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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
護心（全4冊）　　九鷺非香．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由於個性過於「剛直暴力」，名聲顯赫、打遍師門無敵
手的「霸王小師妹」——雁回，終於在一個良辰吉日被
自家仙門掃地出門！被淨身出山，窮神附體的雁回決定
靠「江湖俠義榜」來賺錢，而首次任務便是尋回被蛇妖
搶走的傳家寶——
不料……那啥百年蛇妖沒逮到，卻先碰上了個千年妖
龍，那陰險狡詐的壞心妖龍，不但處處算計她腹黑她，
想利用她替他除去封印，甚至還拐她立下了血誓，要她
追隨他到天涯海角……
追根究柢之下，雁回發現這傢伙之所以會死纏著她，全
是因為心臟天生有殘疾的她，年幼時無意中奪了人家的
「護心祕寶」，她才得以存活至今，長大後還壯得像頭
牛……而如今「失主」找上門來，就是想以此要脅她，
命她從今以後想也別想逃，只能任他這腹黑的上古妖龍
無止盡地差遣奴役！？

引蛇出洞不成，反而引來傳說中的千年妖龍，
這妖龍不但危險度破表，而且……還狀似很腹黑！？
神力小仙姬PK美形龍妖　人氣玄幻作家 九鷺非香 最暗黑甜蜜的萌龍物語

113107
4.嗆愛真龍保衛戰

113102
1.上古妖龍
  特腹黑

113104
2.找個真龍
  好相公!?

113106
3.好龍不怕
  火來燒

花漾魔尊（全3冊）　　九鷺非香．著

萌霸天下（全6冊）　　一世風流．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某一天，小蘭花睜開眼，發現自己從一朵嬌滴滴的蘭花仙靈，變成了
令人聞之色變的……上古魔尊！？
一場跨界大戰，讓落敗的魔界隊整團被驅趕，落魄又悽慘地窩在連根
毛都長不出來的苦寒之地，為了完成復仇大業，魔界智囊團們於是使
出了畢生功力千般算計，終於把沉睡了數萬年的魔尊喚醒了──
一整個魔界的人感覺前途再度一片光明，指望魔尊能帶領他們打上天
界、翻身做主、統領五行三界！但是，他們卻漸漸發現，他們想太多
了。這個昔日魔尊不怒自威沒錯、有無邊神力沒錯，但他……好像腦
子有點問題啊！？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重生成富家呆萌蘿莉的秦子魚，為了擺脫後母安排的黑
心婚約，狠下心自己找了個「好貨」，趁著夜黑風高
「餓羊撲虎」……只是，怎麼撲錯了人？還是那個傳言
最冷酷無情、最厲害勇猛，就是神佛也要對他低頭的戰
神羅剎——鎮北王世子，北冥長風！？
這不打緊，她大小姐沒被當場「人贓俱獲」，不懂得逃
遠點就罷，還自己傻呼呼地上了敵方的賊船，被整個
「打包帶走」！情急之下，她只好女扮男裝，妄想「混
水摸魚」闖過關……不過這富二代顯然不敵霸道官二
代，雙方PK之下她是節節敗退，不僅白天要幫忙北冥大
少憂國憂民、奮勇制敵，夜晚還要兼任「貼身小男僕」
和「人肉枕頭」！
子魚大小姐大嘆吃虧吃到吃不消，於是逮到機會「肇事
逃逸」，沒想到卻遭到北冥大少全境通緝，甚至牽扯出
有關她秦家一族的玄妙來歷，以及她身上異於常人的
「超能力」……

小花仙橫空一撲，上古魔尊……就此失身！？
人氣作家 九鷺非香 最具口碑代表作　比肩《花千骨》、《重紫》的年度仙俠經典

餓羊撲虎、裝傻扮萌、制敵無形、體質特異……古靈精怪，凡人絕對難以招架──
﹝武力值爆錶﹞狂霸小伊人降世～火速來拜！
一世風流‧超人氣創新經典東方玄愛爭霸物語

113101
3.魔尊快來救救我！

113095
6.深入虎穴享受去

113097
1.魔尊大人
「失身」了!?

113085
1.夜黑風高
  撲虎去

113091
4.誰比誰的
  道行高

113099
2.冷面魔尊
  猛放電

113087
2.混水摸魚
  攻防戰

113093
5.超級任務
  大考驗

113089
3.來勢洶洶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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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冬
火爆妖夫（全7冊）　　周玉．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平凡美少女 X 被綁「嫁」X 萌帥汪星人
不但要COS成「狼」、關愛「忽公忽母」大狗狗，
還要不怕罵、不怕打，化身超強無敵女戰士！？
☆瀟湘大神 周玉‧千萬人讚頌的萌幻冒險熱血物語☆

113096
7.喝！救世英雄犬來也

這年頭，穿越一點也不稀奇！有被車撞穿的、滾樓梯穿
的，甚至連走著走著也都能穿了。但像駱子雨這種被
「綁架穿越」的，可說是千無古人，後無來者！而且，
綁架她的可不是一般人，是有著毛茸茸耳朵和尾巴的
「獸人」！
而他們將她綁架到妖界的目的，竟然是要她偽裝成狼
妖……嫁給一個犬妖！？而且對方還是一個可男可女、
脾氣火爆，武力值突破天際，名叫「烈火」的紅毛大狗
狗！但在這個人界、木界、妖界，三界鼎立，各種族互
相敵視，並以強者為尊的世界，讓她這個無能又脆弱的
凡人嫁給一個犬妖……這是要她嫁給他當老婆，還是當
潔牙骨啃啊？

113080
1.汪！犬大爺
駕到！

113090
4.嗚！躺著也
中槍！

113084
2.嗷！犬大爺
就是王道！

113092
5.喔！請賜我
解藥！

113086
3.轟！打倒
BOSS大作戰

113094
6.呼！逆天計
畫大啟動

113075
2.王者甦醒，
  威武！

113079
4.天團登陸初體驗

113073
1.華麗麗
  回歸之路

113077
3.強者要有
  強心臟

113081
5.上天下地大追擊

天縱二部曲（全6冊）　　楓飄雪．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在除去心頭大患之後，夏馨炎一行人浩浩蕩蕩地踏上嶄
新的修煉之路！不料，才剛出發，就碰上兩個莫名其妙
的大叔，鬼扯什麼她的真實身分其實是來自某個神祕家
族，說她若是回到家族，就能得到無上的榮耀，期間
還放火把她折騰得半死，然後見鬼的說什麼不是故意
的！？最可恨的是，還連累了她最愛的熠煌出手，害他
觸動了封印，陷入了沉睡……
這讓她下定決心要盡快狠狠地提高實力，於是選擇前往
傳聞中兇險無比的「絕命窟」──只是，賣命修煉同
時，她竟一不小心「勾引」到一神祕男子的心，惹得人
家相贈「訂情玉佩」，還邀她參加某場世紀盛宴，而當
她好奇地帶著團員們前去赴約，令眾妖跌破妖鏡的，這
個趁熠煌沉睡時膽敢招惹夏馨炎的傢伙，竟然是……

各界靈獸最期待～女王歸來！浴火重生，靈力越燒越旺；上山下海，戀情越黏越甜蜜
宇宙最強靈獸天團‧全新升級再出發～

113083
6.反攻神界終極戰

113057
1.踢飛鳳凰
  當老大！

113063
4.不能惹的超級組合

113059
2.詭異得要命的
  學院

113061
3.靈獸是
  多多益善

113065
5.史上最強人氣王

天縱（全6冊）　　楓飄雪．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最近伊洛城裡驚翻天的大新聞，就是向來邋裡邋遢、笨
頭笨腦兼資質超低的夏大小姐，竟被天賦超高、優雅俊
帥的少城主給選中做小妾！？
這驚人消息一爆出，引得眾人紛紛羨慕嫉妒恨，譏笑她
這隻劣質小麻雀，根本配不上少城主這隻鳳凰，只會貶
低兼污染了人家高貴的身分！
不料，麻雀雖小志氣高，在發現自家壞養父和惡城主勾
結，想要算計利用她的邪惡真相之後，咱們夏大小姐一
個小宇宙大爆發，不但拐到一枚實力超強悍的美型男靈
獸，默默修煉出了嚇死人的爆表靈力，還整得那行事陰
險的城主一家差點傾家蕩產，最後更靠著強大的實力，
當眾「休」了人家男方，藉此宣示──「小麻雀的復
仇」即將全面啟動！？

麻雀雖小志氣高，踢飛鳳凰……當老大!？可愛不夠，加上腹黑才是王道～
靈獸太遜，「美男型」靈獸才威震全場！楓飄雪繼《馭妖》後全新靈力超標奇幻大作

113067
6.最佳腹黑情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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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

暴力仙姬（全5冊）　　峨嵋．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天啊！她只是不小心遇到了爆炸事件，偷偷使用了隱藏已久的超能力去
解救家人，竟然就被炸到了這個奇怪的地方來？還有，眼前這怪怪的老
爺爺是從哪冒出來的？一副跟她很熟，還對她的身世很瞭解的樣子──
「如果妳在這裡出生成長，現在應該已經一百歲成年了！」
「想打妳主意的人一籮筐，現在至少有三、四路人馬已經進入十里之

內！」
啥？她已經「一百歲」了？還一百歲才成年？蛤？她還沒搞清楚狀況就
跟人結仇，還要被人追著跑？
「有什麼方法可以把我送回去原來的地方！」
「沒有辦法……」
呃，這個突然冒出來，長得帥到沒天良的該死傢伙說這什麼話，什麼叫
「沒有辦法」？他竟然敢說她回不了家！而那個怪爺爺竟然還跟他一搭
一唱，一副要把她這個燙手山芋趕緊丟給他的樣子……嗚嗚嗚……她不
要啦！她要回家！可是，現在除了跟他走之外，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辦法
了……

這是一部令人非看不可的「萌幻冒險物語」── 暴力 × 蘿莉 × 魔力 ＝ 致命吸引力！？
起點大神 峨嵋 繼呆萌無敵的「苦情丹姬」後，天才傲嬌「百歲蘿莉」震撼登場！

