 168 個理由 陳亦純 創見文化 

261 
風水！有關係 2：居家辦公聚財開運 66 招擺脫窮

鬼，進階風生水起的人生 
緯來綜合台 推守文化 

262 
健身，就能改變人生：畊宏的 25 年精練祕笈（附

DVD） 
劉畊宏 方智 

263 
眼如觀景窗，心是快門鍵：6 大美學心法，開啟你

的攝影眼 
蕭國坤 時報文化 

264 
買房賺千萬，比買股更簡單：溫國信買房也像滾雪

球，用房貸累積財富 
溫國信 大是 

265 

說走就走！跟著肉魯衝宜蘭：好吃又好玩！12大

重點鄉鎮市，145 個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房景點，完

全制霸！ 

平裝本 肉魯 

266 寫給無法完整說出一句英文的人(附 1MP3) 陳勝 不求人文化 

267 職場修煉了沒 蕭合儀 智庫雲端 

268 
1分鐘對症點穴口袋本！最強大 x超輕巧圖示穴道

按摩法 
賴鎮源 活泉書坊 

269 天下女人都會犯的錯 夢洗 雅各文創 

270 
手機變魔術：雲端魔術降臨，從低頭族變身手機魔

術達人 
張正龍 高寶 

271 
四大品牌傳奇：柳井正 UNIQLO 等平價帝國崛起

全紀錄 
王擎天 創見文化 

272 打造 No.1大商場 鄭麒傑 書泉 

273 活出真實的自己 張盈瑩 自然因館 

274 美國狙擊手 克里斯．凱爾、史考 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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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麥坤 

275 做自己就好，何必非要做天使！ 長澤玲子 啟思 

276 傅佩榮‧經典講座孟子：浩然正氣與成功人生 傅佩榮 天下文化 

277 植牙前必須知道的 12件事 黃經理 金塊 

278 超從容時間管理術 吳淡如 天下文化 

279 
新版咖啡學 Coffeeology Extra：秘史、精品豆、北

歐技法與烘焙概論 
韓懷宗 寫樂文化 

280 鼎泰豐，你學不會：台灣國際化最成功的餐飲品牌 王一芝 遠見雜誌社 

281 2015年開運大預言之羊羊得意 春光編輯室 春光 

282 
2015羊年亨通大吉利好運包(限量版)：家有諧星貓

我是白吉 
張角倫 啟動 

283 2015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唐立淇 訊息工作室 

284 
7 天厚背變紙片的神奇拉伸操！校正姿勢還你腰

瘦、平肚、胸挺 S 線 
ASHA 活泉書坊 

285 Lamigo 秘寫真記事 LamiGirls×桃猿男兒 台灣角川編輯部 角川書店 

286 LQ 學習智商 莊淇銘 戴維思 藍海創意 

287 NObody。我是 nono 辜莞允 辜莞允 電腦人 

288 
TRENDY 偶像誌 NO.52：獨佔金宇彬&金秀賢來台

特輯 
TRENDY 編輯室 Trendy文化 

289 一聽到位！非聽不可的英聽自救術 張 翔 知識工場 

290 少少心懷：心中的感動 盧勝彥 大燈文化 

291 心的悸動：散文與詩 盧勝彥 大燈文化 

292 
日日一叮出好菜！烤箱×微波爐萬能不失敗速成料

理 100道 
簡秋萍 活泉書坊 

293 日本限量進口!史上最耐用神奇骨盤枕(附打氣筒) 福??記 方智 

294 水晶之心：改變命運的二十則心智慧 堪布松柏仁波切 有鹿文化 

295 王道創富 3.0 王擎天 創見文化 

296 

史上第一本！塑身女皇鄭多燕魔瘦彈力帶：打造超

完美曲線！1 個月腰圍：15cm！(附贈特製魔瘦彈

力帶) 

鄭多燕 瑞麗美人 

297 
史上最強！整型級彩妝術：零微整、零修片、零失

敗，讓臉上缺點全部隱形！ 
株式會社主婦之友社 瑞麗美人 

298 本元醫：療癒整體宇宙的全相健康法 曲嘉仁波切 曲嘉屋 

299 正骨本．清病源：堅持己健、自做自瘦 顧凱華 紅通通文化 

300 好起來的力量 寬如法師 布克文化 

301 好讀易記！一定要會的英單巧拿本：基礎篇 張翔 知識工場 

302 成交，就是這麼簡單 林裕峰 創見文化 

303 完美改造差一點正妹 林孟羲等 丰雅時尚 

304 我的第一本彩虹編織 MOMO 媽 華文精典 

305 
我還活著，就要開心地活：癌症讓我家庭重生，生

命更加開闊 
竹君 愛家文化 

306 
抗！藍光大作戰！專刊：3C族視力惡化的頭號大

敵！！ 
樂友文化 

樂友文化健

康生活編輯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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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抗藍光眼鏡 BOOK：低頭族‧手機族‧平板族‧電

腦族防 3C害眼必備！ 
施威銘研究室 旗標 

308 李國毅的自由旅行 EP+寫真 (含 限量簽名版) 李國毅 水靈文創 

309 
防 3C害眼必備！低頭族．手機族．平板族．電腦

族?抗藍光眼鏡 BOOK 
施威銘研究室 旗標 

310 
享壽逆齡：中西醫一起教你不生病、永保青春的秘

訣 
黃裕昌 曲嘉屋 

311 

其實你根本不想瘦：人魚線教練甩肉大公開，打造 

14 人激瘦 200 公斤的奇蹟！(附芯曲線雕塑操

DVD) 

鄭芯妤 方智 

312 怪談一篇篇：見聞覺知 盧勝彥 大燈文化 

313 
房地產交易的關鍵報告：破解房產交易常見的 6大

法律問題 
連世昌 大鼎文化 

314 
沮喪時，讓你重新看見希望的一句話。尼采的一句

話讓你改寫人生的結局！ 
黃德惠 啟思 

315 
花花世界看見愛：大女孩 VS.小女人.蔡黃汝 VS.豆

花妹的率真告白 
蔡黃汝 商周出版 

316 保證成交的客戶心理操控術 王擎天 創見文化 

317 
冠軍操盤人黃嘉斌獲利的口訣：20多年來我堅持

照這些口訣，簡單操作就賺錢！ 
黃嘉斌 大是 

318 
勇敢、用桿：房地產快樂賺錢術銅板起家、房市煉

金實錄 
智庫雲端 慶仔 Davis 

319 哈囉！我是郝毅博 郝毅博 高寶 

320 思路，決定你的出路 何權峰 高寶 

321 看圖就會點！絕不失手面足點穴隨身本 賴鎮源 活泉書坊 

322 夏日霓嵐：張景嵐純愛寫真唯一版 張景嵐 三采 

323 差一點正妹 林孟羲等 丰雅時尚 

324 泰勞靠權證，8萬變千萬 (含 書 + DVD) 卜松波 
SMART 智

富 

325 
浪漫的法式迷你砂鍋創意食譜 X50[附 6個含蓋子

迷你砂鍋] 
Jose Marechal 旗標 

326 

神奇的提拉美溫感石：每天 3 分鐘 U臉變 V臉，

去斑除皺消浮腫，還能重現全身顯瘦線條【附水豚

造型提拉美 

神奇尤莉莉 時報文化 

327 草根的力量 
楊秋興口述；邱淑宜採

訪整理 
天下文化 

328 荒誕奇談：見聞覺知之二 盧勝彥 大燈文化 

329 
健康，不是數字說了算：跟著陳俊旭博士拆解健檢

紅字 
陳俊旭 新自然主義 

330 彩虹編織教學之怪獸尾巴 小樹文化編輯部 小樹文化 

331 從此不再感冒！針對體質，治療兼預防，百毒不侵 楊素卿、黃宗瀚 新自然主義 

332 從李登輝守護靈的靈言看東亞情勢 大川隆法 九?文化 

333 
陳瑀希～小茉莉的美麗視界：時尚攝影大師黃天仁

親手打造! 
陳瑀希 尖端 

334 陶冬預言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的危與機 陶冬 高寶 

335 

華麗奔跑-Dream Girls 勇敢追夢之旅(隨書附贈：全

新浪漫單曲《由妳開始的幸福》搶先聽 EP)(含 獨

家限量版) 

宋米秦、李毓芬、郭

雪芙 
資料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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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飯水分離之四季體質養生法 李祥文 八正文化 

337 

塑身女神 LuLu`` s 神瘦美體捲(超值 4+1 件快瘦組

合)：專攻手臂、背、腰、腹、臀、腿贅肉，1天 1

部 

尖端 LULU 

338 新多益核心單字口袋本 張翔 知識工場 

339 新多益單字先拆再記速背法 張翔 知識工場 

340 準到嚇人！血型 X 星座全方位透視人性讀心術 Mallika 啟思 

341 經營之神王永慶的傳承者：技職生出頭天 明志科技大學校友會 經濟日報社 

342 解脫密鑰：曲嘉仁波切教你正確修行的十堂課 曲嘉屋 曲嘉仁波切 

343 詹惟中 2015 農民曆：風水流年大開運 詹惟中 樂友文化 

344 遇見本尊：新奇的經驗 盧勝彥 大燈文化 

345 圖解一字多義：這些英文原來可以這樣用！ 張翔 知識工場 

346 
圖解減緩筋骨痠痛疼：就是這麼有效！立即改善

15 種不適(彩色) 
黃章益 晶冠 

347 夢的妍色：「19 腰蛇姬女神」房妍第一本寫真書 房妍 平裝本 

348 夢鄉日記：寫給呷呷的小品 盧勝彥 大燈文化 

349 對著月亮說話：月落不離天 盧勝彥 大燈文化 

350 慢決離放！給孩子最有感的高 EQ教養 王擎天 活泉書坊 

351 
滴水不漏穩穩賺！4 張表股市賺 1億：張真卿 20

年投資心法大公開，讓你從此理財不求人 
張真卿 財經傳訊 

352 
領導禪：NBA最強總教頭親自傳授「無私」與「智

慧」的魔力領導學 
菲爾．傑克森 核果文化 

353 寫作其實並不難：凝眸光與暗，寫出虛與實 廖玉蕙 印刻 

354 蔡康永的說話之道 (兔斯基慶功版) 蔡康永 如何 

355 整形整心 曹賜斌 文經社 

356 
激瘦骨盤座：一周縮肚１０ｃｍ！隨時都可坐、坐

著就會瘦！(隨書附贈市價 1290元神奇骨盤座) 
福??記 瑞麗美人 

357 
鋼鐵心靈總裁學：從小護士到連鎖企業 CEO20 堂

身價躍升 50 倍的必修課 
余麗雪 立京實業 

358 靜心瑜珈：專注覺察喚醒身心靈 曾姿穎 一家親文化 

359 總鋪師古早味 張錦枝、馬克魯 俊嘉文化 

360 謝沅瑾羊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謝沅瑾 時報文化 

361 翻鍋的滋味：開平餐飲學校 24 個愛與尊重的故事 夏惠汶口述 商業周刊 

362 蘇志燮的只有你：一個演員進入角色之路 蘇志燮 大田 

363 魔法與胡同：融合科技與人文，當代創投啟示錄 方國健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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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經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圖解】一寫就成真！神奇高效手帳筆記術：4色

