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條碼號 書名 作者 出版項 索書號

20029910686695
快樂就是 : 500個生活裡的小幸

福

史瓦琳;羅拉薩;陳,思

穎;Swerling,Lisa;Lazar,

Ralph

臺北市 : 遠流, 2016.11
176.51 5011

2017

20029910686083 我們都沒病 路小得;文子,漫畫

香港 : 中華出版 : 香港

聯合書刊物流發行,

2015.12

177.2 6792

20029910686612 厭世動物園 厭世姬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01
177.2 7144

20029910686661
好。好 : 原來,好好生活可以這

麼簡單!
葛瑞絲

臺北市 : 葛瑞絲的小宇

宙, 2017.05
177.2 4412

20029910686679 憂憂熊的不憂愁人生哲學
小鳥遊志穗;陳,森田;

賴,惠鈴;Chen,Morita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2018.01
191.9 9234

20029910686984 即使被判出局,也要讓夢想回家 阿布本名張椀晴;阿布
臺北市 : 方智出版,

2017.08
191.9 7140

20029910686901 星座大戰4部曲
王,小亞;幻覺;宅星

婆;Piepie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10

292.22 1091

2018 v. 4

20029910686919 血型小將ABO . 10
朴,東宣;彭,玲林;黃,子

玲;Real Crazy Man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07

293.6 4353

v. 10

20029910686018
燒杯君和他的夥伴 : 愉快的實

驗器材圖鑑

山村,紳一郎;唐,一寧;

上谷夫婦
臺北市 : 遠流, 2017.11

347.02 2854

2017

20029910686711
是我讓你傷心了嗎? : 不管有沒

有牙,都要咬著撐過陰雨天

巴克;王,小

可;Barker,Brooke
臺北市 : 遠流, 2017.08 380 7740

20029910686075 脂肪,OUT!超爆笑甩肉事件簿 摩天文傳
臺北市 : 上奇資訊 有

意思, 2016.05
411.94 0102

20029910686067

醫生畫給你看超圖解醫學常識!!

: 不要死得不明不白,一次看懂

「感染病.癌症.生活習慣病」3

大死因對身體的傷害!

森皆,捻子;張,育銘

新北市中和區 : 臺灣廣

廈有聲圖書出版,

2016.11

412.5 4251

20029910686059 醫本正經 : 漫畫秒懂中醫 懶兔子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07
413 9711

20029910686026

健康才有鹿用! : 即使哭泣也要

繼續前進, 獨居漫畫家的抗癌圖

文記

藤河,るり;徐,屹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7.04
417.25 4312



20029910686034
護理師啟萌計畫 : 於是空白與

這條充滿冒險的護理之路

著者本名王庭馨;於是

空白

桃園市 : 大笑文化,

2017.11

419.652

0632

20029910686588

走進世界廚房 : 廚房很有愛!一

起享用各地好朋友鍋碗瓢盆的

交換秘密

湯,舒皮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2016.12
427.1 3684

20029910686265
柴式狂想曲 : 無厘頭的異想世

界,一秒戳中笑穴!
影山,直美;鄭,捷云

新北市 : 博誌出版,

2015.07
437.35 6248

20029910686174

行路遠方,與貓相愛的練習曲 :

一個貓痴攝影師橫跨歐.亞.非,

繞地球兩圈半的追貓紀行

李,龍漢;熊,懿樺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2016.12

437.3607

4003

20029910686109
上班族人蔘 : 固本培元養氣滋

補職場聖典
裴,小馬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2017.02
494.35 1197

20029910686141 上班族山崎茂 田中,光;陳,美瑛 臺北市 : 春光, 2017.03 494.35 6059

20029910686166 非官方職務說明 : 五斗米靠腰 馬克
臺北市 : 遠見天下出

版, 2017.01

494.35 7140

2017

20029910686380
呷飽沒 台南美食繪帖 : 日本大

叔手繪巷弄中的美味食記
山崎,達也;陳,曉峰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5.07

538.7827

2234

20029910686414
手繪台中日和 : 快與慢.晴與雨.

南與北的中間生活

Fanyu本名林凡

瑜;Fanyu

臺北市 : 啟動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2017.12

678.51 5084

20029910686422
台中無所事事之旅 : 閒閒散步.

吃喝遊逛手繪玩帖
林,江汶 臺中市 : 好讀, 2016.12 678.51 4433

20029910686455 印度團團轉 朴,惠景;林,育帆 臺北市 : 大田, 2015.07 737.19 4356

20029910686398 漫步在清邁 : Rachel的手繪日記 呂,麗秋
臺北市 : 帕斯頓數位多

媒體出版, 2017.05
738.29 6012

20029910686471 衣索比亞手繪旅行 張,佩瑜 臺北市 : 聯經, 2017.05 762.89 1121

20029910686042
醫生哪有這麼萌 2 : 菜鳥以上、

老鳥未滿的白袍日記
Nikumon 臺北市 : 遠流, 2018.01

855 8425 v.