113056
5.金之卷 113048

1.水之卷

113052
3.土之卷

113050
2.木之卷

113054
4.火之卷

113060
1.毒毒毒，
  毒翻你

113064
2.一二三，
  石頭人

113070
4.血劍出，
  敵人倒

113074
5.人上人，
  非常人

113068
3.翻天地，
  生死別

☆騰訊大神 一世風流 最大快人心的玄幻鉅作☆
毒毒毒，非常毒！看史上最「毒」美少女墨千晨霸氣重生，誓言掀翻整個大陸！

113078
6.前世因，今世果

慘，很慘，非常慘！一夕之間被天下人圍剿、被族人罵
作「叛徒」，最後還被自己摯愛的未婚夫給「一劍穿
心」殺死，墨千晨覺得自己真心冤、真心恨，也真心是
瞎了狗眼！她怎麼會愛上這種渣男？怎麼能就這樣窩囊
的死去！？不過老天爺對她還算有良心（？），竟讓她
重生了一回，回到了她十三歲那一年！
而且她手中還擁有「三絕」──毒鞭、毒藥和毒花，全
都是天下間最毒、最狠、最絕的那種！外加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萬能養草「靈泉空間」傍身，不管什麼仙
花、毒草都任她拿、任她養，還有她那毒，很毒，非常
毒的「有仇必報」性格！對於那些對不起她、想去地府
報到的人……哼哼，她都很樂意送上一程──毒毒毒，
毒翻他們！
要是不把那些人往死裡整，她這「兩輩子」也就白活
了！

妃毒不可（全6冊）　　一世風流．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七煞福姬（全2冊）　　青墨煙水．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她莫名其妙地掉到了這個詭異的奇幻世界，無意中亂入這皇宮，本為Z國特工組織中
最出色一員的她，竟就此被認定為七煞孤星，說她不是得掌生死大權，就是會禍亂天
下，必須順應命運，才有可能「轉煞為福」，拯救這個啥鬼梵天大陸！？
據說放出這謠言的，就是這飄飄若仙、靈氣破表的國師大人是也，此男號稱梵天大陸
第一占星師，既有美貌又有實力，若有此男在身邊，無異於有了個神一般的隊友……
就這麼決定了！帝王她不愛，悶死人的皇宮她也不想待，什麼千年預言、神魔盟約的
鳥事，都休想不負責任地壓在她頭上，她說什麼都要逃出宮，再想辦法回她的現代
去，而眼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拐騙此男出宮！

史上桃花最旺的七煞孤星
不只占星師，就連可愛的狐狸精、傲嬌的惡魔，還有孤傲的精靈王，都一一被她「煞」到──
千年一遇的魔幻傳說‧超越時空的炙熱甜蜜戀曲‧Start Now!

113071
下卷 末日之戰

113069
上卷 煞星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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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冬
零級魔妃（全2冊）　　糖蘇蘇．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美貌為零、魔法為零、鬥氣為零，秦家七小姐是個無用又被徹底無視的傢伙，這在天
芒大陸上本是個不折不扣的事實！
不過，近來那七小姐不知是吃錯了什麼神藥，不僅狠狠教訓了一頓她那「灰姑娘的壞
姊姊」，還隨便外出遊歷一趟回府就成了高手，嚇傻了爺爺爹爹外加帥氣哥哥一干人
等，更意外被皇家學院的校長收為得意弟子，甚至連傳說中的「暗黑魔神殿下」都為
她傾倒！？
而根據小道消息透露，這一切全是因為這七小姐手上有個絕世寶物，可以替她瞞天過
海，隱藏自身實力，之前之所以低調過日扮醜裝柔弱，全是因為她大小姐怕麻煩，立
志要做個……「史上最強的弱雞」！？

美貌=0　人氣=0　戰鬥力=0
樣樣掛零，號稱「史上最弱大小姐」，竟引來史上最強的暗黑魔神殿下，
華麗麗地展開……「弱雞強身&戀愛計畫」！？

113055
(下).偉大的自省計畫

113053
(上).史上最強
　　的弱雞!?

誘狐（全4冊）　　峨嵋．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白白本是一隻「宅」在山裡修煉仙道的小白狐，為了和
爹娘一樣修為大成，去到天上當神仙，「不知人間險
惡」的她，只能包袱款款來到人間，窩在擁有「金鳳命
格」的女主人身邊當寵物，希望可以安然避過天劫，到
天上和爹娘團圓……可是，「人要倒楣，趴著都會中
槍」，即使沒化成人身，她還是被那個人間大魔王──
墨魘給一眼認出是隻狐狸精，還一時興起地把她「收歸
己有」，威脅兼利誘地說什麼只要跟他一起修煉那「雙
修」大法，他就保護她度過天劫，還每天給她吃「美味
的烤雞」！？這表面上看似划算的條件，卻導致她的
五百年修為被毀於一旦！嗚嗚嗚……爹爹說得對，「公
的」果然都不安好心！不管是神仙、妖怪，還是人都一
樣！墨魘大壞人，快還人家五百年的修為啦……

人間大魔王「馴養」笨笨狐狸精，
誰說寵物是用來疼、用來寵的？
嘿嘿……寵物是用來「吃」的！
史上超「萌」愛情物語，
預備「萌」翻整個夏天！

113013
4.你跟烤雞一樣重要

113007
1.公的都
  不安好心！

113009
2.狐狸家的
  靠山很硬

113011
3.到嘴的「狐
  狸」飛了？

丹姬（全8冊）　　峨嵋．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堪稱是本世紀長得最像村姑的孤苦少女朱朱，卻被天賦異稟的修仙少年強迫收為飯婢，還被強拉上仙
山一起拜師修煉，以便可以天天煮飯給她少爺吃！人在江湖打不過人家的苦情朱朱，只好包袱款款，
認命上山去當煮飯婆。豈料，世事真是難料，被眾人譏為天生廢物的她，竟莫名其妙獲得仙山上的高
級別煉丹長老賞識，給收為入室大弟子，當起「偽仙姑」來。
本以為以她那「煮飯婆」的資質，未來的修仙生涯必定會慘兮兮，結果煮啊煮的，竟然給她煮成了煉
丹煮靈藥的高手，甚至還在山上「撿」到一隻神奇的噴火豬，一人一豬因而組成了「朱豬仙鋒隊」，
煉丹打怪一把罩，從此前途……一片光明！？

村姑變仙姑，法寶竟是神猪防身？走遍天下，全靠一招扮豬吃老虎！？
苦情飯婢+天才修仙美惡少　讀者譽「經典中的經典」
峨嵋‧最出乎意料の浪漫異界戀物語

113034
8.終極變身計畫

113019
1.上仙山
  煮飯去！？

113023
3.尋寶打妖
  特攻隊

113026
4.超級升級
  計畫

113028
5.仙姑也告急

113030
6.隱藏版魔王
  關卡

113032
7.十死不生之
  非常任務

113021
2.無敵蠢朱的
  無敵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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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

姐姐有毒（全6冊）　　柳暗花溟．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正是她——馬小乙現在的最佳寫
照。
身為東方教派派往西方的交流生、吸血鬼獵人協會最廢
的獵人，竟然莫名其妙一躍而成殺害千年吸血鬼王的
「兇手」，還因為一顆她連看都沒看過的「神祕的魔法
石」，（咦，這名字怎麼有點熟？）一夕之間爆紅、成
為黑白兩道通緝追殺的對象！？
好在上帝待她不薄，派了個吸血鬼帥哥給她，還是全球
女人無法抗拒之吸血鬼排名第三的大帥哥，那種憂鬱的
表情、迷茫無助的眼神，完全就是她的菜！
沒想到這個迷途小羔羊來頭不小，竟然是親王的「孩
子」，也就是——吸血鬼界的……太子！？
來來來，小羔羊，姐姐會好好教育你的，不過姐姐的血
可是有毒的，乖孩子不可以亂吸唷……

火辣性感獵人VS鬼畜吸血鬼親王　世界上最香醇可口的致命毒血──親愛的，要來一口嗎？
起點新銳作家柳暗花溟將顛覆你的認知、挑逗你的感官！帶給你耳目一新的吸血鬼戀物語

113043
6.這見鬼的真愛 113033

1.今天，你吸
了沒？

113039
4.愛人的不良
後果

113041
5.狩獵美男計畫

113035
2.慾求不滿
死不了人

113037
3.乾柴烈火
用力燒

妃關天下（全11冊）　　一世風流．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故事源自於一場很瞎的意外。擁有一身高超古武的夜一，華麗麗的執行完上級派下超高難度的任務，
準備回返，竟然因為來接人的直升機忘記維修大故障，直接墜落，害她就這麼掉到了一個異界的忘川
大陸去了！掉了就掉了，反正至少撿回一條小命，以君落羽這個身分重生了，只不過，到了這個以鬥
氣跟馭獸能力為強弱評比標準的世界，只會古武的她，瞬間變成遜咖，加上因為臉上那眾人以為是胎
記的閃電般毒疤，被稱為醜女，一整個悲情到了極點。原本看似悲情到了極點，偏偏世間就是有無法
預料的事情發生──先是有魔獸自己就巴上了她，根本不用運用到鬥氣，靠著高超的「烤肉技巧」，
就馴服了魔獸一隻，緊接著，忘川大陸上頂級的紫尊王者，也莫名其妙的對她青睞有加，這代表著，
醜女大翻身，廢材即將橫行天下！？

扮豬吃老虎的廢材＋為烤肉變身無敵的魔獸＋無所不能的尊者
無所不能的尊者在後，就算廢材再廢材，照樣也能橫行天下
偏偏，這個廢材不廢材，那天下……
騰訊網神級作者一世風流7500萬點擊率代表作

113017
番外.混世小魔王，
　　 出世！

113002
2.無敵大靠山

113001
1.廢材橫行
  天下!?

113003
3.廢材大變身

113008
7.手牽手
  翻天去

113004
4.超級別魔獸，
  現身!

