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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作者 內容大綱 

1 
在座寫輕小說的各位，全都有

病 9-10 
甜咖啡 

為了不讓人生留下遺憾，Ｃ高中展開了畢業旅行。在歡

笑與嘻鬧的中，延續她遺留的心願。於旅行前，雛雪若

有似無的試探，希冀永恆；於旅行中，沁芷柔始終隱藏

的想法，終於揭曉；於旅行後，狐面墜飾與粉櫻色回憶，

悄然湧現。 

2 排球少年 34-35 古舘春一 

期盼多年的「垃圾場的決戰」終於實現！比賽一開始，

「守備的音駒」就發動同步攻擊…！另一方面，月島看

到攔網師父黑尾完全攔阻烏野的猛攻，心中暗自燃起鬥

志，說不打算靠「自己一個人」的力量贏過黑尾！？ 

3 食戟之靈 31-32 附田祐斗 

新章，開幕｜｜！創真等人贏得戰況空前激烈的聯隊食

戟，推翻了薊政權。新十傑誕生、創真等人也升上 2 年

級，遠月學園重獲新生！但是，新事件的陰影卻又悄悄

靠近遠月學園…？ 

4 盾之勇者成名錄 18-19 
アネコユサ

ギ 

「所謂堂堂正正的概念並不存在於此。唯有熟知如何採

取卑鄙又狡猾的行動之人，才能成為最後的贏家。」尚

文令同伴們讚不絕口的廚藝，連在陌生地區也能大放異

彩嗎!?在此登場!! 

