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類借閱排行榜（排除言情、武俠小說）TOP20 

105 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借閱次數 

N1 淘寶筆記 打眼 著 風雲時代出版  2012 36 

N2 首席御醫 第一輯 銀河九天 著 風雲時代  2013 35 

N3 祕密之屋 II：冰獸大決戰 
哥倫布 (Columbus,Chris) 

著 
小麥田出版  2015 32 

N4 千年之願 泰勒 (Taylor, Laini) 著 三采文化, 2012 27 

N5 步步生蓮 月關 著 高寶國際出版  2010 26 

N6 竊明 灰熊貓 著 蓋亞文化出版  2011 25 

N7 醉枕江山 月關 著 野人文化出版  2015 24 

N8 下城故事 
普蘭斯基 (Polansky, 

Daniel) 著 
蓋亞文化出版  2015 23 

N8 
一個人吃太飽：高木直子的

美味地圖  
高木直子 圖文 大田出版  2011 23 

N8 超能冒險 3：暗影之墓  
勒朗吉斯 (Lerangis, Peter) 

著 

奇幻基地, 城

邦文化出版  
2015 23 

N11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一，烽

火連三月 
月關 著 高寶國際出版  2008 22 

N11 刑名師爺 沐軼 著 綠柚林出版  2012 22 

N11 
冰與火之歌外傳：七王國的

騎士 

馬丁 (Martin, George R. 

R.) 著 
高寶國際出版  2015 22 

N11 符文之子 卷一：冬霜劍 全民熙 著 蓋亞文化出版  2015 22 

N11 龍戰在野  黃易 著 蓋亞文化出版  2014 22 

N16 波西傑克森 4：迷宮戰場  萊爾頓 (Riordan, Rick) 著 遠流 2009 21 

N16 從零開始  雷雲風暴 著 泰電電業出版  2009 21 

N16 
一個人的「狗」回憶：高木

直子到處尋犬記  
高木直子 圖文 大田出版  2013 21 

N16 絕美魔力  布瑞 (Bray, Libba) 著 博識出版  2015 21 

N16 偵探伽利略  
東野圭吾 (ひがしの, け

いご) 著 
商周出版  2005 21 

  



武俠小說借閱排行榜 TOP20 

 

  