113010
8.一山還有
  一山高

113005
5.絕色東天王

113012
9.世紀PK大戰

113006
6.驚世大對決

113015
10.強者的
    終極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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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常風流（全5冊）　　一世風流．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老天爺真的很愛開她玩笑，先是重生在這莫名其妙的地方，
（啥幻影大陸的……）

接著是為了個啥王公之位，被當成男子養了十六年，
（好吧，這方便她隨心所欲過生活，勉勉強強還可以啦！）

然後她先天的融合之力，融合了一株眾人眼中無用的小植物，從此讓
她被當作無用的廢材看待，
（說實話，她家小食，真的不是一株「小小可欺」的普通植物呀！）

這樣還不夠，現在還要她「娶妻」！！
（有沒有這麼瞎的丫！她是女的呀……）

可是，她家親親娘親說了，一切她都安排好了，好吧，娶就娶，還怕
他個別國的「小公主」嗎？
啊可是，這個「公主」一點都不小，不但高了她一大截，還一頭短
髮，最最重要的是──這不是那前幾天受了重傷，外加被她家小食咬
一口，現在應該已經是冤魂一枚的「那個傢伙」嗎！？
（她娘親真是給她安排得真好呀！！！）

這冤家路窄，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嗎？

魔獸世界不夠看，草木系食人花來湊一腳！女扮男不稀奇，酷帥男變新嫁娘才希罕！
繼《妃關天下》後，超級暢銷作者一世風流又一年度巨作～絕對讓你妃、常、驚、喜！

113031
5.決戰最終BOSS 113024

1.是男？是女？
傻傻分不清楚

113025
2.變身大作戰

113027
3.傳說中的高
手高手高高手

113029
4.超強路人甲
  小三

妖怪都市（全4冊）　　一世風流．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林衣，人類一枚，傳說中的「Ａ市NO.1妖界管區」，主裝備為柔弱的
少女外表（？）和一把無堅不摧、來自地府的柳葉小刀，副裝備為眾
家妖精──接案準則：有錢好辦事！
小松，松鼠精一枚，自封妖界第一御廚，上能進山打狼，退能進得廚
房，副業兼職駭客，真真萬能管家妖選──管事準則：沒錢沒得活！
封墨，正常人類一枚，十八歲的醫學博士，超級天才，七天之內被綁
架追殺八次，貌似文弱書生，實則是扮豬吃老虎，十足一有文化的流
氓──最新身分是林衣價值三百萬的新客戶，負責工作是被保護好不
去見閻王。
縱橫妖界，右斬妖狐，左控蟲妖，林衣這超級別妖界管區，接下這區
區人間小任務，理應是遊刃有餘，沒想事情卻越追查越玄幻，越管越
大條，這保護「肉票」保護到後來，竟讓她幾乎陷入職業生涯以來最
大危機！？

偽柔弱少女妖界管區＋萬能松鼠精管家×神秘天才少年
一世風流全新打造‧驚喜度破表の都市馭妖輕戀物語

113051
4.翻天逆轉勝

113045
1.NO.1妖界管區

113047
2.妖界發燒星

113049
3.驚世暗夜組合

聖誕的魔法城-魔境謎蹤　　賴爾、Mike.Phillips．著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

一個平凡人類少年步凡，意外踏入神秘的魔法世界。
在那裡他認識了獸人、石頭人、人魚等不可思議的朋友們。
為了一探究竟這未知國度，步凡決定變強，當上第一魔法師！
充滿挑戰的修練、刺激不斷的大冒險，就此展開！

★熱血少年+奇異種族+神奇魔法=不可思議的冒險★
超人氣奇幻冒險小說《聖誕的魔法城》完全漫畫化！！
人物鮮明度Ｘ場面浩大度Ｘ劇情吸睛度 全面急遽提升！給你一樣的刺激，不一樣的感受！
★小說版權銷售狂掃英、中、德、法、西★
好萊塢工廠空前打造魔法王國～主題樂園、電影、遊戲、漫畫、劇場，恢弘推出！

X621056-3
魔境謎蹤3

X621056-1
魔境謎蹤1

X621056-2
魔境謎蹤2

瘋

Lover 瘋

Lover

11

漫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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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生存手札-宿命之角　　小佚．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某日，一所匯集各界天才的菁英學院，「亂入」了一位插班生──
面試考官：「電腦，你最擅長哪個領域？」
主人公：「沒有最擅長的… …我全部都很強。」
蕭冰碩，年方17歲，卻已擁有令人驚異的醫術，以及那天理不容的電腦能力。然而，
分明神威無比到只差沒超能力的他，在一成功考進這所超絕群倫的學院後，又弔詭的
以「我很弱」的形象示人，更「心機」的是，他在入學前夕，早已請喬裝達人為其
「破相」，隱藏了真實面目。
這麼「搞剛」的目的，究竟是要演哪齣？還有，妙的是，強敵都還沒開始正式亮相，
他就已經遭惡霸小嘍囉「驅逐」到號稱「廢物集中營」的放牛後段班了，這……戲還
演得下去嗎這？
而後他在想終於能「清靜」一下時，漸漸發現，他好像跟了些「藏龍」，還有「臥
虎」成了室友!?呵，這所學院，好像還滿大的嘛……

從天堂掉到地獄過，So？「自願」掉到地獄，還得到「牛鬼蛇神」的應援，才值得按讚
☆宛如《X戰警》學校般的奇才學園物語☆
高菁英前段班ＶＳ奇葩放牛班　勝利女神將會笑望哪方？

118026
2.X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2 118024

1.X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1

陸續出版中，敬請期待！

你有權保持沉默（全2冊）　　桃桃一輪．著

左不過高冷罷了（全2冊）　　桃桃一輪．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500元/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500元/套

她這是走了什麼倒楣運，難得乖乖跑去圖書館閉關一天，她的室友就這麼湊巧在這一天被毒害，而
她，因為「消失」了一整天，就這麼被認定為「畏罪潛逃」，直接被當成了「第一嫌疑人」！？
雖然這些探員總會對罪犯說：你有權保持沉默！
她、才、不、幹！身為懸疑文的超級大神寫手，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她可是要積極為自己分析
辯護才行！
偏偏那幾個探員，硬是認定她「動機充足」且「有機可乘」，無論她怎麼說破嘴都沒用，沒想到，一
個一級帥哥探員一出現，不過兩三句分析，竟然就讓她的嫌疑去了七八分？
嘖嘖，當個像他這樣的探員好像很有趣耶，她是不是該好好考慮來巴著他不放呢？

血腥案件讓刑偵推理專家與犯罪心理專家聯手辦案－－
「抱歉，我不跟這個女人合作。」
「實際上，我也不需要這樣的助手。」
這這這……說好的互相吹捧、惺惺相惜呢？
「習慣是不容易改變的……妳的習慣，我不需要分析。」
「但是，我可以養成別的習慣，人都是會變的。」
「我沒有變……」
他總是意有所指地暗示著什麼，而她總是避之唯恐不及地不敢猜。
面對接二連三的棘手案件，她總是戰戰兢兢，偏偏就是有個「某人」要來「亂」！他一針見血地透析
案情也就算了，還要一臉冷酷帥地批評她的專業，說那不過是「雕蟲小技」，然後在狀似不經意的時
候，再來小小撩撥她一下，這人什麼見鬼的心態！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他有他的能耐，她也有她的本事。
黑貓白貓，抓得著耗子的就是好貓。她會讓他知道，她的專業絕對是超級好貓！

大學女學生離奇中毒、古老宗廟的三具焦屍、古墓遺址兇案驚魂……
測謊神探＆懸疑文大神寫手攜手，案情一步步展開，人性的陰暗面一層層掀起，
同時掀起的，還有……兩人那說不出口的「奸情」！

一臉生人勿近的冷酷專家，內心其實住著一隻忠犬？
更勝「他來了，請閉眼」的精彩，超越「何以笙蕭默」的深情，
棘手的案子其實不棘手，棘手的是常在旁邊「搗亂」的那個人！

118029 / 118030

118031 / 118032



13

2017. 冬



14

紅色犯罪師　　　　早安夏天．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市郊一所守衛森嚴的監獄裡，萬惡不赦的「食人魔」擊殺獄警，暗夜逃亡，只為了尋
找「那個東西」……
我是齊木，卻又不是齊木……換個簡單易懂的說法－－那個邪惡的「黑桃Ａ」齊木已
經滅亡，現在的我是「紅色犯罪師」齊木，屬於正義的一方！也因此，當我遇見那個
堅稱自身清白的脫獄重犯，便無法置身事外！
一夜消失的白色別墅、人間蒸發的建築工人、疑似真凶的「外星生物」……案件的確
疑點重重，考驗著我這個最強犯罪師的智慧，更教人吃驚的是，隨著調查的逐漸白
熱化，我發現黑暗之處竟有個神祕詭譎的「幽靈」，像操控傀儡般掌控著事態的發
展……

★暗黑ACE浴火重生★紅色正義強力來襲★
當正義遇上邪惡，真相遇上謊言……神祕的紅色犯罪師，將會選擇拯救或自救？
早安夏天再現江湖，《推理筆記》姊妹作閃亮登場，誓言再次喚醒你的推理魂！

118022
2.荒狼危機

118020
1.幽靈迷蹤

118013
2.狐妖殺人
  事件

118014
3.死神遊戲

118012
1.1／2靈感應
  偵探

118015
4.超自然犯罪
  聯盟

118017
5.末日計畫

推理筆記（全6冊）　　早安夏天．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大家好，我是新轉學來的，叫夏早安。」
三月初的某個早晨，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夏早安。她長
得很美，笑起來像一片花海。那時，我們還不知道在這
片花海後面，居然沉睡著一個厲害的人物。但是，他還
沒醒過來。
我是米卡卡，香雲高中二年級生。我的最愛是《福爾摩
斯》，夢想是成為一位名偵探！尤其是在我遇到了夏早
安之後，更加堅定了我要成為一名偵探的決心！
喔不對，正確來說，是在我遇到了「愛迪生」──沉睡
在夏早安體內的靈魂才對。可惜他只能在夏早安昏迷之
後出現，而我會認識他則是因為一個自稱「惡鬼」的罪
犯，所犯下的連續恐嚇殺人事件……

南派三叔、江南等神級作者聯合推薦 全新動漫式推理輕小說──
一次換心手術，兩個靈魂合體，平凡美少女 變身 天才名偵探，
堂堂面對來自「惡鬼」的挑戰！

118018
6.超時空不思議犯罪

118005
2.神器之印

118003
1.SOG
  特別行動部

118007
3.神魔封印

118009
4.通天神塔

絕世女天師（全5冊）　　楓飄雪．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傳聞，在國家的警務系統裡，有個「絕密」的部門，
被稱為「特別行動部」（Special Operations Group）。
傳聞，在其中擁有三位神祕悍將，他們分別是——
悍將一號：代號「曼珠沙華」，意即死亡之花，所到之處必血流成河。