5 七大罪 33-34 鈴木央 

為了拯救梅里奧達斯的靈魂，主動來到煉獄的班，遭到

永恆的黑暗吞噬，最後變成一隻野獸……。在靈魂遭到

侵蝕的異界之地，連他不死的命運也會因此終結？ 

6 不起眼女主角培育法 12-13 丸戸史明 

令人煩惱再三的主線劇本「叶巡璃劇情線」找到解決頭

緒，我與頭號功臣兼「blessing software」第一女主角

的加藤惠約好在生日約會，不料……約會竟然在當天臨

時取消，而我去的地方是──醫院。『我果然，不能，

當你的，第一女主角。』第一女主角的攻略難度一口氣

攀升了！ 

7 魔法科高中的劣等生 24-25 佐島勤 

實際上堪稱是魔法師驅逐計畫的「狄俄涅計畫」。達也

發表自己研究已久，利用恆星爐進行的「ESCAPES 計畫」

加以對抗。同一時間，光宣和本應消滅的周公瑾對決。

不只如此，十三使徒的戰略級魔法也鎖定達也？達也與

深雪即將面臨最大的危機── 

8 妖怪連絡簿 21-22 綠川幸 

夏目在森林裡遇見小妖怪，對方表示他受託擔任喚醒大

妖怪的「喚石」一職。不過為了爭取作為謝禮的美酒，

妖怪們企圖搶奪喚醒的工作！此時貓咪老師也加入戰

局？同時收錄了描寫名取在遇見式神妖怪們之前的特別

篇。 

9 除魔派對(1-7 完) 醉琉璃 

雪紛飛，人別離！？霸氣全開地奪回夥伴吧！異常天候

也擋不住毛茅的人氣！後宮抑或修羅場，只能二選一？

魔女洞悉脆弱人心，說好的約定只剩傷心淚滴，被迫減

員的除魔社表示——自己的夥伴，絕對要靠自己救回

來！ 

10 
自己的肌膚自己救：最科學的

保養知識全圖解 
MedPartner

本系列作品乃精選與肌膚保養相關的文章，從科學實證

的角度，配合多幅圖解，告訴人們肌膚的「真正樣貌」

與「正確保養方式」毫不迴避，實話實說，一般坊間同

類型的書根本無法與之相提並論。有了這套書，美肌不

用靠相機，愛美卻不用當商人的提款機，改變人生就從



正確認識肌膚開始吧！ 

11 
當我想你時，全世界都救不了

我 
肆一 

想念，並不代表還想在一起；想念，是你和他之間最美

好的距離；想念，是個開關，一旦開啟，全世界都救不

了你。「想念與否，和是否在一起過，並沒有關係。那

個人在你心中留下深深淺淺的影子，便影響了之後的

你。」從戀愛出發，跨界小說、圖文書，肆一相隔四年

再度執筆書寫愛情。這次，他寫出那些愛情故事裡「後

來的後來」，以及他們所遺留下的痕跡。 

12 
我不想說對不起：鄧惠文給孩

子的情緒成長繪本 
鄧惠文 

說「對不起」這件事，不只孩子覺得困難，大人也不容

易做得到。不願意說對不起的人，都認為說對不起代表

我錯了，代表不值得被愛。可是，被別人傷到的時候，

又希望對方說對不起，才能確認對方重視我。爸媽如何

幫助孩子探索對不起背後，人們對愛與重視的需要？ 

13 不一樣 蕭敬騰 

不一樣，才精采。每個人，都是宇宙裡的唯一，都有不

一樣的能量，（你）我都可以決定自己呼吸的方式。沒

有人能複製另一個人，你不必變成蕭敬騰，但你可以學

會──怎麼活得自在，活得自由！ 

14 想把餘生的溫柔都給你 不朽 

走過青春的旅程，在歲月裡學會愛人，歷經失去和遺憾，

慢慢在時間裡與回憶共處，溫柔不息，餘生也請多多指

教。一輩子如此短暫，別總是在遺憾裡輾轉。生命對我

們如此殘忍，卻也會綻放美好清香，讓我們義無反顧地

活在人生。 

15 願你的深情，能被溫柔以待 樂擎  

願你翻開這本書之時，裡頭的故事，能給你最恰到好處

的幫助。願你的深情，能被溫柔以待。42 個屬於他們的

真實故事，也是屬於你的真切心情。樂擎發揮「文字擺

渡人」的功力，將每個愛與失落、深情與孤獨的瞬間，

用畫面感十足的文字撿拾補綴，而故事中每個微小的感

動，都將成為生命裡最美好的風景。 

16 我在昨天等你 Misa 

如果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會喜歡上誰就好了，這樣我不會