105 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借閱次數 

N1 奇峰異石傳   鄭丰 著 奇幻基地出版   2013 29 

N2 楚留香新傳   古龍 著 風雲時代出版   2008 28 

N3 七步干戈   上官鼎 著 大梁  1993 23 

N3 神偷天下   鄭丰 著 奇幻基地出版   2011 23 

N5 浪跡天涯   趙晨光 著 明日工作室  2012 22 

N6 日月當空   黃易 著 時報文化  2012 21 

N6 俠骨關   上官鼎 著 萬象  1998 21 

N6 天觀雙俠   鄭丰 著 奇幻基地出版   2007 21 

N6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 作 風雲時代出版   2015 21 

N10 生死谷   鄭丰 著 
奇幻基地 城邦文

化出版   
2015 20 

N11 翠蓮曲   東方玉 作 皇佳  1998 19 

N11 道士下山   徐皓峰 著 大塊文化出版  2009 19 

N11 蕭十一郎   古龍 著 風雲時代出版   2009 19 

N11 清塵濁水   劍拂雪 作 明日工作室  2012 19 

N15 跖狗   徐行 著 明日工作室出版  2012 18 

N15 鐵騎令   上官鼎 著 風雲時代出版   2008 18 

N15 天香颷   臥龍生 著 風雲時代  2012 18 

N15 
聶隱娘 : 刺客聶隱娘電影原

著白話小說 = The assassin   
王國華 (文學) 著 海鴿文化出版   2015 18 

N19 刀神   獨孤紅 著 萬象出版   1998 17 

N19 長干行   上官鼎 作 風雲時代  2009 17 



非文學類（不含科普）借閱排行榜 TOP20 

105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借閱次數 

N1 日本家事女王才知道的神奇家事術  本多弘美 著 采實文化 2015 21 

N2 
來吃鍋吧！嚴選 48 道各國風味火

鍋食譜 X30 種獨門醬料  
牛尾理惠 著 野人文化出版  2015 19 

N2 
從零開始賺一億：呂原富教你看準

時機，錢進房市，資產大翻身！ 
呂原富 著 布克文化出版  2015 19 

N2 東京.停泊日 : 在日本熱血過生活  張凱絲 著.攝影 幸福文化出版  2015 19 

N2 三津田阿嬤的幸福散策  
三津田富左子 

著 
寶瓶文化出版  2015 19 

N2 那些年，我們都曾受過愛情的傷  林慶昭 著 哈林 2015 19 

N7 一流男人就該沒肚子  小林一行 作 三采文化 2015 18 

N7 血型小將 ABO  

朴東宣 

(RealCrazyMan) 

著 

時報文化 2013 18 

N7 
當我們死後,靈魂去哪了？死亡不

可怕，靈媒大師的暖心臨終陪伴  

波定 (Bodine, 

Echo) 著 
新星球出版  2015 18 

N7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

長回憶鄧小平  
孫勇 著 

香港中和出版

公司出版  
2015 18 

N7 
越簡單 越幸福 : 原來,我還可以這

樣過生活 = The simpler, happier  
胡悅 著 悅讀名品出版  2015 18 

N7 

新手一看就懂的存錢寶典：設定累

進法達成存款目標，讓自己變成更

富裕的人 

張凱文 著 茉莉出版  2015 18 

N7 陝西玩全攻略 = Shanxi guide & map  
陝西玩全攻略編

輯部 編著 
龍時代出版  2015 18 

N7 
醒醒吧！別再盲信老梗，做自己的

感情女王 
虞玲玲 著 哈林文化出版  2015 18 

N15 簡單，才能開心  噶瑪旺莫 著 大喜文化出版  2015 17 

N15 

原來我家這麼大！讓小坪數變寬敞

的空間魔法：新成屋、中古屋瞬間

多 10 坪的舒適好宅規劃實例 

趙承鎮 著 
電腦人文化,創

意市集出版  
2015 17 

N15 
驚恐日本：父母子的日本全火車旅

行 
吳祥輝 著 

蝴蝶蘭文創出

版  
2013 17 

N15 

漢字日本：日本人說的和你想的不

一樣，學習不勉強的日文漢字豆知

識  

茂呂美耶 著 麥田出版  2014 17 

N15 一生必遊 100 個日本祕境景點  吉田友和 著 人類智庫出版  2014 17 

N15 

世界拉花冠軍的頂尖 Espresso 咖啡

技法：首席咖啡職人傳授義式濃縮

咖啡的基 

澤田洋史 作 睿其書房 2015 17 

N15 別放棄旅行：無懼年邁與障礙  鎌田實 著 臺灣明名文化 2015 17 



傳播 

N15 好想為你做便當  neinei 著 開企出版  2015 17 

N15 
那些不能告訴大人的事：50 封回覆

青春疼痛的私密信函溫情公開  
饒雪漫 著 出色文化出版  2015 17 

N15 ISIS 大解密  
勞倫特 (Laurent, 

Samuel) 作 
立緖文化出版  2015 17 

N15 

一個人的心旅行：走一趟寶靈老師

私藏的京阪四季能量點,，享受心

靈、愛情、運勢大幅提升的蛻變之

旅！ 

寶靈 作 尖端出版  2015 17 

N15 
巴黎街頭有什麼時尚？！26 項平價

基本款打造法式女人魅力/ 
米澤よう子 時報文化 2015 17 

N15 

巨匠的技與心：日本三大料理之神

的廚藝與修練 = The authentic 

flavors of tradition 

小野二郎 著 時報文化 2015 17 

N15 讓妳變可愛的家事  高橋由紀 著 晨星 2015 17 

N15 
作夢的時候，你在想什麼：史上最

精準的解夢心理學 
靳汝陽 著 樂果文化出版  2015 17 

N15 

快樂，多 10%就足夠：一個明星主

播如何解除壓力、停止自我批判，

並保持正念 

哈里斯 (Harris, 

Dan) 著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2015 17 

 

  



科普類借閱排行榜 TOP20 

  