悍將二號：集佛、道兩教真傳於一身，卻心狠手辣，代號「鬼見愁」。

悍將三號：橫掃一切魑魅魍魎，被眾人譽為聖道之劍，代號「軒轅」。

但無論三人有多麼強大，都遠遠不及統馭他們的「部長」！
不過，他們的部長卻很「特別」，因為──
「您好。我是特別行動部部長，周瑤，歡迎你的加入。」
以晚上六點為分界線，白天的周瑤是個平凡的女大學生，晚上的
「她」卻是特別行動部的部長，人稱為「周部」。但白天的周瑤，卻
完全沒有身為部長時的任何記憶，並且個性單純，常常受人欺負，讓
作風向來強悍的周部是又氣又惱！
眼下，特別行動部有一件十分棘手的案件要處理──死者為男性，有
五分之三的肢體消失不見，只殘留下了半個頭。但奇怪的是，卻看不
出這是用什麼凶器、什麼手段造成的！究竟這起殘酷命案的凶手是
人？是鬼？抑或是什麼「不知世事」的妖魔精怪……

四方妖魔亂世，離奇命案頻出──交給 史上最強天師軍團 處理就對了！
周瑤是個在警局打工的平凡女大學生，可當夕陽西下、逢魔時刻……
她不但性情大變，還化身超能警探，領著一幫超強天師斬妖除魔！？
奇幻小天后 楓飄雪 精心打造‧首部推理神怪輕小說！

118011
5.絕世大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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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時，他跟她說：「我不喜歡胖子。」因為他的那句話，她努力變成了一個窈窕小美女，國中時
再度出擊，誰知道這次他又跟她說：「拍謝！我不喜歡前後不分的女生！」
她長這麼大，「唯二」的兩次告白都慘遭「打槍」，而且還是同一個人開的槍！這被她視為畢生之
恥，發誓遠離這個超級壞心眼、該被關起來與世人隔離的危險、恐怖、可惡的魔鬼，沒想到老天爺爺
就是這麼喜歡捉弄人，她高中學妹要告白的對象，竟然又是那個毀了她愛情幻夢的「槍手」－－市川
雷藏！
冤孽！真是冤孽！生命再度與他產生交集，她彷彿看到自己的頭上飄來了一片超級大烏雲……

為了代替出國養傷的雙胞胎哥哥入學貴族男校，青春少女艾柒柒不得不剪去一頭長髮，變身美少男！
可惜，外表的相似度雖然高達99.999...%，她這天然呆的性格，卻跟哥哥相差了十萬八千里！這不，
初來乍到，她居然就惹毛了學院裡的大魔頭－－學校理事會會長的兒子皇甫澈！
嗚嗚……要是害得哥哥回校後沒有好日子過，她就算切腹十次也不足以謝罪！！好！她決定了！即日
起，她就是皇甫澈身邊的聽話小男僕，只要是他的要求，她就算上刀山下油鍋也要盡力完成！！
慢著！他說什麼！？他不要她上刀上下油鍋，只要她陪他約會？她……她是不是又給哥哥惹來什麼麻
煩了呀！！？？

期待著美好的高中生活展開，然而……惡魔王子降臨，她的生活從此烏雲罩頂！？
☆人氣作家　貓可可　校園純愛經典作品～邀妳談一場甜蜜蜜的仲夏之戀！

當溫柔小綿羊不小心落入狼群之中，一場糖果色的夢幻獵捕行動，就此拉開序幕……
萌小說怪物新人殷小妍首波強力攻勢，要你暖到血液沸騰‧虐到呼吸困難‧笑到熱淚盈眶!!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

惡魔王子戀愛中（全1冊）　　貓可可．著

呆萌系假面王子（全1冊）　　殷小妍．著

117016

117017

天！好不容易才從幼稚園一路熬到了國中畢業，終於可以跟他這個「萬年
同學兼地獄使者」Say Goodbye Forever！可她為什麼又會在簡凡高中遇見
他啊！？難道她仙茗藤，就非得要和他這個「仙銘騰」纏在一起嗎？而就
在滿心驚訝、憤怒之中，她好像還感覺到了一絲竊喜……竊喜？不不不，
絕對不可能！
她都已經夠倒楣的了！擁有天生的「惡運體質」，容易禍事纏身，而他，
雖然是個大帥哥，還被奉為「籃球王子」，但對她而言，他根本就是個
「惡運本源體」！
這十六年來，舉凡她被狗追、丟錢包、被車撞等等悲劇，全都是和他這個
天殺的「倒楣王」有關，所以那絲竊喜絕對是她的錯覺，是錯覺！
然而有一個仙銘騰就已經夠麻煩的了，現在又多了一個身分神秘、長相俊
美，學校新請來的音樂老師，整天跟在她身邊團團轉，並和仙銘騰時不時
發生衝突，然後牽連到她身上，所以最後倒楣的人……還是她！難道她這
輩子就注定脫離不了這有如被詛咒般的人生嗎！？

當天賦異稟的惡運少女 遇上 陽光酷帥的籃球王子 再加上來自？？的神祕美男
三人將在校園中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
～童話天后塗鴉貓‧最浪漫奇幻の校園愛戀物語～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全4冊）　　塗鴉貓．著

117015
惡運少女的
地獄日記4 117012

惡運少女的
地獄日記1

117014
惡運少女的
地獄日記3

117013
惡運少女的
地獄日記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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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她以為長相俊美卻臉色蒼白的他，是傳說中的「吸血鬼」，還因此而鬧出了好大的笑話！
但他的真實身分，其實是來自異國的「王子殿下」！可是，他卻只會在別人面前展現王子般的溫柔體
貼，在她面前卻是一個「大惡魔」，因為他總愛騙她、捉弄她……
長大後，當年曾匆匆離開的王子殿下又回來了！他依舊俊美，甚至還比之前更帥、更像從漫畫中走出
來的王子！可是，他卻仍不改惡魔本性地欺負她，甚至還到處跟人宣傳她是他的「家僕」，害她天天
被他的愛慕者包圍、問東問西……她真的是討厭死他了！！！
但沒想到在學校舉辦的營火晚會上，他竟然主動向她提出邀請，要她作他的舞伴！？
歐麥尬！她為什麼會覺得既緊張……又開心呢？

我本是聖殿裡無憂無慮的小天使，任務是拯救黑暗、引導光明，卻因為一時的惡作劇，害得智天使變
成墮落天使，掉下人間，伊甸園失去了重要的守護者……
「拯救智天使的任務就交給妳了，任務完成之後，才可返回聖殿！」
上帝爺爺一聲令下，我被貶落凡塵，化身為啟揚藝術學院裡一枚平凡無奇的高中女生，準備展開拯救
天使大作戰，而學校裡那個人見人怕怕、狗見狗汪汪的惡魔黨首領，就是我的第一目標！
慢……慢著！情況怎麼變得有點失控？眼看著我不但帶不回智天使，還要賠上自己的一雙翅膀了……
上帝爺爺，快來幫幫忙啊！

來自異國的王子殿下 Ｘ 少根筋的天然少女　有如童話般的純情羅曼史──華‧麗‧登‧場！
～純愛小天后綠草如茵，繼《花漾學生會》後，最浪漫の愛戀物語～

最吸引人的篇章，總是有個最KUSO的開端……
當史上最脫線小天使遇上史上最苦情大惡魔　一場跨越天上人間的粉紅色戰爭，即將爆發！
～萌小說超新星歐若震撼發聲，帶妳一遊浪漫升級、甜蜜加溫的美麗幻境～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

王子殿下的戀愛指令（全1冊）　　綠草如茵．著

啟動吧！拯救天使計畫（全1冊）　　歐若．著

117011

117009

我叫小溪，今天是我的生日，而向來最疼愛我的叔叔卻沒有準時來參加我的慶生會！我知道，身為警
察的他，工作忙碌，但今天可是我的十六歲生日啊！
「這是妳叔叔給妳買的生日禮物——不過沾上了他的血……」
原來，叔叔根本就沒有忘記我的生日，還因為受到歹徒襲擊而性命垂危……我怎麼能怪他沒有遵守約
定幫我慶生呢！一心只想著自己的我，是多麼讓叔叔失望啊……
等、等一下！怎麼會這樣！？緊握著叔叔送的銀鍊，傷心的我竟突然「現身」在一家珠寶店，而且還
看到「叔叔」正站在玻璃櫃前挑選那個「已經」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這並不是做夢哦——這是穿越時空，妳回到了過去！」
什麼？這對突然出現在我眼前的美少女（年）搭檔，竟然說我「穿越了時空」！？而且還有一個自稱
是「專門訓練時空穿越者的學院」主任來訪，並邀請我入學，那意思是不是說，只要我進入學院學習
穿越時空的方法，就能幫叔叔抓到歹徒了！？
但沒想到進入學院後，我那個「臉蛋滿分，其他零分」的囂張「竹馬」──辛日陽，他竟然也是這裡
的學生！而且他還是我「穿越時空」時的「指定搭檔」！？

守護者、引路人、光盾、沙蟲……時空管制局提醒您：「嚴禁非法穿越！穿越需要認證！」
一場美少女跨越時空救援行動，即刻展開──她不只拯救了最親愛的家人，還找到命定戀人!?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歡迎光臨，穿越時空學院（全1冊）　　韓雪燕．著

11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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囂張的校園王子宋熙然和粗神經少女韓昕彤，兩個人本來毫無交集，
但在餐廳的一場巧遇，讓這兩人因而結下梁子！
更糟糕的是，韓昕彤轉校後，竟然發現自己正好與宋熙然是坐在隔壁桌的同學！？
一場驚天動地的戰爭，眼看就要在兩個人之間展開啦……

「愛情的形狀就像甜甜圈──圓圓的，代表戀人們永遠在一起！」
校園萬人迷酷王子V.S粗神經天然呆少女
一場由意外開始的相遇，帶給人最意外的甜蜜愛情！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愛情甜甜圈（全1冊）　　輕寒．著