傷心，也不會害別人傷心。從高二分到同一班那天起，

我和賀存恩就吵得水火不容，什麼長得帥？對女生很溫

柔？學校裡的風雲人物？超級受女生歡迎？那些都是傳

言！不可信任的傳言！……喔，好啦，他是長得很帥沒

錯，但人面獸心又有什麼用！一邊是賀存恩所帶來的怦

然心動，另一邊是阿希隱約帶著暗示的溫柔，我以為我

知道自己喜歡的是誰，但為什麼，卻還是陷入了迷惘？

17 嘿，好朋友 Misa 

也許每個人這輩子都會碰上這樣一個人，你不會和對方

交往，但你知道他是特別的，你更知道不管他身邊或自

己身邊有沒有別人，你都會關心著他，一直一直。但是，

如果他只願意讓我停留在好朋友的位置呢？我怕我能永

遠霸占的，將只剩下那些關於他的回憶…… 

18 來自何方（下）(上) 晨羽 

有些苦痛，會因為某個人的存在，不藥而癒。出人意表

的相識、陽春麵裡的滷蛋、一場永遠不可能贏過對方的

賭注，孫一緯漸漸抵擋不了楊於葳的刻意接近，是楊於

葳讓他聽見了寂寞以外的聲音。唐念荷與孫一緯，看似

無關的兩個人，心中各自有著一道深切的傷口，他們隱

隱被命運以一種極其匪夷所思的方式，巧妙地牽繫在一

起…… 
19 蔡康永的情商課：為你自己活蔡康永 他說話總是溫柔、包容而冷靜，既能充分表達自己的看



一次 法及意見，又能讓他人感覺暖心而不失面子，被知名主

持人馬東譽為世間少有「讓自己開心，也讓世界開心的

人」。這些年間，他發現有件事跟會說話同樣重要，那就

是擁有｢高情商｣。他凝聚 30 年來在演藝圈摸索出的門

道，舉大量實例、動人的故事和對話，以及獨到的幽默

感和奇思妙想，幫讀者掃除自卑、恐懼、自欺、空虛……

等負面情緒，踏出高情商的第一步。 

20 妳的餘生，我的餘燼 希澄 

那年，我喜歡上同寢室的楚葳，她是我的初戀，也是我

不能說的祕密。我真的愛上了她，卻發現這是個比喜歡

楚葳更大的錯誤。或許，在我和許芢寧相遇的瞬間，就

注定了──我終會為了愛情再次絕望，再次流淚。 

21 最壞的幸福 屠火火 

如果吹一口氣就可以許個願，願望還會成真，陳靜希望

世界現在就毀滅。沒有但書，沒有誰幸運存活下來，所

有人一起毀滅。一場共同經歷的意外，讓陳靜目睹向來

高高在上的鍾時雨從雲端跌入泥裡，她好幾次想過要拋

下他，卻又好幾次因為顧念他莫名偶發的善意而返回。

他是沒愛過人，但不代表他不能感受到那些溫柔且帶著

傻氣的執拗，也不代表他不想去愛，不會去愛…… 

22 小手拉小手 Aida 

過去的我，只要看到公眾人物出櫃，心底就會激起一股

不安和羨慕的心情，我好羨慕又嫉妒他們的勇敢，也好

氣自己的不勇敢和懦弱。這一次，我決定寫出那些藏在

心裡的秘密，為了那些還把自己深鎖在櫃子裡的人，也

為了讓自己自由。終於在 2018 年 2 月，我選擇在幾十萬

的讀者面前出櫃。這本書，可以說是完整的填補了之前

作品與 Aida 心中的空缺。 

23 人生售後服務部 1-3 千川 

記憶、外型、性格，全然一致。但，複製而來的愛意，

是否能稱之為愛？人們總說只能接受現實，但我們是幸

運的，即便生活依舊柴米油鹽，依舊無法挽留逝去的那

些，但我們擁有的不僅僅是照片、影像、音樂或者回憶，

我們還有──被復活的摯愛。與其對方離開後無限追

思，不如在世時珍視對待；如果您錯過了第一次機會，

只要您願意讓您的摯愛從此只是一件商品，那麼，「第二

人生」，在此為您服務。 

24 與自己和好如初 不朽 

這個世界從來都不止一個模樣，我們也不只有一種面

向。經歷失去和悲傷的酸蝕之後，我們仍然可以慢慢地

找回流落的自己，與自己久別重逢，和好如初。灰暗與

光亮並存、孤獨與溫暖共生，雙書封的雙向閱讀書，關

於你生命中的種種曾經向左讀，向右讀，給自己一個入

口探望悲傷，給自己一個出口遇見快樂。 

25 

How Fun ！ 如 何 爽 當

YouTuber：一起開心拍片接業

配！ 

How How 陳

孜昊 

獲得「業配影片也可以全部看完」的最高讚譽，通過超