2

20029910686091
住院有時,出院有時 : 我們和他

們的故事
牛皮;咩姐

香港 : 青森文化 : 貿騰

發賣總經銷, 2016.07
855 2540



20029910686125
辦公室大爆炸 : 小菜鳥的搞笑

職場圖文繪
FeFe

臺北市 : 上奇資訊 有

意思, 2016.05
855 5454

20029910686182 拉查花3+1貓日常生活 康康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6.11
855 0000

20029910686190 萌萌噠!麻吉貓の呆萌小日子 喵媽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城

邦文化出版, 2017.10
855 6441

20029910686224
貓永遠是對的! : 黃阿瑪的後宮

生活
志銘;狸貓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 2018.02

855 4087

2018

20029910686356
腹餓帶 : 日本留學與手繪料理

記

著者本名黃晏翎;腹佳

女

臺北市 : 臺灣知識庫,

2016.03
855 7824

20029910686364 徒步環島1.5圈繪本日記 Little Helen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2017.12
855 7433

20029910686430 記得那海的味道 著者本名黃興芳;馬丁
臺北市 : 聯經出版,

2016.01
855 7110

20029910686448

老公,走吧!去打工度假 : 史上第

一本打工蜜月淒美塗鴉手記 冏

冏誕生.....

范,立信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2016.08
855 4402

20029910686489
香港散步日常 : 手繪十八區生

活美食風景
何,達鴻;Ho,John

香港 : 三聯書店,

2017.07
855 2133

20029910686521 做個幸福的人吧 吳,知惠
臺北市 : 拓客發行,

2016.06
855 2685

20029910686539 一起住在這裡真好 薛,慧瑩
[新北市] : 依揚想亮人

文, 2016.05
855 4459

20029910686547 畫說寶春姐的雜貨店 徐,銘宏
新北市 : 依揚想亮人

文, 2018.01

855 2883

2018

20029910686554
當你的暖暖 : 可不可以,喜歡很

久很久
咻咻熊

臺北市 : 八方出版.發

行, 2016.02
855 6462

20029910686570 pickle!罐頭
李,維菁;湯,舒

皮;Tang,Soupy
臺北市 : 時報, 2017.10

855 4024

2017

20029910686596 請你關注我 Aida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12

855 0430

2017



20029910686620
胖打與北七熊日記 3 : 愛得大冒

險

韋,采伶;霍金森;蘇,瑜

婷;Hodgkinson,Dave

臺北市 : 釀出版,

2017.08

855 4022 v.

3

20029910686638 喵!記得明天依然愛 張,耀仁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2018.01
855 1192

20029910686646
談戀愛 簡單啦 : JIA & YEH的愛

情五四三
jiajiach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03
855 4404

20029910686687 謝謝你,依然在這裡 Daydreamer's
臺北市 : 平裝本,

2017.02
855 3043

20029910686703 人生哪有那麼多道理 杰司;難搞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

化, 2016.03
855 4017

20029910686729
我想你 : 戀愛之前之間與之後

的小小心事
三隻熊Mr. D 臺北市 : 高寶, 2016.05 855 1022

20029910686737 廢物女子大學生的閃閃生存術 少女阿妙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2017.06
855 9474

20029910686752 我的老情人 : 媽媽,我好想你 孫,宇
臺北市 : 有意思,

2016.12
855 1230

20029910686760 馬子狗不是狗 馬子狗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16.07
855 7114

20029910686802
剩菜食堂,開張大吉! : 阿鼻桑德

羅之美味大冒險
鼻妹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6.02
855 2645

20029910686810
勾勾手好朋友 : 下次再見,記得

再擁抱我。
咻咻熊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2017.06
855 6462

20029910686828 怪奇微微疼 微疼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08
855 2800

20029910686836 貓貓蟲咖波 : 食物世界超棒 亞拉 臺中市 : 晨星, 2017.08
855 1050

2017

20029910686877 友妳真好!美美 H.H先生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16.06
855 0022

20029910686885
就當人2吧!即使含著免洗湯匙

出生,也要笑著活下去
人2

臺北市 : 如何出版,

2015.12
855 8000

20029910686893
菜朝來了! : 菜大王家庭.叫癢血

淚史
菜朝 臺北市 : 遠流, 2016.06 855 4447



20029910686950 去飄流 沱沱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2017.07
855 3333

20029910686968 背影 孫,心瑜 臺北市 : 聯經, 2015.04 855 1231

20029910687008 我的100%人森 陳,森田;Morita,Chen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2017.09
855 7546

20029910687032 於是我們仍相信愛情 小生;Clean Clean 臺北市 : 春光, 2017.08 855 9025

20029910687073 忽遠忽近 = So close yet so far 幾米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