105 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借閱次數 

N1 
搖滾吧脂肪：老公的體重我負責,跟

幸福肥說再見   
入江久繪 大田  2015 21 

N2 成為不老之人的再 1 個習慣   南雲吉則 著 
天下雜誌出

版   
2014 18 

N2 
走出臺灣：圖解電子商務與網路行

銷   
安晨妤 作 上奇時代  2015 18 

N2 

1 天 2 顆,抗氧化力 Up！愛上天然蔬

菜調味塊 學會 100 種美味的健康

料理   

村上祥子 著 潮客風出版   2015 18 

N2 

魚菜共生：鮮採現吃！從地下室到

頂樓,從零開始實踐的新型態懶人

農法   

城田魚菜共生健康

農場 著 
麥浩斯出版   2015 18 

N2 南記行的乾貨傳奇   邱明琴 著 聯經出版   2015 18 

N2 
心轉病除：面對癌症與奇蹟痊癒的

力量   

大川隆法 (おおか

わ,りゅうほう) 著 

信實文化出

版   
2015 18 

N2 醫生在說謊   石井光 著 
三悅文化圖

書   
2015 18 

N2 開關人生   林錫埼 著 文經社  2015 18 

N10 

全圖解養狗百科：從挑選、日常照

顧、訓練、生育、疾病護理、了解

狗語言 

良卷文化 編著 
華威國際出

版   
2015 17 

N10 
有錢人默默在做の 33 件事：習慣決

定口袋   
李群騰 著 茉莉出版   2015 17 

N10 這些失敗改變了我：贏在不放棄！   國貞文隆 著 大田  2015 17 

N10 義大利百年家族十大經典食材錄   黃筱雯 作 
飛鳥季社出

版   
2015 17 

N10 日本藥妝店全攻略指南   中川基 原著 商周出版   2015 17 

N10 
餐飲業邪惡的賺錢祕密：活生生.血

淋淋的 25 條餐飲業生存法則！  
日經餐廳 原著 

易富文化出

版   
2015 17 

N10 日本懷舊販賣機大全   魚谷祐介 著 時報文化  2015 17 

N17 
平穩死：為自己寫下期望的人生結

局   
長尾和宏 著 尖端出版   2015 16 

N17 東大醫學博士腸內革命   藤田紘一郎 作 瑞昇文化  2015 16 

N17 

每天 108 拜晨間養生操：通經絡、

調體質、防疾病、養好命的健康有

氧運動   

金載城 著 
橡實文化出

版   
2015 16 

N17 
大晴天 賣傘天：日本雨傘之神的

「良品薄利」經營學   
林秀信 著 

原富傳媒發

行   
2015 16 

N17 
原來是這種味道啊～孤獨的美食家

名店全收錄   

週刊 SPA!孤獨的美

食家外景特搜小組 

作 

圓神出版   2015 16 

N17 
我,靠睡覺瘦了 10kg：最輕鬆的瘦身

法,4 週，胖肚、粗腿都不見！ 
友野尚 作 三采文化  2015 16 



童書類借閱排行榜 TOP20 

  

105 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借閱次數 

N1 小叮噹漫畫成語小百科   鄭振耀 漫畫 陽銘  1994 41 

N2 恐龍世界   凌辰 編譯 國豐  1991 34 

N3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林滿秋 撰文 天衛文化  1993 28 

N3 
讓我發揮創造力的 9 個神奇

魔法   
黃銀瑛 文.圖 三采文化  2013 28 

N5 貓戰士 2 部曲：1-6 新預言   
杭特 (Hunter, Erin) 