手寫+40種記事提案，第一本真正教你如何寫手帳

的工具書 

佐藤惠 核果文化 

2 
100張圖輕鬆變成地產大亨：用對方法、買對時機、

選對地點，投資零風險！ 
游榮富 財經傳訊 

3 
100張圖輕鬆變成股市大亨：史上第一本股市全圖

解！獨家揭露拋物趨勢線！ 
陳世杰 財經傳訊 

4 10 年後不愁吃穿的人 一年後吃穿都愁的人 和田秀樹 天下雜誌 

5 

1 枝筆+1張紙，說服各種人：學會 4種符號，1 分

鐘畫出溝通圖解，職場、生活、人際關係，4圖 1

式就搞 

多部田憲彥 核果文化 

6 
1 雙 3 萬塊的健康鞋，如何賣出去？51個套公式好

創意，AKB48、Canon、亨氏番茄醬，熱銷大解密 
鈴木貴博 核果文化 

7 
2014-2019經濟大懸崖：如何面對有生之年最嚴重

的衰退、最深的低谷 
哈利．鄧特二世 商周出版 

8 
30 歲後你會站在哪裡？2：想脫離「貧性循環」，

就必須打造自己的「印鈔機」 
狄驤 智言館 

9 
30 歲後你會站在哪裡？想出人頭地，就必須接受

的 39 則殘酷忠告 
狄驤 智言館 

10 35 歲前搶救零存款 方天龍 今周刊 

11 Bank3.0：銀行轉型未來式 BRETT KING 金融研訓 

12 
Discovery：全球最大紀錄片製播媒體，創業探索

之旅！ 
約翰．亨德瑞 高寶 

13 
Evernote 超效率數位筆記術【Best 技巧提升版】：

如果我當初這樣做筆記就好了 
電腦玩物站長 電腦人 

14 
Google 模式：挑戰瘋狂變化世界的經營思維與工

作邏輯 

艾力克．施密特、強納

森．羅森柏 
天下雜誌 

15 
MIT 黃金創業課：做對 24步，系統性打造成功企

業 
比爾．奧萊特 商業周刊 

16 QBQ！問題背後的問題 約翰．米勒 遠流 

17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 行人文化 

18 TOMS Shoes：穿一雙鞋，改變世界 布雷克．麥考斯基 聯經 

19 

ZARA首席顧問教你，跟著全球時裝霸主，把生

意做起來：UNIQLO， ZARA， H&M， GAP， 

Topshop 他們 

托比．麥德斯 原點 

20 一出手就獲利 40%：陳榮華價值百萬的技術分析 陳榮華 財信 

21 
一句入魂的傳達力：掌握關鍵十個字，讓別人馬上

聽你的、立刻記住你 
佐佐木圭一 大是 

22 一個人的充電時間：打開你的動力開關 山崎拓巳 大田 

23 
一個人的會議時間：學會跟自己開會，才懂得怎麼

經營「自己」這家公司 
山崎拓巳 大田 

24 
一個全職交易人的投資告白：我從此不上班，每日

自負盈虧的謀生式投資日記 
梁展嘉 大寫出版 

25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修訂版）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 商業周刊 

26 
一起淘寶賺大錢：淘寶網&阿里巴巴網站實用全攻

略，網路購物、大量批貨，簡單步驟不受騙！ 
李澄益 高寶 

27 
一週工作 4小時【全新增訂版】：擺脫朝九晚五的

窮忙生活，晉身「新富族」！ 
提摩西．費里斯 平安文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0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8 一開始創業就做對 王擎天 創見文化 

29 七天搞懂權證投資 Smart 編輯部 
SMART 智

富 

30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 衛城出版 

31 
三明治主管怎麼當：讓上司買單下屬服氣的 8個訣

竅 
黑立言 今周刊 

32 三星只教 7件事，菜鳥就能變菁英 孔炳煥 大樂文化 

33 
三個商學院教授的公路筆記：45堂教室外最精彩

的企管課 

麥克．馬齊歐、保羅．

歐耶 
大塊 

34 上帝給王雪紅的十堂課 王純瑞 大立文創 

35 
下班後賺更多：記帳、存錢、再投資，富朋友的「破

窮理財法」提早 20 年退休不是夢！ 
艾爾文 三采 

36 千元滾錢術：權證這樣做多才會賺 潘俊賢 經濟日報社 

37 

大人的夢，餐飲店創業聖經：第一次開餐飲店就賺

錢，1 個公式、3種方法，按 7步驟最詳盡實戰手

冊 

日經餐廳編輯部 大是 

38 大佛李其展教你看懂：8個投資獲利關鍵指標 李其展 法意 

39 
大腦拒絕不了的行銷：100個完美挑動感官的

Marketing╳腦科學經典法則 
羅傑．杜利 大寫出版 

40 
大過剩時代：失控全球化後，治好世界經濟焦慮的

成長解答 
丹尼爾．艾爾伯特 大寫出版 

41 
大漲的訊號：全球最大主權基金經理人的股票 K

線獨門獲利密技 
林則行 大是 

42 大緊縮：人類史上最危險的觀念 馬克．布萊思 聯經 

43 
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場；

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革新 
麥爾荀伯格 天下文化 

44 大數據：教育篇 麥爾荀伯格、庫基耶 天下文化 

45 
大數據@工作力：如何運用巨量資料，打造個人

與企業競爭優勢 
湯瑪斯．戴文波特 天下文化 

46 
大數據的關鍵思考：行動×多螢×碎片化時代的商業

智慧 
車品覺 天下雜誌 

47 
大賣場裡的人類學家：用人文科學搞懂消費者，解

決最棘手的商業問題 
麥茲伯格、拉斯穆森 天下文化 

48 小眾，其實不小：中間市場陷落，專業小眾崛起 詹姆斯．哈金 早安財經 

49 小資保險王 劉鳳和 文經社 

50 
工作 90%都需要閒聊：3分鐘談出好人脈、好業績、

好報酬 
高城幸司 漫遊者 

51 
不服從的領導學：不聽話的員工，反而有機會成為

將才 
史蒂芬．邦吉 大是 

52 

不看盤，我才賺到大錢：只想靠一檔股票、買了不

理也能獲利？你要選低成本指數型基金(附《第一

次投資 ETF 

比爾．蘇西斯 大是 

53 不看盤，獲利更簡單 2：重頭學，獲利就加倍！ 阿斯匹靈 法意 

54 不看盤投資術：小散戶安心睡覺、放心賺錢 股魚 原富傳媒 

55 不賣東西，賣體驗 藤村正宏 天下雜誌 

56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行為科學教你把身邊

的腦殘變幹才 
石田淳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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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57 
中國不承認的地下經濟：台灣離不開中國，中國離

不開地下經濟 
富板聰 大是 

58 什麼都能賣！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 布萊德．史東 天下文化 

59 今天學股票，明天就進場 陳彥禎 今周刊 

60 
公司的品格：22 個案例，了解公司治理和上市櫃

公司的財務陷阱 
李華麟 先覺 

61 
公事包裡不要放衛生紙：從 A到 A+的職場禮儀聖

經 
茱蒂斯‧博曼 遠流 

62 
化解窘境的 700 句關鍵回話：情境＋話術+動作，

精準表達，奧客也會變常客 
芮妮．伊凡森 天下雜誌 

63 少，但是更好 葛瑞格．麥基昂 天下文化 

64 尹教授的 10 堂課：興學興人的神隱總裁 尹衍樑(口述) 今周刊 

65 

比溝通更重要的 45 個開會技巧：解決 3大開會問

題：恍神、離題、沒結論，議題再多都能立刻有決

策 

別所榮吾 核果文化 

66 王力群談股市心理學 王力群 寰宇 

67 王道創富 3.0 王擎天 創見文化 

68 
世界工廠大移轉：讓全球產能出走中國、回流美日

的新「顧客式製造經濟」革命 
劉仁傑、陳國民 大寫出版 

69 
世界金融史 3000 年：從古希臘城邦經濟到華爾街

金錢遊戲 
陳雨露 野人文化 

70 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首刷硬殼精裝版) 艾倫．葛林斯潘 大塊 

71 主管不說，但你一定要懂的 50 件事 濱田秀彥 商周出版 

72 以小勝大：弱者如何找到優勢，反敗為勝？ 麥爾坎．葛拉威爾 時報文化 

73 
只要 10分鐘，投資逆轉勝：輕鬆學會這 4 招，從

此抓對時機、做對個股 
王奕辰（王衡） 商周出版 

74 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敢教你的事 施昇輝 時報文化 

75 
台上台下都吸引人的說話整理術：誰說的簡潔有

力，誰就贏得人心 
渡邊美紀 如何 

76 
台灣的兩面鏡子：從中國、日本缺什麼，看台灣如

何加強競爭力 
近藤大介 野人文化 

77 
史丹佛給你讀得懂的經濟學：給零基礎的你 36 個

經濟法則關鍵詞 
提摩太．泰勒 商業周刊 

78 
四大品牌傳奇：柳井正 UNIQLO 等平價帝國崛起

全紀錄 
王擎天 創見文化 

79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蘇松泙 
SMART 智

富 

80 平民股神蘇松泙系列 2：不蝕本實戰操作 蘇松泙 
SMART 智

富 

81 打造 No.1大商場 鄭麒傑 書泉 

82 打造有錢腦：年收入激增 30 倍的秘密 午堂登紀雄 平安文化 

83 本心：張榮發的心內話與真性情 
張榮發口述；陳俍任採

訪撰文 
天下文化 

84 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徐重仁的 22個人生發現 
徐重仁口述、洪懿妍採

訪整理 
天下雜誌 

85 用月薪滾出千萬退休金 方天龍 今周刊 

86 用地圖看懂全球經濟趨勢 生命科學編輯團隊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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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87 用寫的就能賣：你也會寫打動人心的超強銷售文案 許耀仁 創見文化 