117007

威廉貴族學院，不但是一所充滿魔幻色彩的華麗貴族學院，在裡面還會發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奇遇之
事！而身為平民的十八歲少女花小意，也在這裡遇到了奇遇──
她遇上了學院裡的「校草王子」安羽希，而他，同時也是她的「白馬王子」！
她與安羽希，其實早在十年前就認識，在記憶中，他是個如天使般俊美的王子，而他也說她是位最漂
亮的公主。雖然他有時會壞心眼地捉弄她，卻也對她很好，會陪她玩、逗她笑……
在兩人分離之前，他甚至還對她說過——
「以後等妳長大了，要記得來找我，妳一定要來找我！」
可是，現在他們好不容易才重逢，他為什麼會對她那麼冷淡，就好像他從來都不認識她一樣？
難道……他已經把她給忘了嗎？

「騎著白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不一定是唐僧，還有可能是天使！」
天使系王子X呆萌系少女　兩人將編織一齣動人又浪漫的☆純愛童話☆！？
～青春教主Blue安琪兒繼《校草愛上花》後，又一純愛校園力作～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王子騎白馬（全1冊）　　BLUE安琪兒．著

117008

莫汗大陸——一個劍與魔法並存的世界，神殿祭司和亡靈法師是這個世界的主宰。而他，艾倫，一個
居住在森林裡的亡靈法師，不但是黑暗的象徵，更是令人敬畏的對象——
「好心的先生，求您幫幫我！」
「妳不怕嗎？我可是亡靈法師啊。」
「你要救我，你一定會救我的！」
沒想到他難得外出採買製作魔藥的材料，卻意外碰到了一個不畏懼他的小女孩，這對他來說，真的是
非常稀奇的事，便「大發慈悲」地將她從人口販子的手中救下。
（慈悲？他可是黑暗冷酷的亡靈法師呢！）
「妳現在可以走了！」
「你既然用戒指換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如果你現在丟下我，我就會恨你一輩子，每天晚上睡覺

前都會詛咒你！」
詛咒？這還是他第一次聽到有人說要詛咒他，這讓他感到有些吃驚、新奇和……不安！？
「亡靈法師會怕妳的詛咒嗎？除非妳能給我一個收留妳的理由，否則立刻離開。」
「我可以做你的魔法學徒，你知道的，每個巫師都想讓自己的畢生所學傳承下去，這是你的機會！」
「好啊，如果妳能證明自己是個有魔法天賦的奇才，我就收妳做徒弟。」
小蘿莉竟然敢提出這樣的話，那他也就不用客氣了，反正是她自己找上門來的，他絕對會把她嚇
得……華麗麗地撲倒了他！？

「美少女夢工廠」+「蘿莉反撲攻略」=完美戀人養成計畫
當黑暗的冷酷亡靈法師，遇上光明的傲嬌小蘿莉祭司，水火不容的兩人竟意外擦出愛的火花!?
☆只要有愛，一切都不是問題！小蘿莉，來華麗地推倒大叔（？）吧！☆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500元法師的小蘿莉（全2冊）　　青行灯．著

117003 / 117004
（上下不分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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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肖璃爾，是個普通的十六歲少女（她一直是這麼認為），可是，一夕之間，她的
人生竟然風雲變色。
她被帶進了一個神秘的咒印師之城，她被告知是一個厲害的咒印師之後，她是強大法
器「琉璃砂」選中的珍稀血脈，她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
「妳的靈力豐沛，可是因為未加修煉，毫無自保的能力，是妖靈們最喜歡的食物，如

果妳不回到家族，就會像今天一樣，被當作香甜的餌，一口吃掉。」
這是想她留下來的請求？這明明是威脅，是吧是吧？
「不配出現在這裡的人，就應該給我消失掉。」
這是從未見過面的同父異母姐姐，對她的「特殊打招呼」方式？
偏偏這樣的刺激，老天竟然還覺得不夠，她莫名其妙被送進專門調教咒印師的羲和學
院，還獲選為參與啥「卓越型咒印師育成計畫」，被人當成實驗小白鼠，丟進了一個
叫夢紗陣的地方進行試驗。
試驗第一天就有人掛掉，這才發現有強大的妖靈混在新生中，企圖殺死新生！
「和妖靈的戰爭總會有犧牲，和妖靈戰鬥到最後一滴血，是咒印師的宿命。」
這話說得超帥，對吧對吧！
偏偏說這話的男生，有著一頭亂蓬蓬的頭髮，一張黝黑的臉，兩道粗得嚇人的眉毛，
一雙小得睜不開似的眼睛，還有朝天的蒜頭鼻子和烤香腸一樣嘴唇……
最恐怖的是，她竟然常常在不經意間覺得他很帥！
難道來到了不一樣的世界，所有一切就得顛覆以往所有「正常觀感」了嗎？？

如果有一天，你在自己的手機上發現了這樣一款遊戲──
歡迎你，渺小的人類玩家。這是一個可以讓普通人類擁有神一般力量的遊戲。除此之
外，你還會得到刺激的冒險經歷和沒有任何負擔的殺戮快感。但這一切，不是沒有代
價的。如果你選擇同意，將永遠失去主動退出遊戲的資格。現在，請作出決定──
【同意】
【退出遊戲】
你會作出怎樣的選擇？

風間尋，一名平凡的十八歲少年，為了查出弟弟風間羽的大腦被「格式化」的真相，
找到了一款神祕的手機遊戲——《咒印師online》，並意外進入了遊戲之中……
「無論多久，我都會戰鬥到底，絕不會倒下！」
「小羽，哥哥一定會救你，然後帶你回家！」
在遊戲世界一場場血腥殘酷的試煉中，風間尋憑藉著智慧與勇氣，艱難地通過各項考
驗，他發誓，絕對要將親愛的弟弟從這個扭曲的世界中拯救回來！

全新少女奇幻冒險戀愛物語，華麗麗登場！
媲美《夢幻遊戲》的神祕玄幻，更勝《天使街23號》的糾心愛戀，
目標：喚醒少男少女想愛敢夢用力冒險的心！
一夜醒來，原本不起眼的平凡少女，變身擁有強大法器的極品「咒印師」！？
身邊明明圍繞著一群俊男美女，偏偏目光總被一個「醜男」給吸引！？

☆打怪升級＋戀愛交友＋無限進化＝超級無敵救世主的不二法門！？☆
平凡少年的不思議奇幻異世冒險，就此華麗展開──
與魔王之子稱兄道弟，並肩作戰！？與人魚公主簽訂契約，開心戀愛！？
看少年風間尋為愛發揮無限潛能，帶給你絕不能錯過的超讚熱血魔幻輕物語！

117001
琉璃砂(上)

117005
天誅玉(上)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

單色平裝　尺寸：16X22cm　 定價：250元/本

琉璃砂（全2冊）　　靈雪．著

琉璃砂Ⅱ天誅玉（全2冊）　　靈雪．著

117002
琉璃砂(下)

117006
天誅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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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r

單色平裝　尺寸：16.5X23.5cm　 定價：200元/本

單色平裝　尺寸：16.5X23.5cm　 定價：200元/本黑執事王子（全4冊）　　銀千羽．著

105086
黑執事王子4 105083

黑執事王子3
105074
黑執事王子2

小天后銀千羽將告訴你，故事可以有很多種可能，
不看到最後，你絕不知道灰姑娘與王子會如何發展喔！！

105072
黑執事王子1

金色禁獵區（全5冊）　　銀千羽．著 單色平裝　尺寸：16.5X23.5cm　 定價：200-220元/本

在新學校報到的第一天早上，夜心樂還沒到學
校，就被一個漂亮的帥哥戲劇般的救了、而且地
點就在離校門口不遠的人行道上，接著他的手拉
著她的手、一高一低的身影就這樣深情（？）對
視……
這是哪門子的校園漫畫情節啊……汗。她一開學
就在胡亂想什麼呀！但是這個漂亮酷哥，一出口
竟然是──「妳欠我一個救命之恩。」啊？出手
拉了她一把，就讓她欠下了「救命之恩」？偏
偏，這個傢伙還是她的……同班同學？老天爺是
吃定她不會咬人嗎？為什麼要這麼欺負她呀？？

繼《黑執事王子》之後，銀千羽再次塑造出另一個令人垂涎的「超級龍王子」，
不過，這個王子有點腹黑，對於女性同胞完全視若無睹……除了他的「玩具小樂樂」！

105116
金色禁獵區5

105109
金色禁獵區4

105097
金色禁獵區1

105100
金色禁獵區2

105105
金色禁獵區3

死神的公主（全3冊）　　銀千羽．著

105062
死神的公主3

手刃生命的死神竟是美型又瀟灑！還協助人類少女拯救人間界？
一部顛覆黑色題材的粉紅奇幻物語，天后銀千羽的獨創力作，魔幻上市！

105058
死神的公主1

105060
死神的公主2

單色平裝　尺寸：16.5X23.5cm　 定價：200元/本三月的騎士（全4冊）　　銀千羽．著

冒險百分百＋甜蜜百分百的奇幻校園故事，佔領你的心！！

105048
三月的騎士4

105034
三月的騎士1

105037
三月的騎士2

105044
三月的騎士3

單色平裝　尺寸：16.5X23.5cm　 定價：200元/本黑執事王子（全4冊）　　銀千羽．著

死神的公主（全3冊）　　銀千羽．著

她，唐路晴，第一次到所謂「貴族學校」念書，卻感覺
自己是誤入叢林的小白兔，不是被欺負、就是被人冷嘲
熱諷，讓她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但，想不到她只
是暗地裡的咒罵，卻全被那個學院裡的風雲人物——菲
瑞．蘭．海德聽到！還好，這個有「日王子」之稱的美
男子不但沒對她的「出言不遜」加以訓斥，還一副理解
她心情的模樣，跟她說「想哭的時候可以來找我」！？

乖乖女孟繁星怎麼也沒想到，暑期打工竟然也會撞上「靈異事件」——
那一夜，當時間因為他的出現而靜止時，她目睹了他殺死那些傷人的
「鬼妖」，他……真的是人類嗎？誰知，當他發現，她竟是唯一的「目
擊者」時，他就找盡各種理由緊緊跟著她，還宣示他就是那鼎鼎大名的
「死神」！不會吧！遇上死神不就代表她要死翹翹了嗎……