著 
晨星出版   2009 27 

N5 奧地利尋寶記   Gomdori Co. 原著 三采文化  2009 27 

N7 
孫悟空科學 72 變 3：出發！

宇宙探險隊   
孫永云 著 三采文化  2011 26 

N8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 三采文化  2012 25 

N9 科學實驗王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2009 24 

N9 我才不想當姊姊   尋 著 驛站文化  2012 24 

N9 理財智慧王 4：省錢大作戰   黃允河 著 三采文化  2013 24 

N9 小惡女大變身   徐瑞蓮 著 驛站文化  2014 24 

N13 認識系列   林麗雯 文編 臺灣麥克  1997 23 

N13 搶救 IQ 大作戰   C3 創作 文.圖 大采文化  2004 23 

N13 怪傑佐羅力之名偵探登場   原裕 文.圖 
天下雜誌出

版   
2013 23 

N13 誰的新娘禮服？  徐瑞蓮 著 驛站文化  2014 23 

N17 
科學料理王 1：挑戰！皇家

料理學院   
Studio Animal 著.圖 三采文化  2011 22 

N17 勇闖宇宙大冒險   洪在徹 文 三采文化  2008 22 

N17 不要丟下我！ 奈小伊 著 驛站文化  2012 22 

N17 文字魔人 漫畫版   翁紹凱 原著 紅狐文化  2012 22 

N17 少年科學偵探 CSI   高嬉貞 臺灣麥克  2012 22 

N17 
我是有魅力的人嗎？好運＆

桃花旺旺來   
知心姊姊 著 文房文化  2014 22 



漫畫類借閱排行榜 TOP20 

105 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借閱次數 

N1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 
新經典圖文傳

播出版   
2011 21 

N2 聽見你的聲音   江斑文 著 尖端出版   2011 20 

N3 航海王 = ONEPIECE   尾田榮一郎 著 東立  2003 19 

N3 百鬼夜行誌 塊陶卷   阿慢 著 時報文化  2013 19 

N5 活寶：烏龍院精彩大長篇   敖幼祥 著 時報文化  2006 18 

N6 花嫁   林玉琴 著 威向  2008 17 

N6 東大特訓班   三田紀房 原著 臺灣東販發行   2004 17 

N6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血溜之間

殺人事件 不動高中學園祭殺人

事件   

天樹征丸 作 東立  2009 17 

N6 小森食光 = Little forest   五十嵐大介 著 臉譜出版   2015 17 

N10 笑傲江湖   金庸 著 遠流出版   2006 16 

N10 神之雫   亞樹直 著 城邦文化出版   2008 16 

N10 幸福麵包屋   田中つかさ 作畫 東立  2014 16 

N10 懶懶 der～蛋黃哥來了   Amy 著 尖端出版   2015 16 

N14 
ONE PIECE GREEN 航海王：絕讚

的秘密章節   
尾田榮一郎 作 東立  2011 15 

N14 時髦偵探事件簿   黑沢哲哉 原作 長鴻出版  2005 15 

N14 盜墓筆記 漫畫版   南派三叔 原著 普天出版   2011 15 

N14 夢色蛋糕師   松本夏實 著 尖端出版   2010 15 

N14 火之鳥   手塚治虫 作 臺灣東販   2012 15 

N14 
為什麼靜香一定要嫁給大雄：從

哆啦 A 夢發覺日常生活不思議   
中川右介 著 尖端出版   2015 15 

N20 黑執事   
枢やな (Toboso, 

Yana) 作 
東立  2008 14 

N20 烏龍院前傳 拾參   敖幼祥 著 時報文化  2012 14 

N20 血黑犬 = Black dog   鮭魚仔 著 東立  2007 14 

N20 爆笑烏龍院 5：槓龜忍者戰烏龍   敖幼祥 著 時報文化  2009 14 

N20 
Dr.SLUMP 怪博士與機器娃娃完

全版   
鳥山明 著 東立  2009 14 

N20 保健室之戀：新婚蜜月期   藤原晶 作 長鴻出版  2006 14 

N20 老夫子哈燒漫畫 13 妙不可言   王澤 著 老夫子哈媒體  2011 14 

N20 
叮咚！歡迎光臨！便利商店打

工型男爆笑飆淚漫畫   
池康珉 圖.文 漢湘文化出版   2011 14 

N20 泡沫之夏   明曉溪 原著 尖端出版   2010 14 

N20 天國餐廳 = My heaven restaurant   阮光民 作 蓋亞文化出版   2012 14 

N20 四格漫畫水豚君 2   Tryworks 著 布克文化出版   2014 14 

N20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黑魔術殺

人事件   
天樹征丸 作 東立  2008 14 



視聽資料借閱排行榜 TOP20 

 