88 
交涉的藝術：哈佛商學院必修談判課，妥協、讓步、

破局都可能是一種好結果 
麥克．惠勒 天下雜誌 

89 先相信你自己：馬雲的價值觀念 柯誠浩 大拓文化 

90 全圖解技術分析：算價 董鍾祥 
SMART 智

富 

91 
再也沒有難談的事：哈佛法學院教你如何開口，解

決切身的大小事 

道格拉斯．史東、布魯

斯．巴頓 
遠流 

92 
再見，世界工廠：後 QE時代的中國經濟與全球變

局 
王伯達 先覺 

93 冰山在融化：在逆境中求變與勝出(二版) 約翰．科特 聯經 

94 危機入市！投資買房零失誤的 10 堂課 先覺 紅色子房 

95 
向哈佛菁英學思考：全球菁英都在學的自我意見建

立法 
狩野未希 如果 

96 因為堅持，所以贏：改變人生的必要公式 海蒂．瑞德 天下文化 

97 地產勝經 2014：早識地產‧早日脫貧 馮先勉 碁泰 

98 多空轉折一手抓 蔡森 今周刊 

99 
好主管一定要學會責罵的技術：主管這樣罵人，部

屬感激你一輩子 
島田有孝 核果文化 

100 
好主管要有口頭禪：豐田幹部都這麼說、也都這麼

做的工作準則 
大是 

OJT 

Solutions 股

份有限公司 

101 
好主管得學會罵人 2：現在的部屬不能罵，你該怎

麼辦？ 
小倉廣 大是 

102 
好問題，建立好關係：轉變工作、人際和家庭的

337個關鍵問題 

安德魯．索柏、傑洛．

帕拿 
天下雜誌 

103 

存好股，我穩穩賺！：沒有飆股的年頭，一六八曲

線幫你賺百萬(隨書附贈《2014最新倉儲股名單及

選股 

溫國信 大是 

104 存對一支股，躺著也能賺 林一熊 今周刊 

105 
成功率 95%的雪球魔法：楊美娟教你冠軍人生與事

業該知道的事 
楊美娟 商業周刊 

106 成交，就是這麼簡單 林裕峰 創見文化 

107 
成家圓夢，夢想成真：從 22K 大翻身的買房必修

課程 
楊銀宗 一家親文化 

108 有錢人不一樣的財富印記 
金．卡洛斯（Jim 

Carlos） 
商周出版 

109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T．哈福．艾克 大塊 

110 
老虎、蛇和牧羊人的背後：如何在大數據時代破解

網路騙局與專家迷思，善用個人力量做出聰明決定 
諾瑞娜．赫茲 大塊 

111 自慢 6：自學偷學筆記 何飛鵬 商周出版 

112 自慢 7：人生國學讀本 何飛鵬 商周出版 

113 你也能成為暢銷書作家 王擎天 典藏閣 

114 你所不知道的麥肯錫：決定企業成敗的秘密影響力 麥當諾 天下文化 

115 
你猜誰存得比較多？資深銀行員才知道的 25個致

富內幕 
菅井敏之 先覺 

116 你該知道的住屋權利 張建鳴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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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17 即將失傳的生存力：勝出的 91 鐵律 洪豪澤 創見文化 

118 快思慢想 康納曼 天下文化 

119 快閃大對決：一場華爾街起義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120 
快墜機了，為什麼沒人敢告訴機長？動腦不動氣的

EQ 帶人術 
丹尼爾．高曼 時報文化 

121 
我，跟自己拚了！挪威最頂尖的心智訓練師讓你潛

能發揮 100% 
艾瑞克．伯特蘭．拉森 三采 

122 
我在房市賺一億：房產達人首度公開 8年經手 400

間物件的致富祕訣 
月風 布克文化 

123 
我把套牢股變搖錢樹：台股老農夫與你分享巴菲特

買股法 
老農夫 

SMART 智

富 

124 我走過，你可以跟著走的腳步 陳婉芬 天下文化 

125 我的股票漲不停：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Smart 編輯部 
SMART 智

富 

126 
我是 612：我當包租公(包租公律師蔡志雄教你一千

萬退休投資術) 
蔡志雄 智庫雲端 

127 我為什麼告別高盛？以及華爾街教我的那些事 葛瑞．史密斯 早安財經 

128 
我跟賈伯斯學到的 40堂超強工作術：IBM、甲骨

文、蘋果電腦，明星外商公司的全球化職場學 
山元賢治 核果文化 

129 扳動轉轍器前的思考 陳沖 金融研訓 

130 
把你自己還給你：30歲前達成高薪、高階、高成

就的 27個完勝職場學 
周昊 立京實業 

131 
投資國際的第一本金融市場圖解書：彭博財經新聞

「每日圖表」主筆帶你看懂市場數據與通用指標 
大衛．威爾森 大寫出版 

132 
折扣上癮的魔鬼市場學：從零售到精品業，面對「定

價失靈經濟」的行銷新策略 
馬克．艾伍德 大寫出版 

133 李嘉誠談做人‧做事‧做生意 王祥瑞 大都會 

134 
沒有唯一，哪來第一：捷安特劉金標與你分享的人

生思考題 
劉金標口述 商業周刊 

135 
其實工作不必這麼累：《80/20 法則》作者教你投

入更少，成效更好 
理查．柯克 天下雜誌 

136 怪老子教你：理專不想告訴你的穩穩賺投資 怪老子(蕭世斌) 
SMART 智

富 

137 
房地產交易的關鍵報告：破解房產交易常見的 6大

法律問題 
連世昌 大鼎文化 

138 房產達人蔡璟柏教你便宜價買好屋 蔡璟柏 
SMART 智

富 

139 

所有問題，都是一場賽局：最簡單的賽局理論入

門，從情場、職場到商場，教你搞懂問題本質，做

出最佳決定 

川西諭 大牌出版 

140 
物聯網革命：改寫市場經濟，顛覆產業運行，你我

的生活即將面臨巨變 
傑瑞米．里夫金 商周出版 

141 
玩具盒裡的創新：樂高以積木、人偶瘋迷 10億人

的秘密 

大衛．羅伯森、比爾．

布林 
天下雜誌 

142 
矽谷天使林富元的投資告白：四十年實戰經驗教你

如何找趨勢賺大錢 
林富元 時報文化 

143 
股市憲哥教你挑對好股，找對權證，小資也能賺千

萬 
賴憲政 商周出版 

144 股票收租法，我 4年賺 100%：上班族股素人、卡 股素人 大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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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小孜父女，投資少少錢、穩穩領股息的竅門大公

開！ 

145 
阿里巴巴模式：改變遊戲規則，在釋放草根創新力

中成長 
劉鷹 啟動 

146 保證成交的客戶心理操控術 王擎天 創見文化 

147 
冠軍操盤人黃嘉斌獲利的口訣：20多年來我堅持

照這些口訣，簡單操作就賺錢！ 
黃嘉斌 大是 

148 勇者不懼：拯救福特，企業夢幻 CEO穆拉利 布萊斯．霍夫曼 寶鼎 

149 
勇敢、用桿：房地產快樂賺錢術銅板起家、房市煉

金實錄 
慶仔 Davis 智庫雲端 

150 
勇敢立大志，彎腰做小事：28 個實踐熱情服務的

心法 
沈方正(口述) 天下雜誌 

151 南懷瑾大師的實用智慧 林宏偉 風雲時代 

152 哈佛教你帶人學 丹尼爾．高曼、金偉燦 哈佛商業 

153 客人教會我的 100個心法：服務，這樣做就對了 王一芝 遠見雜誌社 

154 

律師掛保證！只買暴衝股，讓錢自己找上門：不用

懂公式、只要看故事。用賺來的錢再投資，理財無

壓力！ 

蔡志雄 財經傳訊 

155 思考致富聖經珍藏版 拿破崙．希爾 世潮 

156 挑房 FOLLOW ME！好宅應該內外兼具 戴雲發 大傳媒 

157 

星星山丘的奇蹟小店打敗企業大鯨魚：行銷魔人教

你「故事感動行銷學」，賺進自己的第一桶金，無

名小店從競爭 

川上徹也 采實文化 

158 
洞悉價格背後的心理戰：訂價不是數學而是心理

學，開價、議價、談判的技術 
威廉．龐士東 大牌出版 

159 
為什麼世界頂尖人士都重視這樣的基本功？讓高

盛、哈佛、麥肯錫菁英一生受用的 48個工作習慣 
戶塚隆將 天下文化 

160 
為什麼他賣電視敢比別家貴一倍?少子化、高齡化

下，小店大勝出的經營傳奇 
山口勉 商業周刊 

161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年收入 200倍法則！

改變 25萬人的錢包增值術！ 
龜田潤一郎 平安文化 

162 
為什麼猴子不需要戴眼鏡？街頭智慧與讀書智慧

的思考術 
盧希鵬 經濟日報社 

163 

為何只有 5%的人，網路開店賺到錢：從通路、商

品、流量、回購率、行銷，許景泰剖析網路創業成

功關鍵 

許景泰 三采 

164 看懂籌碼股市賺大錢 陳家豐 原富傳媒 

165 突圍黑心房市！Sway誠實帶看日記 Sway 寫樂文化 

166 

耐操好用，豐田怎麼培養員工？8 動作，讓人「懂

得在工作上運用智慧」，全世界的草莓都被他們煉

成鋼！ 

若松義人 大樂文化 

167 要買保險的 168 個理由 陳亦純 創見文化 

168 
面對一億人也不怕的 33個說話技巧：簡報、演說、

面試、聊天，無論各種場合，人人都想聽你說 
石川光太郎 核果文化 

169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天下雜誌 

170 
時機問題：頂尖專家教你打開全新視野，學會在對

的時間做正確的事 
史都華．艾伯特 大塊 

171 泰勞靠權證，8萬變千萬(含 書 + DVD) 卜松波 SMART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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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富 

172 
消費行為之前的心理學：為什麼這商品我本來不想

要，最後卻變成好需要？ 
大衛．路易斯 大是 

173 記得你是誰：哈佛的最後一堂課(修訂版) 戴西．魏德蔓 天下雜誌 

174 財報狗教你挖好股穩賺 20% 財報狗 
SMART 智

富 

175 財富第五波(最新修訂版) 保羅．皮爾澤 商業周刊 

176 追蹤籌碼找飆股：九成勝率的台股操盤工具！ 卡方斯 高寶 

177 馬雲內部講話 阿里巴巴集團 爆笑文化 

178 

馬雲給年輕人的 12 堂求生課：今天很殘酷、明天

更殘酷、後天會很美好。特別收錄 5 場精彩演說全

文] 