柳彌生在進入燁陵學園前，一直過著平凡的生活，怎知
在參加燁陵學園的入學考試後，她的生活卻起了很大的
波瀾。她遇見了有著一頭紅髮和一雙罕見金色眼瞳的伽
羅，在她遭受魔物攻擊時，是他救了她一命。之後，她
的身體出現連她自己也無法控制的狀況，也是伽羅在她
身邊陪伴她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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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r
單色平裝　尺寸：16.5X23.5cm　 定價：220元/本貴公子的惡魔宣言（全1冊）　七日葉．著

105122

她被莫名其妙地吻了！對象還是人人口中的完美貴公子－－聖風貴族學院理事長的兒子，暮神少風！
真是不、可、原、諒！他多金、他帥氣、他有才華……關她屁事啊！？那可是她最珍貴的初吻，他怎
麼可以在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之下把它奪走！
「從今天開始，妳就是我的女朋友！」

什麼！？他在說什麼鬼話！？他們還沒有熟到這程度吧？再說，他幹嘛放著聖風學院一大群漂亮的女
生不追，跑到對面的小學校來招惹平凡的她啊？不行！這怎麼看都不是一個好兆頭！她月色緋雪只想
當一個平凡的中學生，為了以後平靜的生活著想，她最好腳底抹油，有多遠就離這惡魔多遠！！

花漾學生會（全3冊）　　綠草如茵．著 單色平裝　尺寸：16.5X23.5cm　 定價：220元/本

當紅超人氣偶像歌手──舞蘭心有個大秘密！有著一張圓圓的臉蛋和一雙圓滾滾大眼
睛的她，看起來就像是個可愛的小天使。所以即使她不打歌、不拍廣告、不上通告，
舞跳得同手同腳，歌唱得讓人睡覺，仍是被少男們奉為心目中的女神，紅得不得了！
但是，今年十六歲，本名凌珊珊，就讀青中一年級的她，在現實中，其實是個不折不
扣的「醜小鴨」！不但頂著一個西瓜皮的髮型，還戴了一副黑框眼鏡，整個人看起來
灰暗再灰暗，毫無存在感，跟「偶像」完全扯不上半點關係！尤其是一顆腦袋還超級
不靈光，考試滿江紅，讓各科老師是頭痛不已。就在她準備要被老師們當掉、留級之
際──「需要我幫妳特訓嗎？」俊帥霸氣、品學兼優，綽號「冰山王子」的青中學生
會長韓磐石，竟然主動要幫她補習！？Oh，媽媽咪呀！天天面對這個超喜歡「舞蘭
心」的帥哥學生會長，一顆心怦怦跳個不停，這到底是她的幸……還是不幸咧？

平凡女孩大變身──醜小鴨也可以變身成超人氣美少女！
不只功課要加油，戀愛也要ING！

105126
3.偵探甜心

105124
1.變身甜心

105125
2.騎士甜心

120001 /120002 /
120003（三冊不分售）

每一個人都有多重身分，為了使命，都是人生路上的最佳「偽裝者」…… 
他，時而狡黠如狐敏捷似劍，時而乾淨如水溫暖似光，遊走在黑白之間。
她，為了家族延續權霸一方，看似擁有一切，卻時刻在害怕失去。
他，層層偽裝，對最親近之人亦不曾袒露過真心，身不由己浮沉於亂世中……
家國、愛恨，裡外掙扎；親情、正義，兩面擺盪；他們被亂世牽引著、誘惑著，追逐著未知的明日，
付出一切換來的──會是毀滅還是重生？

諜影重重，世家權謀，凌厲殺機處處暗藏；風聲鶴唳，亂世奇情，危險關係步步誘惑──
‧金牌編劇作家／張勇‧ 諜戰推理劇‧影視劇本小說
胡歌、靳東、王凱……等《瑯琊榜》原班人馬製作演出

偽裝者　　　　張勇．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840元/套

影視劇本小說

重生之名流巨星　　　　青羅扇子．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560元/套

120004 /1200005
（二冊不分售）

劫後重生的驚喜過後，他的人生還得繼續。
不是棋高一著，旗開得勝，就是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他賭上一切，只為重新站上那個光華燦爛炫目的舞台，他傾盡一切，只為走上復仇之路，
只為宣告這個世界──
他，杜雲修，回來了。

網路總點擊破2億　曾以最少字數，創下兩岸三地最令人震驚的奇跡紀錄──
各大文學網/作家/版權代理人/造型師/電視主持人 跨界一致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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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1000元/套

106355 / 106356
106357 / 106358
( 四冊不分售 )

她是斷案如神的刑偵隊隊長，亦是野戰突襲、
特種訓練專家。然而，一塊詭異的黃金八卦
盤，卻將她帶入異世──
當她醒來時，已成為一件禮物，被送進以武為
尊的將軍府，面對的是威震六國的冷面戰神，
亦是手握兵權的鎮國將軍。兩人棋逢敵手，針
鋒相對，斷案、練兵、夜襲、剿匪、巷戰、反
恐、海戰輪番上演，她玩得風生水起，他卻有
些招架不住，一次又一次交手之中，烽煙再
起，戰火紛飛，今朝贏得戰爭，卻恐淪陷了真
心……

錯嫁良緣二部曲／一代軍師（全4冊）　　淺綠．著

烽火淬鍊之熱愛大作～戰火越演越烈，愛火也越燒越旺！
萬千書迷引頸期盼，各大網書好評推薦五顆星
穿越愛情經典《錯嫁良緣》‧萬眾矚目完美二部曲！
現代女特警＆古代飛虎隊／真心&謀略的跨時空攻防戰
烽煙再起，戰火紛飛中，她已然將心遺落在他身上……

錯嫁良緣首部曲／錯嫁良緣（全3冊）　　淺綠．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750元/套

身為近年來最年輕的主檢法醫，聰明、美麗、冷靜、專
業的卓晴前途不可限量，但是，這一切都被一場離奇的
穿越給破壞了──
初到古代，她面臨的第一個挑戰竟就是出嫁，先是被當
成禮物進貢給一國之君，後又被轉而賞賜給功績彪炳的
宰相爺，這樣侮蔑人權的遭遇，令她這個現代新女性萌
生逃亡念頭。
偏偏，她這個宰相夫婿不是個簡單的角色，無論她怎麼
逃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還被捲入諸多離奇怪案中。萬
幸的是，三從四德她不會，解剖驗屍卻是她的專長，但
這樣的怪異專長，卻也令她陷入更大的風波之中……

刷新排行榜紀錄 創下噹噹網史上銷售奇蹟　令億萬讀者為之沉迷‧最經典穿越愛情代表作──
現代女法醫＆古代名相／古今愛情＆智慧的角力
一生一世一雙人，今朝錯嫁，只為與你共結良緣……

106352 / 106353
106354
( 三冊不分售 )

法老的寵妃（全5冊）　　　　悠世．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1100元/套　220元/本

埃及的眾神啊，請保護我的靈魂，讓我能夠飛渡到遙遠

的來世，再次把我帶到她的身旁。

就算到了來世，就算已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我和她，以

生命約定，再相會亦不忘卻往生……

艾薇原本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英國侯爵的女兒，卻因為
一只哥哥所送的黃金鐲，意外地穿越時空來到了三千年
前的古埃及，而那只黃金鐲就此消失無蹤。艾薇想，既
然來到了埃及就該有個埃及的名字，便調皮地借用了古
埃及著名皇后的名字——「奈菲爾塔利」。
驚奇的事情一樁接著一樁，來到了古埃及的艾薇，竟還
遇上了當時的攝政王子——拉美西斯……甚至他竟想要
娶她當妃子……她竟然就這麼成為了真正的「奈菲爾塔
利」！？歷史似乎漸漸偏離了原本的軌道，正往未知的
方向前進……

足以媲美「尼羅河女兒」的曠世鉅作，超過十萬讀者五顆星推薦
穿越時空的動人愛情，絕對讓你震撼到落淚的真摯情意……

106347 / 106348 
106349 / 106350
10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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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55
一代軍師1

106352
錯嫁良緣1

106347
首部曲(上)
初見底比斯

106348
首部曲(下)
卡疊石之戰

106350
終結篇(上)
重返尼羅河

106349
二部曲
荷魯斯之眼

106351
終結篇(下)
最後的賭注

106356
一代軍師2

106353
錯嫁良緣2

106357
一代軍師3

106354
錯嫁良緣3

106358
一代軍師4

【2016新版加贈】

        全新番外別冊

【2016新版加贈】

        全新番外別冊

2016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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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106345
3.天下第一聘

她有個嬌滴滴的名叫「妖嬈」，卻偏生穿越到了個女將軍身上！
人家一醒來都是在芙蓉暖帳、雕樑畫棟裡頭，她卻是在軍營裡被挖
醒，而且一醒來便急著逃難，只因大批敵軍來襲，不逃便會沒了小
命！
正當她慶幸自己逃出生天時，自家將士竟和敵軍串通，反過來要逼害
她！她心一橫跳下懸崖，雖死中求生，卻也摔傷了腿，落入人販子的
手中，為了避免落入悲慘命運，她只得使計讓自己成為一世家子的姬
妾，又為了日後的光明前途，決定當個「另類寵姬」，不靠「身體的
勞動」過活，而是靠做「腦力服務業」得寵，獻計協助她的衣食父母
混出個名堂來——
豈料，這麼做的結果，不只讓她名義上的夫君鹹魚翻身，她的身價也
跟著水漲船高，更因此榮獲年輕有為的相國大人「欽點」，希望她能
「跳槽」到他府上，從此貼身「諮詢」！？

神姬妙相（全3冊）　　萌晞晞．著

威風女將落難，歪打正著，化身史上幫夫運最旺之「小心姬」——
小小女姬誓要力爭上游、改頭換面，卻意外招惹上朝廷最「生猛」的大人物！？
當當網、中國亞馬遜暢銷排行榜新銳 萌晞晞 巔峰新作

106341
1.女姬當自強

106343
2.相爺請息怒

失寵王妃（全4冊）　　滿城煙火．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帝王賜婚，嫁予此生至愛，她原本以為人生將就此圓
滿，卻沒想到，苦難之路，這才是剛開始而已！王府深
院，諜影重重，處心積慮想要剷除她的人數都數不清，
再加上對她絲毫不珍惜的夫君……要不是有那個身分神
祕的蒙面黑衣男子時不時送來的呵護支持，她絕對撐不
了這許多日子！
而就在她心灰意冷，決定親見龍顏，求得一紙休書的同
時，卻意外發現，那個給她溫暖的蒙面男子，竟然就是
她朝夕相對的無情枕邊人……