 

 

 

  

105 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借閱次數 

N1 
美國隊 2 酷寒戰士 = Captain 

America : the winter soldier  

羅索 (Russo, Anthony) 

導演 
影聯  2014 73 

N2 末日迷蹤 = Left behind  
阿姆斯壯 (Armstrong, 

Vic) 導演 

葳勝多媒

體  
2014 68 

N2 模仿遊戲 = The imitation game   
帝敦 (Tyldum, Morten) 

導演 
美耐國際  2015 68 

N4 褓姆 HOLD 不住 = Babysitting  
拉紹 (Lacheau, Philippe) 

導演 
原創娛樂  2015 67 

N5 太平輪：亂世浮生 = The crossing I  吳宇森 導演 美耐國際  2014 66 

N6 
X 戰警：未來昔日 = X-Men : days of 

future past  

辛格 (Singer, Bryan) 導

演 
影傑  2014 65 

N6 
厨子戲子痞子 = The chef the actor 

the scoundrel  
管虎 導演 鴻聯國際  2015 65 

N8 讀心術 = Gifted hands   權昊英 導演 鴻聯國際  2014 64 

N8 神偷奶爸 2 = Despicable me   
柯芬 (Coffin, Pierre) 導

演 
影傑  2013 64 

N8 
刺客嬌娃：賞金女獵人 = The 

Huntresses   
朴濟賢 導演 飛擎國際  2014 64 

N11 
圈套劇場版：最後的舞台 = トリッ

ク劇場版 ラストステージ   
堤幸彦 監督 采昌國際  2015 62 

N11 
博物館驚魂夜 3= Night at the 

museum : secret of the tomb   

李維 (Levy, Shawn) 導

演 
影傑  2015 62 

N13 
出埃及記：天地王者 = Exodus : 

Gods and kings   

史考特 (Scott, Ridley) 

導演 
影傑  2015 61 

N14 閨蜜 = Girls   黃真真 導演 
葳勝多媒

體  
2014 60 

N14 名偵探柯南：絕海的偵探  静野孔文 導演 
普威爾國

際  
2013 60 

N14 超能對決 = Monsterz   中田秀夫 導演 采昌國際  2015 60 

N14 朱比特崛起 = Jupiter ascending   
華可斯基 (Wachowski, 

Lana) 導演 
威翰文創  2015 60 

N18 
變形金剛 4 絕跡重生 = 

Transformers : age of extinction  
貝 (Bay, Michael) 導演 影聯  2014 59 

N18 大亨小傳 = The great Gatsby  
魯曼 (Luhrmann, Baz) 

導演 
威翰文創  2013 59 

N20 露西 = Lucy  貝松 (Besson, Luc) 導演 影聯  2014 57 



中文圖書預約排行榜 TOP20 

  