張燕（編著） 時報文化 

179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哈佛大師教我的幸福人生管理

學 

艾瑞克‧賽諾威、梅瑞

爾‧梅多 
天下文化 

180 
動物農莊求生計：一場「實現改革創新」的 MBA

經典故事 
維傑．高文達拉簡 大寫出版 

181 執行力的修練：與成功有約的四個實踐原則 柯維、麥切斯尼、霍林 天下雜誌 

182 奢侈品策略：讓你的品牌，成為所有人奢求的夢想 文森．白斯汀 商周出版 

183 將世界菁英的工作方式整理成冊 金武貴 先覺 

184 
帶誰都能帶到心坎裡：40000 個店長都是這樣升上

來 
大衛．諾瓦克 天下雜誌 

185 
從 0到 1：打開世界運作的未知祕密，在意想不到

之處發現價值 

彼得．提爾、布雷克．

馬斯特 
天下雜誌 

186 從逆襲到稱王：周鴻禕的互聯網方法論 周鴻禕 大是 

187 
淘寶經濟：13億人的金錢流動平台 vs.台灣網拍業

的失速故事 
亓漢威 大寫出版 

188 深不可測：大陸市場的機會與陷阱 吳紹華 商訊文化 

189 現在才知道 2：精明花、無痛省，每月多存一萬元 東森綜合台著作 高寶 

190 理財不必學，就能輕鬆賺 施昇輝 時報文化 

191 盒內思考：有效創新的簡單法則 
德魯．博依、傑科布．

高登柏格 
天下文化 

192 第一次在淘寶開店就上手 碁峰資訊 呂廣滔 

193 
第一次有人這樣教我理財：從今天開始，我不再缺

錢 
宇田廣江/泉正人 大田 

194 第一次買對房子就上手(圖解) 林姜文婷 易博士 

195 
第二次機器時代：智慧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工作、

經濟與未來？ 
布林優夫森、麥克費 天下文化 

196 

聊不停的聰明問話術：【超圖解】40 個開場．接

話．打破心防的問話技巧，不用找話題，90%的話

都讓對方說 

越智真人 采實文化 

197 被賣掉的未來：拚經濟，不該拚掉我們的未來 黛安．柯爾 好優文化 

198 貨幣戰爭 5：後 QE 時代的全球金融 宋鴻兵 遠流 

199 
這樣下指令，軟爛部屬變能幹：帶人先帶心？錯！

一切都得從行為管理開始 
石田淳 大是 

200 這樣做，跟任何人都能溝通 裘凱宇、楊嘉玲 本事文化 

201 陶冬預言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的危與機 陶冬 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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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02 
頂尖業務員都在用的 3T 筆記術：業績提高 50%的

秘密武器，比人脈、話術還重要的成功關鍵 
後藤裕人 臉譜文化 

203 麥克風的股市求生手冊 麥克風(陳彥文) 
SMART 智

富 

204 麥肯錫不外流的簡報格式與說服技巧 高杉尚孝 大是 

205 
麥肯錫情緒處理與菁英養成法：為什麼從這家公司

出來的人，都這麼強？ 
高杉尚孝 大是 

206 
麥肯錫新人培訓 7 堂課：上完這些課，去哪裡都

搶手 
大嶋祥譽 究竟 

207 創新致富：從 2 萬到 20億的創業之路 徐紹欽 四塊玉文創 

208 

勞保、健保「照」不了你的 60 件事：專家教你「繳

的少、領的多」的省錢絕招，還能做到退休後月領

7 萬的理 

優渥誌編輯群 大樂文化 

209 富爸爸，窮爸爸(十週年紀念版) 羅勃特．T．清崎 高寶 

210 
富爸爸：為什麼老是 C咖學生當老闆，A咖學生當

員工 
羅勃特．T．清崎 高寶 

211 

就因為「沒時間」，才甚麼都能辦到：四個孩子，

照拿哈佛學位！女醫師分享提高時間密度的 33 

要訣 

吉田穗波 如何 

212 散戶兵法祖魯法則 吉姆．史萊特 時報文化 

213 
散戶投資上手的第一本書：45 個投資必勝全攻略

----觀念、技術、心理、操作 
王力群 大牌出版 

214 
最有分寸溝通術：129種情境，3000句客氣話、機

車話通通到位！(老中老外都能通) 
派屈克．亞倫 漫遊者 

215 
期貨之王：從 20萬到 10個億，55位打敗死神的

期市戰神交易筆記 
法意編輯部 法意 

216 款待：旅館 17職人的極致服務之道 蘇國垚 商業周刊 

217 
無印良品成功 90%靠制度：不加班、不回報也能創

造驚人營收的究極管理 
松井忠三 天下文化 

218 
發明未來的鋼鐵人：伊隆．馬斯克傳[PayPal╳特斯

拉電動車╳移民火星的創業家] 
竹內一正 時報文化 

219 絕對成交 杜云生 創見文化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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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 

221 華爾街之狼(電影書封版) 喬登．貝爾福 時報文化 

222 華爾街的物理學 魏瑟羅 天下文化 

223 

虛擬貨幣經濟學：從線上寶物、紅利點數、比特幣

到支付系統，數十億人都能從中獲利的新興經濟趨

勢 

愛德華．卡斯特羅諾瓦 野人文化 

224 買一間會增值的房子 邱愛莉 文經社 

225 

買一間會賺錢的房子：最受信賴的獵屋高手，教你

「不後悔的買屋 36 招」，挑間「增值中古屋」，

比「定存」多 

徐佳馨 核果文化 

226 
買房賺千萬，比買股更簡單：溫國信買房也像滾雪

球，用房貸累積財富 
溫國信 大是 

227 超從容時間管理術 吳淡如 天下文化 

228 超獨居時代的潛商機：一人化社會的消費趨勢報告 三浦展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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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29 黃日燦看併購Ⅱ：台灣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 黃日燦 經濟日報社 

230 黑心建商的告白：買屋前不看會哭的 17 堂課 Sway 推守文化 

231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1000多年來帶領猶

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修訂版) 
佛蘭克．赫爾 智言館 

232 
愈賣愈輕鬆：超業黃志明教你 60 個不會後悔的銷

售訣竅 
黃志明口述 大立文創 

233 
會帶人的主管才知道問話的技術：不用帶人，部屬

會自動成長的 62句關鍵話 
生田洋介 核果文化 

234 
會說故事，讓世界聽你的：說一個動人故事，勝過

跳針長篇大論！ 
盧建彰 三采 

235 
業務之神的絕技：不賣商品，不閒話家常，怎樣讓

顧客爽快買單？ 
大樂文化 加賀田晃 

236 業務之神的絕學：加賀田晃簽約率 99％的銷售術 加賀田晃 大樂文化 

237 
當和尚遇到鑽石(增訂版)：一個佛學博士如何在商

場上實踐佛法 
麥可．羅區格西 橡樹林文化 

238 經營之神王永慶的傳承者：技職生出頭天 明志科技大學校友會 經濟日報社 

239 跟 TED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 卡曼．蓋洛 先覺 

240 道瓊三萬點：你不可錯過的世紀大行情 愛榭克 
SMART 智

富 

241 
預售屋全攻略：選屋、簽約、財務、監工、驗收，

一本到位 
dolin66 高寶 

242 
預測分析時代：讓數據告訴你，誰會買、誰說謊、

誰會離職、誰會死！ 
艾瑞克．席格 大牌出版 

243 鼎泰豐，有溫度的完美 林靜宜 天下文化 

244 鼎泰豐，你學不會：台灣國際化最成功的餐飲品牌 王一芝 遠見雜誌社 

245 
像海豹部隊一樣思考：地表最強戰是教你敏銳專

注、抗壓應變 
馬克．迪范 先覺 

246 
圖解邏輯思考的入門書：全方面掌握職場溝通力、

說服力、談判力、決斷力及解決力！ 
西村克己 商周出版 

247 
夢想咖啡館創業祕笈：隨著冠軍 Barista 腳步，打

造超人氣店家 
侯國全、林子晴 四塊玉文創 

248 對手偷不走的優勢：冠軍團隊從未公開的常勝祕訣 派屈克．藍奇歐尼 天下文化 

249 
滴水不漏穩穩賺！4 張表股市賺 1億：張真卿 20

年投資心法大公開，讓你從此理財不求人 
張真卿 財經傳訊 

250 演算法統治世界 克里斯多夫．史坦能 行人文化 

251 
管理你的每一天：建立好習慣、鍛鍊專注力、磨練

創意 
99U 圓神 

252 
精準表達：既能提案，也會閒聊，即席演講沒障礙，

連道歉都能贏得人心 

比爾．麥克高文、艾莉

莎．鮑曼 
三采 

253 網拍女王陪你打造創業夢 陳昭君 天空樹 

254 
說故事的領導：說出一個好故事，所有人都會跟你

走！ 
保羅．史密斯 如果 

255 領導最好的自己：成就自我理想與夢想的職涯旅圖 羅伯．柯普朗 天下文化 

256 
領導禪：NBA最強總教頭親自傳授「無私」與「智

慧」的魔力領導學 
菲爾．傑克森 核果文化 

257 
稻盛和夫的最後決戰：日本企業史上最震撼人心的

「1155天領導力重整」真實紀錄 
大西康之 大寫出版 

258 誰 A走你帳戶裡的錢？銀行高層大爆料！為什麼 Johnny 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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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你總是賺不到錢？ 

259 

誰都學得會的最強選股公式 GVI：每月選股 1 小

時，勝過每天盯盤 8小時。股市新手平均報酬

15%！ 

葉怡成 財經傳訊 

260 請你跟我這樣賺？！夏韻芬帶你看懂投資的祕密 夏韻芬 稚軒 

261 請問首席執行官 吳小莉 天下雜誌 

262 
靠 10%顧客賺翻天的曲線法則：別管懶得掏錢的路

人，你需要的是願意灑錢的超級粉絲！ 
尼可拉斯．拉維爾 商周出版 

263 
學校老師沒教的賺錢秘密：小資族微薪大進擊！掌

握六大賺錢秘技，翻身千萬富翁不是夢！ 
王派宏 布克文化 

264 
學會 K線賺 3億：打敗大盤、戰勝投資心理的月

風流技術分析 
月風 如何 

265 操盤手的萬無一失投資術 張智超 商周出版 

266 燃燒的鬪魂 : 領導者的決心 稻盛和夫 天下雜誌 

267 蕭明道教你主升段獨門獲利絕技 蕭明道 今周刊 

268 蕭碧燕教你：有錢退休，靠基金就對了 蕭碧燕 
SMART 智

富 

269 選擇堅持：馬雲的人生智慧 柯誠浩 大拓文化 

270 
鋼鐵心靈總裁學：從小護士到連鎖企業 CEO20 堂

身價躍升 50 倍的必修課 
余麗雪 立京實業 

271 戴勝益的故事人生 戴勝益 經濟日報社 

272 
獲利世代實戰演練入門：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Work Book 
今津美樹 如果 