挑剔網友肯定，總之，想知道 YouTuber 到底在幹嘛，一

人分飾多角是怎麼拍的，裡面都有寫唷！就這樣，ㄅㄅ！

身為網路創作者，HowHow 分享自己一路做網路創作者以

來的心得給未來也想要在這領域奮鬥的你和妳。從心理

層面的工作哲學、超實用拍片技法、YouTuber 經營解析，

給你全方位的 YouTuber 全書。 

26 
LINE@行動行銷：邁向百萬星

級店家 
劉滄碩 

過往輔導超過 1,000 家 LINE@生活圈店家實務經驗，一

次滿足您三種需求【實戰操作】、【行銷心法】、【業績提

升】，針對 LINE@生活圈每個功能操作與活用，給予專屬

的 LINE@生活圈行銷策略擬定方針與執行方向，協助中



小店家將您的 LINE 好友轉為顧客，生意一直來！

27 若你看見我的悲傷 雪倫 

從小，我就沒有享受過父母的絲毫關懷。於是我決定藏

起所有情緒，不對任何人投入感情，自己保護自己。我

以為從此可以毫無所謂地面對生活中發生的一切，卻在

三十歲這年接二連三的意外中，發現一顆心再度被折磨

得千瘡百孔。 「其實妳可以哭的。」這時，有個人對我

說了這樣一句話。我知道，自己終於可以卸下武裝，重

新學會愛與被愛。 

28 再說一次，我愛你 雪倫 

每天上演著鬧劇的家、荒腔走板的初戀、因為利益交換

而開始的婚姻……對李培秀而言，三十歲之前的人生，

是一場不願記起的惡夢。多年過去，當她以為早已擺脫

過去，走向新的未來，如同前世記憶般的往事，卻接二

連三回到她的生命中。她不得不重新面對那內心深藏

的，曾椎心刺骨的傷與痛。連番的波折使她措手不及、

難以招架，也終於看清：有些事總會遠去；有些人，卻

始終留在心底。 

29 末等魂師 1~6 銀千羽 

誰知道視若親人的唯一忠僕遇危失蹤，為了找尋他的下

落，她決定重拾前世本事，開始修練。從此，誰逼她，

她就逼誰。誰欺她，她就欺誰。爭權奪利沒興趣，但無

人敢欺是絕對必要的。誰知道變強了，麻煩也跟著來

了…… 

30 蒼空神域(上)(下) 夏堇 

拜託，千萬別誤會──我們只是撞臉！不是夫妻臉！撞

臉之仇日積月累，兩人拼等級、拼技術、拼裝備，甚至

連桃花緣都拼！面對臉長一樣、又身為男性的夜之狩，

竟然比她更有「男人緣」，凜空這座活火山，終焉爆發──

「這次攻城戰，輸者砍掉重練，敢賭嗎？」「願賭服輸。」

31 鈴蘭的調香師 01-05 羽千落 

你可曾品評雪松的清冽、橡樹苔的潔淨？可曾賞析樺葉

的芳芬，與晚香玉的迷人？並小酌那月光下曼陀羅的甘

醇，乃至一親鳶尾的秀雅芳澤？伴隨種種幽香繚繞，雷

音被迫留在白塔接受訓練，然而，本應輕鬆完成的任務

變作「蟲族」群襲的陷阱；塵封已久的海洋香調，選擇

她的靈魂做為棲宿之處。他，是鈴蘭的調香師；而她，

是「鈴蘭」的調香師。 

32 
零基礎的佛系理財術：只要一

招，安心穩穩賺 
施昇輝 

理財的目的應該是增加財富，享受財富帶來的幸福，而

不是讓自己心情隨著漲跌起起伏伏，沒賺到錢，先賺到

煩惱。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用簡單不焦慮的方

法，賺到一些額外的投資財，然後把所有的時間和精力

去努力工作或衝刺事業，讓生活更安定，也能多花時間

經營婚姻關係、關注親子教養、注意身體保健，甚至還

有精力去追求夢想。 

33 
雷浩斯教你破解巴菲特護城

河選股祕密 
雷浩斯 

每個投資人，想必都夢想買到「漲不停」的股票，但是

當股價上漲，你敢不敢抱？又敢抱多久？如果確定這是

一家擁有長期競爭力的好公司，為什麼不敢？關鍵在

於，你必須擁有識別好股票的洞見！雷浩斯要教你，在

利用財務指標選股之後，繼續深入基本面，按照股神巴

菲特的選股哲學，判斷你所投資的公司。身為股東，資

產也能跟著公司成長而水漲船高。 

34 WOW！我開始長毛了 溫蒂·達佛 以直接健康的態度，回答許多青春期兒童少年的真實疑