105 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預約次數 

N1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

「阿德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 究竟出版  2014 126 

N2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著 皇冠文化 2013 56 

N3 
哥教的不是歷史,是人性：呂捷親

授，如何做一隻成功的魯蛇  
呂捷 (歷史) 著 圓神  2015 49 

N3 
炒股的智慧：教你持續、長期、

穩定買股，讓錢自然流進來 
陳江挺 著 遠流 2016 49 

N5 
下流老人；我們都將又老又窮又

孤獨  
藤田孝典 如果出版  2016 47 

N6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 Fantastic 

Beasts & Where to Find Them  

羅林 (Rowling, 

Joanne Kathleen) 著 
皇冠文化 2001 45 

N6 
列車上的女孩 = The girl on the 

train  

霍金斯 (Hawkins, 

Paula) 著 
寂寞出版  2015 45 

N8 
6 年存到 300 張股票：股子股息

讓股票零成本  
陳重銘 著 原富傳媒發行  2015 43 

N8 殺人之門  
東野圭吾 (ひがし

の, けいご) 著 

獨步文化，城邦

文化出版  
2015 43 

N10 遇見你之前  
莫耶士 (Moyes, 

Jojo) 作 
泰電電業出版  2014 42 

N10 操縱彩虹的少年  
東野圭吾 (ひがし

の, けいご) 著 
皇冠文化 2016 42 

N12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 100

句人生革命 = Alfred Adler 100 

words to revolutionize you 

小倉廣 著 遠流 2015 41 

N13 
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人

生幸福的行動指南  
岸見一郎 究竟 2016 40 

N13 

為什麼聰明人都用方格筆記

本？康乃爾大學、麥肯錫顧問的

祕密武器  

高橋政史 著 方智出版  2015 40 

N15 

穀倉效應：為什麼分工反而造成

個人失去競爭力、企業崩壞、政

府無能、經濟失控？ 

邰蒂 (Tett, Gillian) 

著 
三采文化 2016 39 

N15 
小資女艾蜜莉：我的資產翻倍存

股筆記  
艾蜜莉 (商業) 著 Smart 智富出版  2015 39 

N17 瑯琊榜  海宴 著 繪虹企業出版  2014 38 

N18 京都‧大阪‧神戶‧奈良  三小 a 文字.攝影 太雅 2015 37 

N18 
年輕不老,老得年輕：劉墉寫給中

年人的勵志處世書  
劉墉 作 聯合文學出版  2016 37 

N18 
當呼吸化為空氣 ：一位天才神

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洞察  

卡拉尼提 (Kalanithi, 

Paul)| 
時報出版 2016 37 



視聽資料預約排行榜 TOP20 

 

105 年排行 題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預約次數 

N1 我想念我自己 = Still alice   
葛拉薩 (Glatzer, Richard) 

導演 
勁藝多媒體  2015 26 

N2 大英雄天團 = Big hero 6   豪爾 (Hall, Don) 導演 得利影視  2015 17 

N2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 Fifty 

shades of Grey   

泰勒強森 (Taylor-Johnson, 

Sam) 導演 
傳訊時代  2015 17 

N4 星際效應 = Interstellar   
諾蘭 (Nolan, Christopher) 

導演 
得利影視  2015 16 

N4 
深夜食堂 = シンヤ ショク

ドウ   
松岡錠司 導演 天馬行空  2015 16 

N6 間諜橋 = Bridge of spies   
史匹柏 (Spielberg, Steven)

導演 
得利影視  2016 15 

N6 
模仿遊戲 = The imitation 

game   

帝敦 (Tyldum, Morten) 導

演 
美耐國際  2015 15 

N6 腦筋急轉彎 = Inside out   達克特 (Docter, Pete)導演 得利影視  2016 15 

N9 親愛的 = Dearest   陳可辛 導演 采昌國際  2015 12 

N10 
愛的萬物論 = Theory of 

everything   
馬許 (Marsh, James) 導演 傳訊時代   2015 11 

N10 鳥人 2015 = Birdman   
伊納利圖 (Inarritu, 

Alejandro Gonzalez) 導演 
得利影視   2015 11 

N10 星際效應 = Interstellar   
諾蘭 (Nolan, Christopher) 

導演 
威翰文創  2015 11 

N10 
別跟山過不去 = A walk in 

the woods   
瓦皮斯 (Kwapis, Ken)導演 采昌國際  2015 11 

N10 冰雪奇緣 = Frozen   巴克 (Buck, Chris) 導演 得利影視  2014 11 

N10 黃金時代 = The golden era   許鞍華 導演 
華映娛樂發

行   
2015 11 

N16 
太平輪：驚濤摯愛 = The 

crossing II   
吳宇森導演 得利影視   2015 10 

N16 風起 = 風立ちぬ   
宮崎駿 (みやざき,はやお) 

導演 
得利影視  2014 10 

N18 大眼睛 = Big eyes   波頓 (Burton,Tim) 導演 勁藝多媒體  2015 9 

N18 高年級實習生 = Intern   
梅爾斯 (Meyers, Nancy)導

演 
得利影視  2016 9 

N18 貝禮一家 = La Famille Belier   
拉緹戈 (Lartigau, Eric) 導

演 
得利影視  2015 9 

N18 
尖叫旅社 = Hotel 

Transylvania   

塔塔科夫斯基 

(Tartakovsky, Genndy) 導演 
得利影視  2013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