273 總裁聞思修：我在統一半世紀的學習 林蒼生 天下雜誌 

274 聰明犯錯：華頓商學院教你從卓越的錯誤邁向成功 保羅．J.H.．舒馬克 寶鼎 

275 
膽小存錢，不如勇敢賺錢：財經名主持人阿娟的私

房理財術，教你投資穩穩賺！ 
陳斐娟 平安文化 

276 
講重點！完全圖解書寫、傾聽、提問，一出手就切

中要點的職場晉升術 
安田正 高寶 

277 賺夠了，就跑：專業操盤手必修的 15堂課 
馬丁．舒華茲、大衛．

莫林 
早安財經 

278 賺錢力：影響你未來二十年的謀生關鍵 大前研一 天下文化 

279 還在學：成功不是你想的那樣 金惟純 商業周刊 

280 
點子就要秀出來：10個行銷創意的好撇步，讓人

發掘你的才華 
奧斯汀．克隆 遠流 

281 職場修煉了沒 蕭合儀 智庫雲端 

282 
轉念間，全世界都聽你的：哈佛最重要的自我成功

學 

艾莉卡．愛瑞兒．福克

絲 
天下文化 

283 蘋果設計的靈魂：強尼．艾夫傳(附全彩年表) 利安德．凱尼 時報文化 

284 
蘋果橘子思考術：隱藏在熱狗大賽、生吞細菌與奈

及利亞詐騙信中的驚人智慧 
李維特、杜伯納 大塊 

285 飆股的長相：我不看財報，照樣選對股票 林則行 大是 

286 飆股祕技實戰操作勝經 黃賢明 創見文化 

287 魔法與胡同：融合科技與人文，當代創投啟示錄 方國健 商周出版 

288 權證小哥完全公開權證暴賺勝經 權證小哥 
SMART 智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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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89 權證小哥教你十萬元變千萬 權證小哥 
SMART 智

富 

290 權證小哥操盤室 權證小哥 
SMART 智

富 

291 

讓上司挺你、朋友懂你，跟誰都能聊不停的「回話

技術」：談判、責罵、提案、請託，40個讓人欲

罷不能、拍手 

福田健 采實文化 

292 讓錢找到你 吳淡如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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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輕文學類 

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 DATE A LIVE 約會大作戰 安可短篇集 橘公司 角川書店 

2 K SIDE: BLACK & WHITE 宮沢龍生 四季出版社 

3 K SIDE:RED 来楽零(GoRA) 四季出版社 

4 KAGEROU DAZE 陽炎眩亂 (1) -in a daze- 
しづ; じん (自然の敵

P) 
台灣角川 

5 
KAGEROU DAZE 陽炎眩亂 (3) -the children 

reason- 

しづ; じん (自然の敵

P) 
台灣角川 

6 
KAGEROU DAZE 陽炎眩亂 (4) -the missing 

children- 

しづ; じん (自然の敵

P) 
台灣角川 

7 KAGEROU DAZE 陽炎眩亂 (5) -the deceiving- 
しづ; じん (自然の敵

P) 
台灣角川 

8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12) Alicization rising 川原礫 角川書店 

9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13) Alicization 

dividing (含 12 ) 
川原礫 角川書店 

10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14)Alicization uniting 川原礫 台灣角川 

11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1) 川原礫 台灣角川 

12 七人環卷一：多出來的一本書 青丘 凌雲文創 

13 七人環卷四：真相與承諾 青丘 凌雲文創 

14 七人環番外：來日重逢（限制級） 青丘 凌雲文創 

15 人娃契(下卷) 幻．虛．真 1 御我 三日月 

16 十二國記(03)魔性之子 小野不由美 尖端 

17 十二國記：月之影影之海(上下) 小野不由美 尖端 

18 十王一妃 (1) 張廉 台灣角川 

19 十王一妃 (2) 張廉 台灣角川 

20 十王一妃 (3) 張廉 台灣角川 

21 十王一妃 (4) 張廉 台灣角川 

22 三生三世枕上書【終篇】 唐七公子 平裝本 

23 上仙 05：這不是常見的○○橋段嗎？ 貓邏 銘顯 

24 千王之凰(卷九)騙子現形，族長登基 峨嵋 普天 

25 千王之凰(卷八)神蹟，由我創造 峨嵋 普天 

26 千王之凰(卷十)騙你一輩子<完結篇> 峨嵋 普天 

27 小媽之娘親變娘子 夢空 典藏 

28 小媽之雪國歷險記 夢空 典藏閣 

29 公子們，接客了 1：人生就像小倌 逍遙紅塵 三采 

30 公華四部曲：面對（完） 御我 天使出版 

31 凶照 笭菁 邀月文化 

32 勾情謎蹤 J.D 羅勃 果樹 

33 勾魂筆記本 01暮光下的黑寡婦 帝柳 典藏閣 

34 天夜偵探事件簿 卷四 魂飛千里(終) 米米爾 魔豆文化 

35 天縱 1：踢飛鳳凰當老大！ 楓飄雪 耕林 

36 天縱 2：詭異得要命的學院 楓飄雪 耕林 

37 天縱 3：靈獸是多多益善 楓飄雪 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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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38 天縱 4：不能惹的超級組合 楓飄雪 耕林 

39 天縱 5：史上最強人氣王 楓飄雪 耕林 

40 天縱 6：最佳腹黑情侶檔 (完) 楓飄雪 耕林 

41 少年陰陽師(參拾玖)妖花之塚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42 少年陰陽師(參拾捌)蜷曲之滴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43 少年陰陽師(參拾陸)朝雪之約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44 月與火犬 卷十四：最勇敢的戰士們【完】 星子(Teensy) 蓋亞文化 

45 王爺太壞，王妃太怪.卷四 默雅 耕林 

46 世界重組(01)少爺養成計畫 吾名翼 尖端 

47 世界第一喪屍王：喪屍王哪有這麼可愛！？上 明仔 十田十 

48 世界第一喪屍王：喪屍王哪有這麼可愛！？下 明仔 十田十 

49 他來了，請閉眼 上 丁墨 知翎文化 

50 半夏玉荷 蝴蝶 雅書堂 

51 古代試婚 5(完) 紫伊 麥田 

52 司命，荒城無心(上) 九鷺非香 明日工作室 

53 囚人與紙飛行機：少女難題(上) 猫口眠@囚人 P 台灣東販 

54 未盡之夢 沉月之鑰創作設定集 竹官@CIMIX 天使出版 

55 本王在此 2：鳳凰天劫(完) 九鷺非香 耕林 

56 玉氏春秋 4：心有千千結 玉贏 三采 

57 伊人難為 6：王牌總要最後出(完) 銀千羽 耕林 

58 伊人難為二部曲 1：來找麻煩就打爆 銀千羽 耕林 

59 伊人難為二部曲 2：誰來找碴就踢飛 銀千羽 耕林 

60 伊人難為二部曲 3：上門踢館就毒昏 銀千羽 耕林 

61 全職高手 02 真正的散人 蝴蝶藍 知翎文化 

62 全職高手 03 不簡單的新人 蝴蝶藍 知翎文化 

63 全職高手 04 高手的技術含量 蝴蝶藍 知翎文化 

64 全職高手 05 全明星賽 蝴蝶藍 知翎文化 

65 全職高手 06 我才是葉秋 蝴蝶藍 知翎文化 

66 名門醫女四 希行 知翎文化 

67 后宮.如懿傳(五) 流瀲紫 希代 

68 后宮.如懿傳(四) 流瀲紫 希代 

69 地獄系列（第十二部）地獄滅佛 Div 春天 

70 妃毒不可 1：毒毒毒，毒翻你 一世風流 耕林 

71 妃毒不可 2：一二三，石頭人 一世風流 耕林 

72 妃毒不可 3：翻天地，生死別 一世風流 耕林 

73 血刖夜 04 血吻之白紙般的情人 尹上秋末 鮮歡 

74 何以笙簫默 顧漫 尖端 

75 你和我的傾城時光 上 丁墨 知翎文化 

76 你和我的傾城時光 中 丁墨 知翎文化 

77 吾命騎士（卷 2）騎士每日例行任務（新版） 御我 天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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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78 吾命騎士（卷 3）拯救公主（新版） 御我 天使出版 

79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01 藍旗左衽 三日月 

80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02 藍旗左衽 三日月 

81 妖怪都市 2：妖界發燒星 一世風流 耕林 

82 妖怪都市 3：驚世暗黑組合 一世風流 耕林 

83 妖怪都市 4：翻天逆轉勝(完) 一世風流 耕林 

84 妖怪學園的劣等生 03 騷亂！女校任務 藍旗左衽 鮮歡 

85 妖異魔學園：血腥十字架 笭菁 春天 

86 妖異魔學園：猩紅色月亮 笭菁 春天 

87 我老婆是 黃月英：諸葛亮的秘密日記 01 南翁 說頻文化 

88 我的老闆是受君 瀝青 明日工作室 

89 我的病嬌女友怎麼可能毀滅世界 02 桐真 三日月 

90 我的病嬌女友怎麼可能毀滅世界 03 桐真 三日月 

91 我的戰隊有偽娘與充氣娃娃(2) 柚臻 明日工作室 

92 我的戰隊有偽娘與充氣娃娃(3)(最終回) 柚臻 明日工作室 

93 沉月之鑰(外篇)幻世景點探訪遊記 水泉 天使出版 

94 兔俠 vol.4 路程的起始 護玄 蓋亞文化 

95 兔俠 vol.5 背叛者 護玄 蓋亞文化 

96 夜刃(01)流火夜叉 羽千落 尖端 

97 夜不語詭祕檔案 606 惡魂葬(完) 夜不語 鮮歡 

98 夜幕 琳達．霍華 四季出版社 

99 怪物刑警 05 亡魂的黑洞 四隻腳 鮮歡 

100 怪物刑警 07 危厄的裂隙(第一部完) 四隻腳 鮮歡 

101 怪物血族 1：黃昏的目標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102 怪物血族 2：悠久的神盾 結城光流 皇冠文化 