問並搭配幽默且具知識性的漫畫插圖一起來展開這趟重

要的自我探索之旅更重要的是，除了關於身體變化、個

人保健、性與性行為、交往關係、懷孕、生育等隨著性

成熟必須了解的知識以外，更著重傳達如何與人相處及

建立健康的自我觀感。 

35 
孩子的第一本作文心智圖(全

彩) 
王韻華 

全書收錄三十個貼近孩子生活的主題，讓孩子觀察生活

周遭、產生共鳴，進而寫出生動文章。本書作者根據自

身教學、寫作經驗點出孩子在寫文章時可能會遇到的盲

點。從主題中心聯想各種相關情景、情緒、人事物，強

化思考，培養想像力及創造力。分析首尾完整的文章並

參考段落提示，讓孩子瞭解文章架構及語句的流暢性。

36 

父母都該學會的聰明嘮叨

術：親子專家教父母正確溝

通，讓孩子自動自發不唱反調 

崔璨薰 

父母的說話方式，將會改變孩子的人生！利用父母關鍵

一句話，就能培養孩子自動自發好習慣+自行解決問題的

能力！因為教養的影響力，遠比天生智力更重要！這個

世界上，每一個孩子都在努力想獲得他人的認同，父母

卻在不知不覺間，用責罵把他們的努力一一抺去，無止

盡的碎念和責罵，只會讓孩子喪失自信心，更是導致親

子關係疏離的元凶！ 

37 五線譜投資術 薛兆亨 

投資股票是為了獲利，這應該是個快樂的過程，如果你

每天都為股票而痛苦，證明你用錯操作方法。知名網路

財經作家薛兆亨和 Tivo168，為了讓投資人都能快樂投

資，走向財務自由之路，大方分享了他們研發、實證多

年的「五線譜投資術」，可以自動抓出高低價，判斷最佳

的買賣點，而且最重要的是，不用每天盯盤，就能年賺

20%。 

38 如此人生 林立青 

「八大女孩」認真工作卻不受尊重，大眾一方面喜愛消

費女性的青春肉體，撇過頭又輕視以此為生的人。夜間

鋪路工以毒癮換取溫飽的可能，然而當工作沒了，徒留

傷悲難戒。工地師傅流行傳長輩圖刷存在感，只為告訴

大家「我還在」，不讓生活把自己遺棄。階級乃人造。沒

有任何人應該為自己所處的境遇背負原罪。林立青真

誠、平實地道出他們的故事，但這些當然不只是故事，

是人。 

39 
透過運動和療效姿勢結構調

整 
楊定一 

低頭族滑手機、上班族久坐不動、習慣彎腰駝背、坐姿

站姿不良……平日種種重複的動作習性，在日積月累之

下，不僅對身體造成種種無聲的傷害，更強化了頭腦和

身心的制約。這時候，溫柔回轉身體的慣性，是回復身

心健康和諧的一條路。 

40 

365 の基本款時尚穿搭：1 天

1套全圖解！日本頂尖部落客

教你只用 UNIQLO，穿出平價

高質感 

Hana 

從上班上學、聚餐約會到出國旅遊，從都會風、文青系

到充滿女人味的打扮，只要照著本書將基本款重複穿

搭，平凡普通的服飾也能輕鬆穿出時尚感，每天出門再

也不需要為造型傷腦筋，妳就是穿得比別人有質感又好

看。 

41 我和我哥，以及我們的男神 牛牛阿南 

我很希望簡丹喜歡的人也能喜歡他，我很想幫幫他。親

愛的神啊，請讓痴情種簡丹得到他的幸福吧！只是神的

理解能力是不是有什麼問題？為什麼我許下這個心願沒

幾天，簡丹和我就因為車禍莫名其妙互換了靈魂，而我

不僅把他的人生攪得雞飛狗跳，還漸漸察覺了他的另一

個祕密…… 



42 
流浪教師存零股存到 3000 萬

（全新增修版） 
周文偉 

周文偉（華倫）是一位流浪教師，沒有退休俸、年薪只

有 10 個月。每學年結束後，必須接到下一張代課老師的

聘書，下個學期才有課能上，自 2000 年起，15 年來，

在 13 所學校之間流浪。在本書中他會告訴你，不管股市

是萬點還是崩盤，只要選對股票，消費者持續花錢、公

司持續賺錢，發放合理的股息，小資族都能持續存股，

靠時間與複利累積財富。 

43 
超人氣!12 星座家人+朋友

=288 種人際關係書 
趙心如 

除了心理學外，可以在普通聊天中得知對方的資訊並做

到了解他人的性格的方法，非星座莫屬了。12 星座就是

12 種複雜的行為特徵，了解他，你就能多了一份人際制