皇位之爭＋愛情之戰＋妖女傳說＋真鳳傳言＝今冬最虐長卷
新浪人氣作家★滿城煙火★傾情打造頂級新作
生在帝王家，總是身不由己，心不由己……
處於亂世中，卻是愛也無奈，恨也無奈……

106346
4.三年之卷

106340
1.花燭之卷

106342
2.離合之卷

106344
3.遺忘之卷

106331
1.不是美男
  不上門

106335
3.打包塞進
  花轎裡！？

106333
2.甩了夫君
  出牆去

106337
4.本妃自有妙計

千金選夫（全5冊）　　薇諾妮卡．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無憂無慮無大志，蕭涵本是現代的花樣青春高校生，不求大富大貴，最
大的嗜好便是「鑑賞」天下美男！
一場意外，她陷入昏迷，甦醒過來，竟一下成了嬌滴滴的相府千金，身
邊自此「絡繹不絕」地出現一個又一個難纏的美男，她只得使出「現代
好女三十六計」來迎戰──
她俏皮，天天和當朝冷酷俊美的璟王爺鬥嘴，簡直一對歡喜冤家；她任
性，表哥宇文皓卻對她無限包容寵溺，一副非她不娶樣；她聰明，一眼
被邪魅無比的烈焰王帝看中，硬要她做他的王妃……
連番轟炸而來的古代美男軍團，讓蕭涵直呼吃不消想回家，但是一位
高人卻告訴她，一定要在這古代了結一段緣！這讓她忍不住頭疼三百
遍……
這三個看起來都優到不行卻又「嬌生慣養」的男人，到底誰才是她命中
注定的緣？而這必須「三選一」的「選夫方案」，帶來的究竟是「良
緣」，又或者是「孽緣」……

美男一個剛剛好，太多吃不消！？戰帖未出，眾家美男便不請自來猛出招……
小女子受不了呀受不了！
穿越好文遇好男～紅袖添香言情作家經典之作‧好女必看！

106339
5.海皇的假冒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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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冬

惡姊當家（全3冊）　　風滿渡．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命不該絕，所以必須穿越重生，這一點她認了，但好人名額有限，她只
能選擇當壞人，這……這算是哪一招？要知道，連續劇裡的壞蛋，可都
是沒有什麼好下場的啊……
算了！既然改變不了既定的命運，那她便順應時勢，使壞到底，就從欺
負她那個不同父也不同母的妹妹開始……相信憑著這一顆硬是比別人多
活了一世的腦袋，她絕對能夠混得風生水起，成為史上最呼風喚雨的超
級大惡女！

人說：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其實一肚子壞主意的女人同樣讓人愛到骨子裡......
人氣作家風滿渡最新巔覆鉅作，絕對讓你繼.續.不.淡.定！

106330
3.美女配「野獸」

106326
1.以惡服人

106328
2.女大不中留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聖女（全3冊）　　惜之 ．著

106322
(下)新生之卷

106318
(上)浴火之卷

106320
(中)涅槃之卷

別人不懂，他不會不知，她這曾經倍受寵愛的金枝玉葉
淪落到今日這般窘境，是遭遇過多少磨難，他怎能落井
下石，逼得她這樣的孤女為他放棄好不容易盼來的安
定？和親西番，安然活命的機會是零，他決定只要她點
頭，他便不顧一切帶她逃離，就算是皇命在上，他也無
懼……

★最「虐」的古風經典★　鳳凰浴火，聖女降世，得聖女者得天下！
當傳說再起，動人心弦的情感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血與淚……
眾編輯擦眼淚推荐，天后惜之曠世鉅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106329
5.重生之舞

他是權傾朝廷的太子，她是他新敕封的太子側
妃，兩人的糾葛，起因於她殺了他心愛的女
人；他是被迫裝瘋賣傻的世子，她是曾對他手
下留情的刺客，兩人的祕密，起因於那一夜一
個無心的吻；他是偶然巧遇的鄰國太子，她是
鬥爭裡被左右的棋，兩人的相知，起因於一曲
琴音慢舞……
投生亂世，她只想掌控自己的人生，獲得自
由，然與這三個男子相遇，卻讓她身不由己地
落入這場局，直至越陷越深──

舞傾城（全5冊）　　金鉑鉑 ．著

為了生存，為了脫離命運，面對身邊親近的人，她必須做出選擇，包括拯救，或是殺滅……
棋逢敵手的太子、惺惺相惜的世子、深情守護的知己──誰才是最終陪她舞完一曲的那一個？

106321
1.血染之舞

106325
3.危機之舞

106323
2.抉擇之舞

106327
4.分離之舞

106332
1.命數難違

106334
2.深仇難解

106336
3.暗箭難逃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20元/本

106338
4.神鬼難測

她來自國家安全局第九行動處，人稱攻無不克、戰無不
勝的Ａ級特工，是以，從二十一世紀落入這勞什子時
空，她依舊冷靜自持。
是以，突襲太子、絞殺皇妃等各種血腥手段，她做來面
不改色。唯獨……唯獨面對這個炎赤國三皇子時，她竟
沒辦法淡定如常！
他留她一條性命，她保他五年無憂，他們之間的關係僅
僅是這樣的一場交易，她怎麼能因為他給了她兩世從未
有人給過的小小溫暖，就忘了冷血無情才是一尾毒蠍該
有的作風！？

美人如蠍（全4冊）　　楊佳妮 ．著

她是淬了毒的美人蠍，嬌媚迷人，膽敢觸碰，就要有命喪九泉的心理準備……
～繼《超異能皇妃》後，迷小說新星楊佳妮又一無法抗拒的白金級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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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非原－－知名警界精英的獨生子，首屈一指的王牌律師，腦中update了各大刑案記錄的人形電腦。
他，曾經是一抹耀眼的藍，她，卻讓他的藍染上了一層灰，因此－－「有法律問題需要諮詢嗎？先去
櫃檯登記……」當他選擇用這番話當作兩人重逢的招呼語，她也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然而，一名罪案專家之死，一樁樁令人髮指的碎屍案，卻讓他們無法再繼續保持陌生，因為，唯有發
揮兩人那自小培養而出的默契，才能揪出那隻躲藏在隱蔽之處的黑暗之手……

變態殺人犯故技重施，警界霸王花連小元&人形電腦藍非原 決定強強聯手，
至於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恩怨情仇」，他們只能關起門來「私下解決」……

114038 / 114039
(兩冊不分售)

貪藍無厭（全2冊）　　　　阮笙綠．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500元/套

對其他人來說，她是百年難見的畫壇小神童陳小惜；對陳夙願來說，她卻是天下絕無
僅有，他珍而重之的「阮惜」……也因此，無意間在別人的桃色影片裡看見她時，他
才會如此失控爆走！
這算什麼？報復他對她的狠心絕決嗎？她難道不知道，送走她，是他用來保護她的方
式，至於那個骯髒污穢的漩渦，他只打算自己一個人去闖，因為，讓她一世安好是他
跟「那個人」的約定，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十七歲的告白或許是無知，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從不屑回憶往昔的我，
總是會想起妳那雙純真的眼睛……
虐戀達人阮笙綠，給你熱辣辣的青春，最心痛痛的記憶……
萬千讀者表示：阮大神，求您高抬貴手吧！

114037
<下> 情願‧珍惜‧
       殘酷的別離

阮小姐，妳好嗎（全2冊）　　阮笙綠．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114036
<上> 情願‧珍
惜‧宿命的重遇

以為這是一紙平等互惠的契約，沒想到自己卻是他用來復仇的工具……

憑心而論，她的初衷並不是那麼光明遠大，傾盡全力想要成為全民女神，純粹是為了
配得上她心心念念的「那個人」。
誰知道，命運會在中途亂了套，魂牽夢縈的身影變得愈來愈模糊，與她同一陣線的
他，成為她唯一想要倚靠！
她該如何說服自己，兩人之間只有契約與交易，他的心中另有其人，從來就容納不下
她……

史上最強女神打造計畫啟動，當麻雀變身鳳凰，一場驚天風暴也跟著醞釀完成……
《男神偵訊室》作者阮笙綠優雅回歸，這回不玩凶殺了，來談場虐虐的戀愛吧……

114035
女神養成記 下

114034
女神養成記 上

女神養成記（全2冊）　　阮笙綠．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茶几底下的男人一張臉血肉模糊，他瞪大的眼睛直視著的地方，赫然寫著兩個血紅的
字－－報應。
都說酒能誤事，真是天殺的一點都沒錯！！！一覺醒來，她的前任男友成了一具冰涼
的遺體，而跟他待在同一個房間的她，理所當然地成了殺人的頭號嫌疑犯！凶手替天
除害，是很有正義感沒錯，但嫁禍給她這件事就讓她有點意見了……
她決定了！為了洗脫罪嫌，她必須化身超級橡皮糖，緊緊地巴著這個王牌刑警，希望
他能看在兩人往昔那段孽緣的情面上，早日還她清白……

★一樁樁古怪離奇的凶殺案件★一次次臉紅心跳的破案過程★
演藝圈偽女神 攜手 警界真男神 打造史上最強刑偵羅曼史
唐警官表示：辦案的同時，也要將浪漫進行到底……

114033
男神偵訊室 下

114032
男神偵訊室 上

男神偵訊室（全2冊）　　阮笙綠．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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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冬經典套書

三世守護系列　　　　惜之．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660元/套

▋一世莫愛

▋二世啞情

▋三世泣戀

119001 一世莫愛
119002 二世啞情
119003 三世泣戀

給她取名為「莫情」，就是要她忘卻人間情愛，讓她心中只剩仇恨，成為殺人機器——她知道要狠下
心殺他償命，但，為什麼，那不共戴天的世敵眼中一絲熟悉的溫暖，竟讓她揪心不已……

這一世，她的苦似乎沒有少一點……
上天讓她從仙子變成啞女，受盡人世的折磨，不僅剝奪了她的幸福，還奪走了她的聲音……眼看著愛
人的眼光飄向別處，她卻有愛無法言，有苦說不出……
這莫非是上天對他們最沉痛的懲罰！？