103 武道狂之詩 卷十四：山．火．海 喬靖夫 蓋亞文化 

104 芙蓉仙傳之元氣女仙我最嬌！ 竹某人 典藏閣 

105 芙蓉仙傳之甜心女仙我最優！ 竹某人 典藏閣 

106 芙蓉仙傳之尋寶女仙我最行！ 竹某人 典藏閣 

107 花開春暖 1 閑聽落花 麥田 

108 花開春暖 2 閑聽落花 麥田 

109 花開春暖 5(完) 閑聽落花 麥田 

110 近戰法師 七平靜下的暗流 (含 八)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11 近戰法師 九刺客聯盟 (含 十)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12 近戰法師 十一主角病，得治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13 近戰法師 十七月夜城殺戮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14 近戰法師 十二白石林戰役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15 近戰法師 十三行會聯盟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16 近戰法師 十五非常逆天，成立 蝴蝶藍 知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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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17 近戰法師 十六跨越主城的通緝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18 近戰法師 十四一個比一個陰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19 近戰法師 五講義氣的反派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20 近戰法師 四銀月傭兵團 蝴蝶藍 知翎文化 

121 星光對決 IDOL STAR：BRIGHT(01) 夏天晴 尖端 

122 星光對決 IDOL STAR：SPRING(01) 衛亞 尖端 

123 狩法者 01 上絕 三日月 

124 皇宮這檔事 太微天 典藏閣 

125 穿越馨生愛上你：【卷五】越千年，終能共枕眠 尤加利 朱雀文化 

126 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10 天使鳶一 橘公司 台灣角川 

127 紅茶與妖精(4)獻給魔王的最後饗宴(完結) 夏天晴 普天 

128 食神王妃萬萬歲 張廉(鳳烯) 銘顯 

129 食夢之鑰(01)NG 神明退貨行不行？ DARK 櫻薰 尖端 

130 食夢之鑰(02)二代神都是煩人精！ DARK 櫻薰 尖端 

131 乘龍 卷二：面癱王爺的野望 峨嵋 凌雲文創 

132 乘龍 卷六：我要我們在一起 峨嵋 凌雲文創 

133 乘龍．卷一: 恩公，救命！ 峨嵋 凌雲文創 

134 娘子說了算(上) 雲端 晴空 

135 娘子說了算(下) 雲端 晴空 

136 家有刁妻 2：不是冤家不相戀 周玉 耕林 

137 家有鹹妻(卷三)三人行必有我夫 二分之一 A 可橙文化 

138 家有鹹妻(卷五)不負天下不負卿(完結篇) 二分之一 A 可橙文化 

139 家有鹹妻(卷四)冤家易結不易解 二分之一 A 可橙文化 

140 師父說了算！ 雲端 典藏閣 

141 拿出妹控氣概吧！ 03魔法妹妹整人計畫 甜咖啡 鮮鮮文化 

142 拿出妹控氣概吧！ 04總年級美少女選拔戰 甜咖啡 鮮鮮文化 

143 拿出妹控氣概吧！ 05和服試膽大會 甜咖啡 鮮鮮文化 

144 朕的笨ㄚ頭番外 2：爆衝美人兒 度寒 耕林 

145 案簿錄 5：承諾 護玄 蓋亞文化 

146 案簿錄 6：渡客 護玄 蓋亞文化 

147 案簿錄 7：寶箱 護玄 蓋亞文化 

148 特殊傳說 新版 vol.10 那之後......(學院篇完) 護玄 蓋亞文化 

149 特殊傳說Ⅱ亙古潛夜篇 01 護玄 蓋亞文化 

150 特殊傳說Ⅱ亙古潛夜篇 02 護玄 蓋亞文化 

151 特殊傳說Ⅱ亙古潛夜篇 03 護玄 蓋亞文化 

152 琉璃仙子 卷一 兩名神子 香草 魔豆文化 

153 琉璃仙子 卷二 佟氏一族 香草 魔豆文化 

154 琉璃仙子 卷三 靈族令牌 香草 魔豆文化 

155 神使繪卷 卷七繁星與不可思議 醉琉璃 魔豆文化 

156 神使繪卷 卷九 祀典與惡戲 醉琉璃 魔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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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57 神使繪卷 卷八 水瀾與符 醉琉璃 魔豆文化 

158 神使繪卷 卷十 情絲與鳴火 醉琉璃 魔豆文化 

159 神使繪卷 卷五 西山妖狐與岩蘿之鄉 醉琉璃 魔豆文化 

160 神使繪卷 卷六 陰七月與幽燼門 醉琉璃 魔豆文化 

161 唱歌的骨頭：惡童書 笭菁 春天 

162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10)於是，兔子投身煉獄 竜ノ湖太郎 台灣角川 

163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9)YES！這是箱庭的日

常！ 
竜ノ湖太郎 角川書店 

164 猛男公寓(01) 鳳烯(張廉) 銘顯 

165 猛男公寓(03) 鳳烯(張廉) 銘顯 

166 現代魔法師 06魔法師之霧都大亂鬥 佐維 典藏閣 

167 現代魔法師 07魔法師與龍的千年輪迴 佐維 典藏閣 

168 甜死人男孩(1/6)華麗的殭屍 原惡哉 明日工作室 

169 甜死人男孩(2/6)所有天才都是心理變態 原惡哉 明日工作室 

170 異願洛恩斯(06) 代償 水泉 天使出版 

171 異願洛恩斯(08) 跨界 水泉 天使出版 

172 眼見為憑 卷三 怪誕篇 林綠 魔豆文化 

173 眼見為憑 卷五 神異篇 林綠 魔豆文化 

174 眼見為憑 卷六 幽冥篇 林綠 魔豆文化 

175 眼見為憑 卷四 鄉野篇 林綠 魔豆文化 

176 眼見為憑 02 初始篇 林綠 魔豆文化 

177 終疆 01：末世流星雨 御我 平裝本 

178 終疆 02：異物都城 平裝本 御我 

179 這不是所謂的怪物養成嗎？上仙 6 貓邏 銘顯 

180 這不是所謂的變相聯誼嗎？上仙 7 貓邏 銘顯 

181 這不是傳說中的淘寶嗎？上仙 4 貓邏 銘顯 

182 這世界瘋了：成功率 100%的穿越手術！下 一世華裳 十田十 

183 這世界瘋了：成功率 100%的穿越手術！中 一世華裳 十田十 

184 這樣算是殭屍嗎？(15)對，兩邊都是我 木村心一 台灣角川 

185 喂，別亂來(上) 汀風 晴空 

186 惡之大罪：維諾瑪尼亞公爵的瘋狂 惡之 P (Mothy) 台灣東販 

187 惡魔高校 D×D15 向陽處的黑暗騎士 石踏一榮 角川書店 

188 等妖式幻受誘惑 玥我 明日工作室 

189 紫九卷一：冷面閻王愛上我？！ 衛亞 凌雲文創 

190 萌獸不易做 01純情飼養 澤溪七君 典藏閣 

191 萌獸不易做 02(完)本能誘惑 澤溪七君 典藏閣 

192 黑館 01 惡魔的邀請 咪兔 鮮歡 

193 新唐遺玉 15：春風得意馬蹄急 三月果 三采 

194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02) 三月九日君 銘顯 

195 碎界 七 聿暘 知翎文化 

196 碎界 八 聿暘 知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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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197 碎界 十完 聿暘 知翎文化 

198 碎界 六 聿暘 知翎文化 

199 碎界 四 聿暘 知翎文化 

200 聖銀幻想曲(04) 天罪 四季出版社 

201 聖銀幻想曲(05) 天罪 四季出版社 

202 聖銀幻想曲(06) 天罪 四季出版社 

203 聖劍騎士.願望之石 炫祈 沐風文化 

204 蜂舞(02) 貓邏 銘顯 

205 蜂舞(03) 貓邏 銘顯 

206 蜂舞(04) 貓邏 銘顯 

207 裝蒜三姐妹 冰雲 典藏閣 

208 遊龍隨月 卷二 耳雅 平心工作室 

209 酩酊大罪(01)第一部‧左手生命，右手人性(上) 紅淵 尖端 

210 零級魔妃(上)：史上最強的弱雞！？ 糖蘇蘇 耕林 

211 零級魔妃(下)：偉大的自省計畫 糖蘇蘇 耕林 

212 蜜桃多多的大神花婿 凌舞水袖 典藏閣 

213 銀色月物語 01 夢空 三日月 

214 銀色月物語 03 夢空 三日月 

215 噓！愛情保密中 龍雲意 典藏閣 

216 墮神契文(01)雷降 D51 尖端 

217 墮神契文(02)魔影 D51 尖端 

218 廢物少女獵食記 01 你聞起來好好吃 陸山水 典藏閣 

219 廢物少女獵食記 02 我是她的男朋友！ 陸山水 典藏閣 

220 廢物少女獵食記 03(完)這輩子只想吃你 陸山水 典藏閣 

221 暴力仙姬 1：水之卷 峨嵋 耕林 

222 暴力仙姬 2：木之卷 峨嵋 耕林 

223 暴力仙姬 3：土之卷 峨嵋 耕林 

224 暴力仙姬 4：火之卷 峨嵋 耕林 

225 醉琉璃(全一冊) 張廉 銘顯 

226 噬血狂襲(10)玄冥神王的新娘 三雲岳斗 台灣角川 

227 霍鬼傳(2)不死帝王 振鑫 明日工作室 

228 霍鬼傳(3)終極兵器 振鑫 明日工作室 

229 療養院直播間：王爺你有事嗎！？上 一世華裳 十田十 

230 療養院直播間：王爺你有事嗎！？下 一世華裳 十田十 

231 寵妃私奔記(全一冊) 雨無聲 耕林 

232 懶散勇者物語 8 生命藥劑 香草 魔豆文化 

233 懶散勇者物語 9 雙月之戰 香草 魔豆文化 

234 懶散勇者物語 10降魔戰爭(完) 香草 魔豆文化 

235 繪靈師 03 火之夢魘 鳳鳴 鮮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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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236 羅曼魔界行 01 濺血的邂逅 紅淵 鮮歡 

237 羅曼魔界行 02 椎心之離合 紅淵 鮮歡 

238 獻給廚師先生的吻（限） 紫曜日 四季出版社 

239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10.5)完 鴨志田一 台灣角川 

240 魔王難為 203 魚板眼圈與海妖之歌 紅淵 鮮歡 

241 魔王難為 204 恐怖初降萬魔朝聖 紅淵 鮮歡 

242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13)越野障礙篇 佐島勤 角川書店 

243 魔法插班生 06 草子信 三日月 

244 魔彈之王與戰姬 09 川口士 東立 

245 靈魂之刃 Online(二)初戰 夏堇 麥田 

246 靈魂之刃 Online(三)陰謀 夏堇 麥田 

247 靈魂之刃 Online(五)背叛.完 夏堇 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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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新北市立圖書館讀者使用暢銷書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 ： 

