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興中學2014開卷好書&新書暢銷書書展~~ 全面75折
時間:2015年5月25日(一)~5月29日(五) 新書暢銷書5000種

每日AM:08:50~17:50  地點:  B1圖書館

2015年5月份各大書店暢銷書榜(提供參考)

文學.小說暢銷書(翻譯) 定價 商業.財經暢銷書 定價

* 異星記 奇幻基地 休豪伊 340 * 從0到1 天下雜誌  彼得‧提爾, 布雷克‧馬斯特 360

* 美國狙擊手【限量電影書衣版】 高寶 克里斯．凱爾, 史考特 380 * 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 大塊 約翰‧布魯克斯 480

*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臉譜 雪兒．史翠德 360 * 觀察的力量：從烏干達到中國，如何為明天的客戶創造非凡的產品寶鼎 詹恩‧奇普切斯;西蒙‧史坦哈特320

* 抽絲剝繭 皇冠 羅勃‧蓋布瑞斯（J.K.羅琳） 399 * 再見，平庸世代：你在未來經濟裡的位子 早安財經 泰勒．柯文 350

* 極限 LIMIT [下]（《群》作者薛慶太空跨界小說）野人 法蘭克．薛慶 380 * 馬雲給年輕人的12堂求生課 時報出版 張燕/編著 320

* 龍之眼 皇冠 史蒂芬‧金 350 * 行銷點子製造機 商業周刊 商業周刊 260

* 發光體(上下)套書 聯經  伊蓮諾‧卡頓 780 * 夢想不設限！做，就對了！ 商周 劉道薇(Sarah Liu) 320

* 血歌二部曲：高塔領主（上） 奇幻基地 安東尼．雷恩 380 * 高EQ領導力 天下文化 丹尼爾‧高曼 350

* 波西傑克森：希臘天神報告（精） 遠流 雷克‧萊爾頓 499 * 孫子兵法商學院 野人  田口佳史 300

* 錢已匯入你的戶頭 寂寞  迪米崔．舒塔奇斯 270 * 投機者的撲克 大牌 扁蟲魚 380

* 我想念我自己(電影書封版) 遠流  莉莎．潔諾娃 330 科普.社會科學暢銷書

* 空洞的十字架 春天 東野圭吾 360 * 以愛翻轉生命的數學課 先覺 陳立, 張甄薇 300

* 歪笑小說 獨步 東野圭吾 300 * 如果這樣，會怎樣？ 天下文化 蘭德爾•門羅 380

* 無盡之劍 奇幻基地 布蘭登．山德森 360 * 機率陷阱 商周 捷爾德．蓋格瑞澤 360

* 娃娃屋 麥田 潔西‧波頓 360 * 物理才是最好的人生指南 究竟 克莉絲汀．麥金利 280

* 破碎的洋娃娃 讀癮 詹姆斯．卡羅 380 * 尼安德塔人：尋找失落的基因組 夏日 帕波 420

* 槍與巧克力 獨步  乙一 280 *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公式‧圖形篇 世茂 結城浩 280

* 同級生 皇冠 東野圭吾 300 * 為什麼你該花更多的錢，買更少的衣服？拯救地球，也拯救你衣櫃的新購衣哲學麥田 露西・希格爾 480

* 到此為止吧！風太郎 皇冠 萬城目學 450 * 野心時代 八旗  歐逸文 450

* 蘋果園之罪 寂寞 路易絲‧道媞 340 *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衛城 托瑪．皮凱提 620

* 尼爾的幸運旅程 馬可孛羅 馬修．魁克 300 * 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 馬可孛羅  V. S. 奈波爾 560

* 草間彌生Ｘ愛麗絲夢遊仙境 麥田 路易斯．卡羅 700 語言.學習暢銷書

* 拒絕誘惑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它臣服 八旗 奧斯卡．王爾德 320 * 非學不可的字首‧字根‧字尾單字記憶法 不求人 林雨薇 299

* 戴眼鏡的女孩(諾貝爾文學獎) 時報 派屈克．莫迪亞諾 300 * 圖解日本語的原理(附1MP3) 懶鬼子 王苡晴 299

* S. 【中文版全球獨家收藏盒】 寂寞  J.J. 亞伯拉罕, 道格‧道斯特 900 * 用英語認識特色臺灣 倍斯特 林昭菁, 梅潔理 349

* 逃 臉譜 布萊克．克勞奇 360 * 戰鬥吧！熱血故事 書泉 張耀仁 320

中文作家暢銷書 * 雪球速讀法 智富  宇都出雅巳 250

* 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 皇冠 侯文詠 280 * 記得牢，想得到，用得出來 天下文化 凱瑞 330

* 帝國崛起：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2 皇冠  呂世浩 280 * 閱讀6招，讓你更聰明 商周 楊寒 250

* 誰說青春留不住 時報 楊照 280 * 【全彩圖解】85個滿分必勝記憶術 新文創 玉真 240

* 殺手，末路花開的美夢 春天  九把刀 320 藝術.圖文暢銷書

* 三十年半人馬：散文自選集1980-2010 九歌 林文義 360 * 台灣文創名校108系 最強科系評鑑 全方位選讀指南麥浩斯 La Vie 編輯部 250

* 寫在課本留白處 九歌 徐國能 280 * 時尚街拍聖經 帕斯頓 陳璧君 380

* 放爾千山萬水身：張曉風旅遊散文精選 九歌 張曉風 360 * 解剖裝幀 麥浩斯 La Vie 編輯部 550

* 老花眼公主的青春花園 天下文化 廖玉蕙 350 * 反派的力量 木馬 馬欣 310

* 九歌103年散文選 九歌 阿盛主編 400 * 制服至上2：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蓋亞  蚩尤 399

* 九歌103年小說選 九歌 賴香吟主編 380 * 亞洲插畫師年鑑Collections 2015 布克 250餘位亞洲插畫家 500

心靈勵志暢銷書 * 一千零一夜：迷人又舒壓的藝術療癒著色練習100 積木 蘇菲．勒伯隆 320

* 愛：即使世界不斷讓你失望，也要繼續相信愛 三采  Peter Su 320 * 放手畫吧2 大膽上色！Just Paint It! 積木  山姆‧皮亞塞納, 貝芙麗‧菲力浦 480

* Get Lucky!助你好運 天下文化 劉軒 330 家庭.休閒暢銷書

* 祕密天天練 方智 朗達‧拜恩 340 * 蔡阿嘎瘋環島：台灣100個必打卡之最 今周刊  蔡阿嘎 280

*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 遠流 小倉廣 280 * 我愛東京旅遊失心瘋 布克文化 vera 380

* 夢想無懼 蓋亞 朱學恆 330 * High瘋首爾 電腦人 Wendy 350

* 為什麼不愛我：療癒無愛童年的傷痛 寶瓶 蘇絢慧 300 *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2015-2016 墨刻 墨刻編輯部 399

* 贏在好習慣 三采 S．J．史考特 260 * 餅乾研究室 麥浩斯 林文中 380

*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你 三采  Middle 320 * 巴黎No.1烹飪教室的甜點教科書 遠足 廚神坊 550

* 愛情的哲學 商周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 380 * 常備菜：跟著凱倫作四季皆宜的冷／暖食 野人  許凱倫 380

* 關於人生，我最想告訴你的事 麥田 小野 320 * 愛料理‧網友熱搜TOP100電鍋菜 三采  愛料理團隊 250

代訂書服務  E-mail: chen.yu777@msa.hinet.net   

許朝景  0935372890 薪宸宇圖書 電話:02-8661-2979 傳真 :02-8661-2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