版, 2016.12
855 2290

20029910687099 安靜的時間 徐,至宏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

版, 2015.12
855 2813

20029910687115 麵包師之旅 陳,穩升 臺北市 : 大辣, 2017.07 855 7522

20029910687123 兩個閨蜜遊台灣 66;花生
新北市 : 螢火蟲,

2017.05
855 6600

20029910687131
為了與你相遇 : 100則暖心的貓

咪認養故事
蔡,曉琼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2017.11
855 4461

20029910687149
來貘新定義 : Cherng出道五週年

依舊一事無成特輯
Cherng 臺北市 : 時報, 2017.06 855 2047

20029910687156 鈕扣 : 你是因為,你是所以 Dorothy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06
855 3070

20029910686935 活著
谷川,俊太郎;岡本,義

郎;游,珮芸

新北市新店區 : 步步,

2016.10
861.59 8224

20029910686133 低調赤裸!狐獴大叔之職場亂鬥 Tom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6.07
861.6 3080

20029910686208 毛茸茸的
村上,春樹;安西,水丸;

劉,子倩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8.02
861.6 4254

20029910686216 世界上最棒的貓 樋口,裕子;張,桂娥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2017.07

861.6 4631

2017

20029910686240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最終 杉作;杉崎,守;涂,愫芸
臺北市 : 愛米粒,

2016.01

861.6 4228

2017

20029910686257
理由 柴柴 : 今天主人又睡過頭

了
イマコ;陳,怡君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7.10
861.6 2011



20029910686273 我家柴犬有夠跩 宮路,ひま;陳,怡君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7.10
861.6 3615

20029910686299

巴哥哪有這麼萌 : 偽童話劇場x

呆萌日記x知識小學堂,日本最夯

巴哥犬來襲,讓網友笑到嫑嫑

よしこ;Moku
臺北市 : 紙印良品,

2017.10
861.6 2121

20029910686307 因為我會等你 kaisei;楊,明綺 臺北市 : 大田, 2017.05 861.6 2049

20029910686315 暴走鸚鵡生活雜記 勞飼主;魏,敏貞 臺中市 : 晨星, 2016.05 861.6 9980

20029910686497 一個人做飯好好吃 高木,直子;洪,俞君 臺北市 : 大田, 2016.12
861.6 0441

2017

20029910686562 惆悵又幸福的粉圓夢
吉本,芭娜娜;劉,子倩;

湯,舒皮;Tang,Soupy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8.01
861.6 4544

20029910686786
可麗餅店員的murmur筆記 : 怪

人處處有,店裡特別多
Tadamahiro;何,姵儀

臺北市 : 臺灣東販發

行, 2017.02
861.6 3030

20029910686844 天天都是鯊魚哥 アリムラモハ;竹子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6.08
861.6 1221

20029910686851 水豚君 四格漫畫
千田,惠子;高,雅

溎;Tryworks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2016.12

861.6 3745

v. 3

20029910686992
肉肉兔脫序每一天 : 負能量out!

快樂做自己
山本,光;鋼鐵杏仁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2017.08
861.6 2259

20029910687016 深情馬戲團 . 第3幕 市川,晴子;高,雅溎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2017.03

861.6 0261

v. 3

20029910687024 棉花小兔慕菲
Aki Kondo;Aizawa

Taroichi;高,雅溎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2017.05
861.6 0242

20029910687065 腐女醫的醫者道! さーたり;徐,屹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7.06
861.6 4142

20029910687164 正能量企鵝 Koupen Chan るるてあ;陳,怡君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8.02
861.6 1115

20029910686158 上班族失語症 梁,治己;陳,品芳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2017.12
862.6 3331

20029910686232
只有貓知道 : 給他貓下去.4 : 尹

嘉玄譯
蔡,有利;尹,嘉玄

新北市 : 一起來,

2018.01

862.6 4442

v. 4



20029910686653
從你和我,變成我們 : 只要兩人

在一起烏雲籠罩也明亮
裴,城太;Ying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7.10
862.6 1144

20029910686745
好想消失的日子 : 在日常生活

裡,尋找專屬於我的洞穴
金,鎮率;王,品涵 臺北市 : 大田, 2017.08 862.6 8080

20029910686281 就是要你愛上我 : 巴哥醬.1
柯瑞兒;翁,雅

如;Correll,Gemma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15.04

873.6 4117

v. 1

20029910686463 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 . 3
葉克斯托姆;一

杞;Ekström,Åsa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7.08

881.36 4445

v. 3

20029910687057 魔法的瞬間

科爾賀;黃;葛,增

娜;Coelho,Paulo;Hwan

g,Joong Hwan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Trendy文化出版,

2016.04

885.716

2414

20029910686323 北極微笑南極微笑 香川,美穗;張,東君 臺北市 : 尖端, 2017.01 957.4 2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