一、 請您就暢銷書看法及使用新北市立圖書館服務的經驗，依符合的項目

進行勾選評分；5分代表非常同意/重要性非常高/滿意度非常高；1分

代表非常不同意/重要性非常低/滿意度非常低。 

二、 暢銷書定義：於一定期間內，在各式圖書銷售通路的銷售量居於領先

地位之圖書；如金石堂書店、誠品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或其他列

於各式暢銷書排行榜的書籍皆符合本研究之定義。 

第一部分：對暢銷書之意見看法 

序號 調查項目 

意見反映 

同意          不同意 

5  4  3  2  1 

1 我認為暢銷書是內容吸引人的圖書 □ □ □ □ □ 
2 我認為暢銷書是雅俗共賞的圖書 □ □ □ □ □ 
3 我認為暢銷書掌握了時代脈動 □ □ □ □ □ 
4 暢銷書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理 □ □ □ □ □ 
5 我會參考坊間的暢銷書排行榜來借閱圖書 □ □ □ □ □ 
6 整體而言，我認為暢銷書是優良的圖書 □ □ □ □ □ 

 

  

親愛的讀者，您好： 

    為了探討圖書館讀者使用暢銷書的滿意情形與意見，本研究設計了調查

問卷。請就圖書館館藏的暢銷書使用經驗提出您的看法，感謝您於百忙之

中填答本問卷。您所提供之意見與個人資料將僅作為學術研究用途，敬請

放心填答，誠摯感謝您熱心參與並提供寶貴的資料。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王梅玲博士 

研究生：陳力豪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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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新北市立圖書館之暢銷書服務滿意度調查 

序

號 
調查提問內容 

重要性 

高          低 

5  4  3  2  1 

滿意度 

高          低 

5  4  3  2  1 

7 
圖書館的館藏包含文學類的暢銷書

（如文學小說、散文、詩詞等） □□□□□ □□□□□ 

8 

圖書館的館藏包含非文學類的暢銷

書（如健康養生、親子教養、自然科

普等） 
□□□□□ □□□□□ 

9 
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財經類的暢銷書

（如投資、理財、金融經濟等） □□□□□ □□□□□ 

10 
圖書館的館藏包含輕文學的暢銷書

（如大眾通俗小說等） □□□□□ □□□□□ 

11 
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學

習的需求 □□□□□ □□□□□ 

12 
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工

作的需求 □□□□□ □□□□□ 

13 
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可以滿足我休

閒娛樂的需求 □□□□□ □□□□□ 

14 圖書館的暢銷書館藏上架速度迅速 □□□□□ □□□□□ 

15 
圖書館暢銷書的館藏複本數（同一種

書籍的館藏冊數）充足 □□□□□ □□□□□ 

16 圖書館提供優質的暢銷書館藏服務 □□□□□ □□□□□ 

第三部分:意見填寫 (請描述對圖書館暢銷書館藏有何意見或建議：) 

                                                

                                                

第四部分：填表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性 □女性  

2.年齡：□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 歲以上 

3.職業：□軍警 □公教□工商 □農漁牧 □自由業 □學生 □家管 

□其他               

4.教育程度：□國小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專 □碩士 □博士 

5.您最近一個月實際到圖書館的使用頻率？ 

□5次以內 □6-10次 □11-20次 □21 次以上 □未利用 

6.您最近三個月借閱的圖書冊數？ 

□5冊以內 □6-10冊 □11-20冊 □21 冊以上 □未借閱 

7.您最近三個月借閱的暢銷書冊數？ 

□5冊以內 □6-10冊 □11-20冊 □21 冊以上 □未借閱 

（本問卷至此全部完畢，感謝您的參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  

附錄五 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壹、前言 

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在使本館館藏之建立，能充分掌握讀者

需求且配合全市各圖書館之館藏特色，達成下列目的： 

一、作為建立館藏的依據與訂定未來館藏發展的方向。 

二、作為館員選書的依據與規劃館藏的工具。 

三、合理分配購書經費，確立館藏徵集與淘汰的作法 

四、作為館藏評鑑的指引。  

五、作為圖書館對外溝通的依據。  

貳、館藏發展原則 

本館館藏以中文圖書為主，主題範圍涵蓋人文、社會、自然及應用科學、藝術

等，內容 深度以滿足讀者一般性研究及生活休閒為目標。館藏型式除圖書之外，

也包含期刊、報紙、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的購買，使館藏資源朝向多元化，提供讀

者豐富的閱讀資源與便利的服務。 

一、館藏範圍 

（一）館藏範圍依本館服務目的與任務、讀者需求及社區特性，建立民眾所需

之館藏。 

（二）配合地方產業及發展特色，舉凡有關地方文獻資源、新北市政府施政建設等

資源均為館藏範圍。 

（三）視聽資料與電子資源之蒐藏以紙本資料無法取代之功能為主。 

（四）館藏資料類型：  

1.圖書。 

2.期刊、報紙。 

3.視聽資料。 

4.電子資源。 

5.灰色文獻。 

6.其他（地圖、小冊子、善本書等）。  

二、不納入館藏的資料 

（一）違反著作權法之出版品。 

（二）廣告及宣傳性之出版品。 

（三）過時不具參考價值之出版品。 

（四）高中（含）以下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五）內容涉及色情、暴力及其他不適宜提供讀者閱讀之圖書。 

（六）通訊性刊物。 

參、館藏資料類型 

本館館藏資料類型說明如下： 

一、圖書 

（一）中文圖書為本館館藏之主體，主題涵蓋總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應用

科學、社會科學、中外史地、語文、藝術等學科，以臺灣地區出版者為主要

蒐藏範圍。此外，因近年來兩岸文化交流日趨頻繁，本館亦逐步蒐藏大陸

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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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文圖書以英文為主，其他語文為輔，主題涵蓋總類、哲學、宗教、自然科

學、應用 科學、社會科學、中外史地、語文、藝術等學科。 

二、期刊、報紙：本館所訂閱的期刊與報紙以中文、英文為主，並逐步蒐藏多元文

化資料。 

三、視聽資料 

（一）視聽資料蒐集有關知識性、教育性、文化性及娛樂性的各種視聽等多媒體資

料，在類 型上涵括數位影音光碟、光碟等型式。 

（二）部分分館及民眾閱覽室囿於空間及人力限制，故不購置及典藏視聽資料。 

四、電子資源 

本館蒐集之電子資源包括資料庫、電子書等。  

五、灰色文獻 

灰色文獻係指已發行，但不易透過一般書籍銷售管道購得的文獻資料，屬於半

公開、半出版品的性質。本館蒐集的灰色文獻包括政府機關各類報告及出版品、

會議論文集、學會出版品、學位論文及研究報告等。 

六、其他 

輿圖、小冊子、善本書等。 

肆、館藏特色 

 

本館除廣泛蒐集各學科、各類型之一般性圖書外，亦典藏地方文獻資料：

基於分工典藏觀念及增進主題服務效能，除各圖書閱覽室不設置館藏特色外，各分

館應進行資料之徵集、流通與推廣，館藏特色發展應遵循下列原則： 

一、各分館得自行研訂其地方文獻發展方針，惟其內容不得抵觸本館館藏發展政

策。 

二、資料之蒐藏應加強其資料數量、資料深度及參考服務之提供。 

三、資料內容應以增進讀者對該主題之深入概念，及提供新穎性、趨勢性之深度探討為

目標。  

伍、限制級圖書資料 

為維護讀者閱覽權益及保護兒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正常發展，支持出版品分

級政策，如有 採購限制級相關資料，爰依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12 日「兒童及少年褔

利法」第 27 條：出版品、 電腦軟體、電腦網路應予分級；列為限制級者，禁止對

兒童及少年為租售、散布、播送或公然陳列。同法第 30 條：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

年不得有違反媒體分級辦法，對兒童及少年提供或播送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出版品、

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網際網路或其他物品之規定。同時依中

華民國 94 年 4 月 1 日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 購置限制級

圖書資料，作法如下： 

一、圖書資料 

除圖書本身所標示外，另於出版品之圖書條碼旁及書背之書標上方標示「限制

級」，採專區閉架典藏提供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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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聽資料 

依據新聞局「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所列之級別：限制級、輔導級、

保護級、 普遍級等四種級別，印製分級標籤，張貼於資料外盒右下角以供識

別；限制級視聽資料加貼分級標籤於側面，並採專區典藏提供借閱。 

三、限制級圖書資料之認定 

（一）各出版社提供之限制級書目。 

（二）其他圖書館已列入限制級資料之書目。 

（三）經本館選書小組成員討論決議列入限制級資料之書目。 

陸、圖書資料之選擇 

一、本館館藏資料選擇係以本館設置的目的與任務、服務對象的需求、社區發展

的特性、館 藏特色的建立及館藏的均衡發展等因素為考量，期使以有限的購

置經費，計劃性選擇各類圖書資料並建立適切的館藏。 

（一）選書工作及職責為建立適當且有用的館藏，並發揮選書功能，負責選書工作

之採編同仁及分館擬購成員應具備下列條件： 

1.充分了解本館目的與任務。 

2.熟悉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了解各學科主題發展現況及各特色主題蒐藏範圍

及深度，並在預算額度內，依據館藏發展政策及讀者需求慎選各類圖書資

料。 

3.了解社區特性及讀者資訊需求。 

4.主動蒐集各類出版訊息，閱讀相關書評，並不斷自我充實追求進步。 

5.了解評定圖書資料品質的方法。 

6.保持公正客觀立場，不因個人喜好、宗教或政治影響而有所偏頗。 

7.尊重各閱覽單位擬購需求，並重視讀者推薦圖書資料之建議。 

8.對重要之連續性出版資料、套書及叢書，需致力蒐集完整。 

（二）選書小組  

1.採編課依據「新北市立圖書選書小組設置原則」提報選書小組委員並陳核

館長圈選後，頒發聘書予選定之小組委員。 

2.選書小組委員主要職責為隨時留意最新出版訊息，擬購與該委員學科背景

相關之圖書， 

並將圖書交由採編課彙整。 

二、圖書資料之選擇 

圖書資料之選擇，以合法出版為前提，並配合本館既有之服務宗旨及讀者需

求擬定選擇原則，茲就圖書資料選擇之通則及各類圖書資料之選擇原則敘

述如下： 

（一）通則  

1.圖書及各類資料以具版權或具公開播放權者為基本採購原則。 

2.以圖書資料內外在品質均佳者為優先選擇。 

3.以館藏更新、學科平衡、讀者需求及館藏特色新版圖書優先考量。 

4.以新近出版品為主要徵集對象。 

5.提供無障礙學習資源，顧及各類型讀者閱讀者需求。 

6.電腦、宗教、醫學、法律、政治及軍事類主題，僅購置符合本館服務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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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圖 書，專門性用書以不購置為原則。 