勝的方法，讓你從此一舉掌握人際交流的祕訣，和朋友

相處無障礙，讓你從此人氣運氣無法擋！ 

44 小人就是你的貴人 公孫龍策  

只要你懂得從吃小人虧的當中，學會不再那麼盲信別人

的話；只要你懂得從吃小人虧的當中，瞭解對你好的人

不一定是好人；只要你懂得如何應付小人，把他們當成

人生的跳板，那麼「小人」又何嘗不是你生命中的「貴

人」？ 

45 名偵探的守則(經典回歸版) 東野圭吾  

「名偵探」天下一，與「兩光警部」大河原，是當紅推

理作家筆下的不敗拍檔。為了延續暢銷熱潮，他倆被迫

參與一樁又一樁本格推理的經典案件。隨著故事的進

行，天下一、配角和各路龍套人物都忍不住暗自發牢騷，

吐槽作者、埋怨讀者、怪罪宿命，但仍敬業地演出。本

該是毋庸置疑的「名偵探的守則」，總讓破案之路愈來愈

崎嶇難行…… 

46 
她喜歡的是 BL，不是同志的

我(全) 
浅原ナオト

隱瞞自己身為同性戀的事實，就這樣過著每一天的男高

中生安藤純，在得知同年級的女學生三浦紗枝是所謂的

「腐女」之後，兩人開始急遽拉近距離。一方面只對同

性有感覺，一方面又渴望和異性相戀、生子，純渴望建

立家庭，渴望獲得在這個社會上被稱作「普通」的幸福。

在少年懇切的心願和少女純粹的心意交織之時，因而萌

生的是…… 

47 單身女子必修的 27 堂課 蘿拉朵依爾

如果妳相信自己應得到溫暖甜蜜的關係，如果妳對充滿

愛及歡樂的婚姻抱持希望，請跟著蘿拉朵依爾的逐步指

導，拋開心中莫名的恐懼，勇於接受邀約及男方的好意，

展現最有魅力的那一面，讓你的真命天子主動來找妳！

48 高敏感者愛自己的 19 個練習 長沼睦雄 

高敏感者非做不可的兩件事：辨認自己的天賦，天天練

習愛自己這樣，高敏感者才能隔絕外界干擾，擁抱豐富

的想像力和細膩敏銳的直覺，強化自己溫柔通透，卻又

脆弱易碎的玻璃心，保護自己遠離不安與自我厭惡，活

出獨特精彩的自我！本書經由 19 個隨時能夠執行的練

習，讓你為自已的心建立起防線，阻絕外來的各種不必

要干擾，坦率面對自己的特質，發揮天賦，卻不再輕易

受傷。 

49 

觀念科學小學堂：一次搞懂物

理、化學、生物、數學(全套

4冊) 

凱特‧戴維

斯 

小天下特別推出的「觀念科學小學堂」系列，就是要獻

給所有即將成為國中新鮮人、準備踏入更廣闊的科學殿

堂的小朋友，一套扎實度比擬教科書，但比教科書更鮮

活易懂的基礎科學讀本，讓小朋友對重要的科學觀念先

睹為快，同時體驗科學的無窮樂趣！6 升 7 年級必備的



先修讀本，讓孩子一看就懂、從此愛上科學！ 

50 都市傳說第二部(1-8) 笭菁  

都市傳說沒有來由也沒有原因，所以在哪裡出現都是合

理的……「都市傳說社」前任社長失蹤後，經過幾年沈

寂，已從最大的社團社辦沒落到學校社團最初的發源地

鐵皮屋，也僅剩寥寥無幾、數名對都市傳說深信不疑的

社員。笭菁都市傳說升級版第二部在此出現！ 

51 碎星誌Ⅱ vol.1-10 羅森 

《碎星誌》擁有龐大嚴謹的架空世界，角色人物鮮活刻

劃，劇情節奏輕快而緊湊，讓人讀起來有暢快淋漓的爽

度。為完成龍雲兒心願，溫去病重回滄溟，沒想到碰上

了自己的便宜岳父，勾出藏在意識最深處那段自我封印

的記憶，意外解開多年心障，後果卻是引來滾滾天劫。

圖書館暢銷漫畫、小說續集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2、狼與辛香料 20、沉月之鑰第二部 8、文豪 Stray Dogs 14、 

一拳超人 18、我的英雄學院 20、妖怪公館的新房客 13、進擊的巨人 26、精靈使的劍舞 19、 

伊人難為三部曲 3、亞爾斯蘭戰記 10、Re:從零開始的異世界生活 14、緋彈的亞莉亞 28、 

ONE PIECE 航海王 91、青之驅魔師 20、特殊傳說Ⅱ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