7.同時發行印刷型式、視聽資料及電子型式等多種圖書，以考量讀者需求及時勢

所趨者為原則。 

8.價格之合理性。 

9.因應媒體發展，將文字或圖像資料重製為視聽資料或電子化資料者，或將舊式

媒體重製為新式媒體者，考量典藏空間與存取利用之便利性及使用目的等

因素加以蒐集。 

（二）原則  

1.中文圖書 

（1）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盡量完整蒐集。 

（2）以臺灣地區出版者為主，大陸及海外地區之中文圖書次之。 

2.外文圖書 

（1）除以英、日文為主外，其他語文視館藏特色及多元文化閱讀需求加以蒐

集。 

（2）知名獎項的得獎圖書及專業協會或組織所推薦圖書。 

3.參考資料 

（1）出版社、作者與編者之權威性。 

（2）資料內容之正確性、新穎性、時效性、連續性及完整性。 

（3）體例編排易於使用。  

4.兒童圖書資料 

（1）蒐集國內外優良兒童讀物、得獎童書及專業協會推薦者。 

（2）徵集可滿足各年齡層兒童閱讀之正當休閒讀物。 

（3）提供在學學童與課程內容有關的中外文讀物及參考工具書。 

（4）配合兒童心智成長需求，蒐集可促進其身心發展之讀物。 

5.政府出版品 

（1）應考量本館典藏空間及讀者閱讀需求。 

（2）注意資料時效性、連續性及完整性。  

6.中外文期刊報紙 

（1）應考量本館經費或讀者需求。 

（2）內容以綜合性報導為主。 

（3）館藏文獻相關報刊應盡量蒐集。 

7.視聽資料 

（1）視聽資料內容選擇應考量教育性、知識性與文化性，並兼顧新穎性。 

（2）同一內容而以不同型式發行者，以易於收藏、使用或最佳品質為原則。 

（3）蒐集國內外相關影展參展及入圍作品或影評推薦之優良影片及珍貴紀

錄片。 

（4）蒐集提升文化素養、安撫心靈或參選國內外各項音樂創作、比賽之音樂作

品。 

8.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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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新穎性且持續更新者。 

（2）檢索介面易於使用者。 

（3）優先考量具永久使用權及擁有權者。 

（4）電子資料庫格式符合本館現有系統設備者。 

（5）廠商技術支援及人力資源配合較佳者。 

（6）與現有館藏內容重複之電子資源產品，選擇具較佳檢索效益或效率

者。 

（7）有信譽且具獨特性之資訊提供者。 

（8）代理商及廠商能夠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及文件，包括紙本及電子檔之

系統簡介及操作手冊。 

9.灰色文獻 

（1）受贈之灰色文獻依本政策選擇原則蒐藏之。 

（2）廣泛徵集各機關、學校、民間社團、基金會等所發布的訊息。 

三、圖書資料複本選購原則 

本館及各分館之館藏資料以不購置複本為原則，如有下列情況者，可考慮蒐集

複本：  

(一) 資料之特色性 

具獨特內容及價值之圖書應盡力蒐集。 

(二) 使用頻率 

讀者閱覽及借閱頻率較高之出版品，依據本館預約書購置規範，購置複本

以滿足使用需求。 

(三) 得獎作品 

獲國內外圖書獎之作品除應盡量網羅，得視讀者需求增購複本。 

(四)各業務單位工作時所需之參考資料。 

(五)為配合本館辦理推廣活動時所需資料。 

柒、館藏資料之徵集 

本館所蒐藏之資料類型包含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資源及灰色文

獻等。圖書資料來源除經由採購方式外，更透過交換、贈送方式來增加館藏資

源。 

一、採購 

本館圖書資料採購由採訪編目課統籌辦理，各項圖書資料經費預算依據「館藏發

展政策」及圖書館服務宗旨，擬訂「年度圖書資料採購作業計畫」，以朝向多

元化的館藏發展，滿足各階層讀者的需要。 

（一）採購範圍  

1.圖書： 

中外文圖書、多元文化圖書及兒童圖書，以一般性、各分館地方文獻、特殊主

題圖書及 參考性圖書為蒐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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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視聽資料： 類型上包括雷射唱片(CD)、數位影音光碟(DVD)、影音光碟(VCD)、

唯讀光碟(CD-ROM)等 多種型式；在資料內容上則橫跨各個知識範疇與多種

語文及版本，涵蓋社教、卡通、電影、教學、旅遊與音樂等主題。 

3.期刊： 中外文及多元文化期刊，涵蓋雜誌、學報及政府公報，以資訊、休

閒、教育及知識性主 題為重點。 

4.報紙： 中外文及多元文化報紙，涵蓋區域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的報紙，以

一般性及特殊主題性內容為重點。 

5.電子資源： 本館目前購置

電子資源館藏為： 

(1)電子書：包含各學科主題、適於親子閱讀並圖文並茂的繪本電子圖書，及其他

更多元豐富的電子書以提供讀者線上瀏覽及借閱。 

(2)電子資料庫：主要分一般性及資訊檢索性 2 類。 6.其他：輿圖、靜畫、小冊

子、善本書及手稿、老照片等。 

（二）採購通則 

1.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 

2.一般中文圖書每種以購買 100 冊以下為原則；外文圖書每種以購買 10 冊以

下為原則；其他得獎圖書、經典作品、預約量大增購複本圖書、經專案簽核

者，其購置圖書冊數則不受此限。 

3.「好書大家讀」入選圖書，以各閱覽單位購置 1 冊為原則。 

4.參考工具書、地方文獻圖書及讀者推薦圖書，依據讀者服務實際需要參酌

購置。 

（三）各類圖書資料採

購原則 

1.圖書 

 總館均購置一套。考量經費有限高單價圖書以特別需求蒐集之。 

2.期刊及報紙 

(1)依據年度經費及讀者使用情況辦理增減訂。 

(2)館藏特色期刊及報紙以特色館蒐藏為原則。 

3.視聽資料 

(1)公開播放用則購置具公開播放權者。 

(2)總館視聽室及提供內閱服務之分館，均需購置具有公開播放權之資料。 

4.電子資源 依據年度經費預算、出版發行現況、讀者使用情況分析或需求辦

理續訂或新購置。  

5.灰色文獻 

(1)無法經由索贈程序取得之資料，始列入採購。總館均購置一套。 

(2)考量經費有限，高單價之灰色文獻，以配置九大區域圖書館或館藏特色館為原  

   則。 

二、交換 

為促進圖書館間的交流與文化工作之推廣，並使館藏內容更臻多元與豐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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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得依據雙方需求經由各種途徑與他館進行圖書資料交換。 

（一）交換原則及交換資源 

1.雙方約定之主題圖書，應以等值、互惠或經雙方認可同意為前提。 

2.雙方二館之出版品或政府出版品。 

（二）交換方式 

本館為促進文化及資訊交流，與其他圖書館簽訂交換協定，雙方同意定期進

行圖書資料交換。未簽訂交換協定者，雙方應提供詳細的交換圖書書目資料，

並註記交換館地址及承辦單位，以便後續圖書交換工作之進行。 

（三）交換處理 

經由交換所得之圖書資料，應依相關規定處理登錄，如書目建檔、加蓋贈書

章、辦理書展及流通供閱等。 

三、贈送 

（一）受贈 

外界贈予本館圖書資料均依據「新北市立圖書館受贈圖書資料處理原則」

辦理。 

（二）索贈 

圖書資料具參考價值者，得向發行單位進行索贈，以充實館藏內涵。 

捌、館藏維護 

為提供讀者完整且正確的資料，對於各類館藏資源必須加以適時與適當的

維護。館藏維 護包括館藏整理與修補（復）、淘汰、評鑑、盤點。 

一、館藏整理與修補（復） 

（一）館藏資料經分類與編目後，依資料類型進行加工，加工完成後之圖

書資料依索書號排架。 

（二）圖書資料應適時整理，以利讀者查找並維持整齊，同時需不定期進

行讀架順位，避免資料錯置情況發生，影響讀者使用。 

（三）圖書資料如有破損，但並不影響閱讀時，應加以修補以利讀者使用。  

二、館藏淘汰 

（一）當圖書資料內容已陳舊過時或屬連續性出版參考資料，均應進行館

藏淘汰，以提供讀者新穎與即時的資料。 

（二）館藏淘汰應持續進行，以提升讀者利用率，發揮圖書資料價值。 

（三）本館圖書資料淘汰原則應符合「圖書館法」之規定，每年在不超過館

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得自行報廢淘汰。館藏淘汰應依據「圖書資料

報銷報廢注意事項」辦理。 

（四）淘汰標準 凡符合以下標準之一，各閱

覽單位可納入淘汰： 

1.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2.內容錯誤過時或經使用超過五年以上之圖書資料。 

3.外觀及內頁破舊無法使用且不堪修補者。 

4.字體過小、印刷粗糙，影響閱讀且已有新版本取代者。 

5.單一閱覽單位內已有過多複本，使用率低且超過五年無人外借者。 

6.視聽資料影音品質不佳，無法辨識讀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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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符合本館「連續性出版品保存處理原則」之期刊報紙。 

8.違反著作權法之圖書。 

9.遺失五年以上之圖書。 

三、館藏評鑑 

圖書館應定期評鑑館藏，以瞭解館藏強弱，作為管理、淘汰及規劃未來館

藏發展政策之參考。館藏評鑑的方法如下： 

（一）量的評鑑 

館藏總數、年成長率、各主題佔館藏總數之比率。 

（二）質的評鑑 

書目核對法、讀者使用情形分析、讀者意見調查。 

四、館藏盤點 

本館各閱覽單位應依據「年度盤點計畫」進行定期館藏盤點，以確保館藏

狀態之正確性 與完整性。 

玖、館藏發展政策訂定與修正 

一、「館藏發展政策」需配合本館發展方向、社區及民眾需求，適時審視修

正。  

二、「館藏發展政策」之修正，由採訪編目課召集會議討論後，送交館務會議審

查，並依會議討論結果，陳請館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未來展望 

新北市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然資源與文化資產多元豐富，各區之間圖

書館聯合服務 網路建置完成，各圖書館間協同服務互動良好。未來本館將致力

於館藏資源之充實，提升館藏品質，建構書香新北市。  

一、重視不同年齡層及多元族群之讀者閱讀需求，充實圖書資訊及多元文化館藏，

提高人書比率。  

二、充實視聽資料，推展主題影展並配合全市圖書館相關主題活動之推廣，舉辦

影片欣賞 

三、強化電子資源，建置各類型電子資料庫、電子書、多媒體之數位資源，進行

館藏評估，期能建立符合民眾閱讀需求之館藏資源，提升圖書館專業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