感謝皇上指婚，她終於可嫁給心儀已久的他，那個在樹林裡偶遇，便令她無法忘懷的男子。他說過一
定會找到她，縱使跨越三世……
可為何大婚之日，他竟讓她獨守空閨到天明？還把她安置在鬧鬼的冷宮？她到底做錯什麼？每天讓她
挨餓受凍，哭到蠟炬成灰……

催淚人氣作家　惜之成名大作　糾心纏綿的情節，濃烈深重的渲染力
一段天上的因緣糾葛，牽引三世不滅情緣，苦過一世、痛過二世、心碎過三世……
當再有下一世，我們終將有──生生世世……

▋Ⅰ黎明之祈

▋Ⅱ帝國之光

▋Ⅲ天使之淚

119004 黎明之祈
119005 帝國之光
119006 天使之淚
（三冊不分售）

她是尊榮的公爵之女，富貴顯赫；亦是帝國裡的高級軍官，冷面驍勇。極少人知道，在她極端不凡的
血液裡，流淌著的是對現實的悲嘆，與亟欲掙脫桎梏的期盼……
他是貧民窟裡的臭蟲，卑微低賤；亦是反叛黨的最高領袖，勇猛頑強。極少人知道，在他極致污穢的
身軀裡，深藏著的是對階級的無奈，與帶著她遠走高飛的渴望……
兩條最美的靈魂，相遇在最崩壞的年代，當命運輪盤轉動，他們將迎來永恒的黑暗抑或黎明的曙光？

他因愛她而死，卻被解禁靈魂，賦予了全新的生命！為了扭轉乾坤，握住權力之杖，他拿鮮血開路，
成為權傾天下的執政者，但那朵美麗的薔薇，卻在他一無所知的時候悄然凋零……
她因救他而亡，卻被封印靈魂，更換了完好的軀體！誰知命運難違，平凡安穩終究遙不可及，她因一
雙紅眸，成了人人喊打的魔女，而那個偉岸的依靠，則在她不知不覺間攀上了帝國的最高峰……
他們同樣經過血的淬練，在神靈創造的奇跡中破殼重生，當錯身那日，心能否依舊為彼此而跳動？

修納很清楚，自己的出現太過衝動，讓她身陷險境，一旦紅眸魔女被擒獲的消息傳播開來，她必將化
為灰燼。他該如何才能讓人知道，那不是魔女！那是天使！她柔軟的胸房裡從來沒有禍心，只有對他
的無私奉獻……
奧薇很清楚，自己的存在是個麻煩，令他倍感棘手，一旦帝國執政官被蠱惑的消息散布開來，他必將
失勢倒台。她該如何才能讓人知道，那不是蠱惑！那是真愛！他的悖離民意並非因為愚昧，而是對她
的始終如一……
當全世界都強烈反對，他們最終的結局是彼此相屬，還是一起走向毀滅？

☆黑暗時代血與火的愛情傳奇，被譽為「軍版羅密歐與茱麗葉」，言情史上最磅礡虐心之作☆

薔薇之名　　　　紫薇流年．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750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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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許諾，傾三生（全2冊）　　時起雲．著

綺戶重閣（全3冊）　　時起雲．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500元/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750元/套

119010

猶記得那夜與她寢榻纏綿曾許諾，她卻在幽冥道上毀約。
是怎樣的恨，直到死了，還要心心念念？
從來，沒有人，沒有神，也沒有靈，敢在幽冥道毫無顧忌，放肆而為，
而他，為了她，不顧自身元神損壞，也要放手一搏！
三世輪迴，他不惜毀天滅地，只為奪取那顆專屬於他的真心！

她不懂，他一心認定她是皇后派來的細作，意圖一舉將
他拉下太子的寶座，為何又要上演一齣執子之手的戲
碼，讓她芳心暗動……
她更不懂，他分明已有迷戀非常的侍姬，連大婚之夜都
踏不出偏殿的溫柔鄉，為何又非得要她身心靈都臣服於
他，用盡任何手段……
垂簾暖帳，承歡聖寵，有誰能夠告訴她－－在這重重的
禁宮內苑，除了慾望與征服，可有一絲一毫真真切切的
情意……

世界可以再小一點……
第一天上班就被車撞，理直氣壯地咆哮完肇事者後，發現對方竟是她直屬上司！？叫她以後在公司要
怎麼混？好在人家大度，只讓她在被號稱工作狂人的他後頭，作個忙死人不償命的小助理而已……
這男人到底是何方神聖！？了解越多，謎團也越多。跳個國標舞，感覺竟像在做愛？技術果真爐火純
青到這地步！？近來滾床單，都流行配個性怪癖＋性道具嗎？這個令她春夢連連的魅力謎男，她究竟
是要斬斷情絲就此收手，還是義無反顧的徹底淪陷？

悅閱小說市集Ｘ耕林出版社 聯手打造　2016全球華文情慾小說大賞 勇奪銀賞作品
驚心動魄的追尋，血脈僨張的情慾，鋪就而成扣人心弦的三世情愛……

帝王之家，或有榮華富貴，亦有不測之禍，
她這隻豢養在閨閣之中的小白兔啊……該如何在虎口中尋覓出生存之道？
2016全球華文情慾小說大賞　銀賞作家 時起雲
繼《君許諾，傾三生》後最新力作　帶你一窺後宮最不為人知的祕密……

悅閱小說市集Ｘ耕林出版社 聯手打造　2016全球華文情慾小說大賞
人氣作者 十二夜　傾心打造東方版《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無法招架的另類性愛　想愛又不敢愛的內心世界

119007 / 119008
（上下不分售）

119013 / 119014
119015
（三冊不分售）

色慾（全1冊）　　十二夜．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華文情慾小說

119013
1.慾之卷

119014
2.離之卷

119015
3.淚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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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09

119011

「拜託妳，上我吧！」惡魔一出現，就這樣紅著臉對她說。
她一個普通再普通的女孩，只不過是因為失戀了在房間喝喝悶酒，居然在迷茫中讓她召喚出一隻惡
魔！只是等等……這位威風凜凜的惡魔先生說什麼？上了他！？
老天爺，為何她運氣這麼差，別人可以撿到許願神燈，她卻召喚到一隻孫悟空屬性的惡魔，而且這隻
的緊箍咒還不在頭上，而是在非常重要的某部位上……
陸允生疑惑：「原來惡魔有雞雞？」

某惡魔暴跳：「什麼話！妳才沒雞雞，你們該死的人類都沒有雞雞！」

陸允生正經：「我本來就沒有雞雞。」

咳……總之，就是一個變態惡魔被迫成為一百年小白臉的故事。

她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演員，不敢奢望能成為巨星，更不願因圈子中的潛規則而沉淪，直到她二十
歲生日那天，一個惡意的陷阱，終究讓她陷入身不由己的愛慾漩渦之中，愛不得、不能愛、不敢愛，
於是，她只能放縱壓抑的慾望來麻痺自己，告訴自己，這不是愛，只是一場激情的交易……
※不要被虐虐的文案騙了，其實是兩個天然呆有點傻白甜的搞笑故事，無誤！

悅閱小說市集Ｘ耕林出版社 聯手打造　2016全球華文情慾小說大賞
人氣作者 阿漪　最萌辣輕小說
100%臉紅心跳＋100%惡趣味＝200%的破錶閱讀新體驗！

悅閱小說市集Ｘ耕林出版社 聯手打造　2016全球華文情慾小說大賞
人氣作者 黑白劍妖　非典型總裁包養作
PTT鄉民大推：天然呆＆傻白甜……激情地搞笑無誤！

百年紳士（全1冊）　　阿漪．著

默盼君歸處（全1冊）　　黑白劍妖．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119012

吃飽，還要吃巧。美食、美色，都是男人的最愛。

挑情動慾的靈魂碰撞，一場場難忘的成人饗宴，就在深夜食堂祕密展開……

許多東西一旦捨棄了就找不回來了，特別是，丟失了的心。
愛上一個男人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地想下廚為他燒飯做菜。
我曾經也是這麼想的，直到我愛的男人背叛離開了我——
我開始做菜給很多男人吃，但我誰也不愛。
男人們帶著他們的故事來到我的深夜食堂，再帶著他們的故事離開。
我以為是我在療癒他們，卻又感覺是在自我療癒。
在他們的人生故事裡，我漸漸清晰地看見自己的生命……
付出，獲得。
相信，失望。
料理，生活。
男人與女人，帶著美食記憶的故事，夜夜在這座城市裡上演──
今晚，你想吃哪道菜呢？

以慾佐情；活色生香　30處傷痕， 佐以30道誘人料理，30個情慾&療癒故事。
姊妹淘、女人迷、臉紅紅、真愛橋　網路人氣專欄作家　艾姬
療傷系情慾都會小說

醉愛深夜食堂（全1冊）　　艾姬．著 單色平裝　尺寸：15X21cm　 定價：250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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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類
編碼 書名 作者 定價 備註

瘋小說
113045 妖怪都市 1NO.1 妖界管區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46 伊人難為 6王牌總要最後出 銀千羽 220 元

113047 妖怪都市 2妖界發燒星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48 暴力仙姬 1水之卷 峨嵋 250 元

113049 妖怪都市 3驚世暗夜組合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50 暴力仙姬 2木之卷 峨嵋 250 元

113051 妖怪都市 4翻天逆轉勝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52 暴力仙姬 3土之卷 峨嵋 250 元

113053 零級魔妃 (上 )史上最強的弱雞！？ 糖蘇蘇 250 元

113054 暴力仙姬 4火之卷 峨嵋 250 元

113055 零級魔妃 (下 )偉大的自省計畫 糖蘇蘇 250 元

113056 暴力仙姬 5金之卷 峨嵋 250 元

113057 天縱 1踢飛鳳凰當老大！ 楓飄雪 250 元

113058 伊人難為二部曲 1來找麻煩就打爆 銀千羽 250 元

113059 天縱 2詭異得要命的學院 楓飄雪 250 元

113060 妃毒不可 1毒毒毒，毒翻你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61 天縱 3靈獸是多多益善 楓飄雪 250 元

113062 伊人難為二部曲 2誰來找碴就踢飛 銀千羽 250 元

113063 天縱 4不能惹的超級組合 楓飄雪 250 元

113064 妃毒不可 2一二三，石頭人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65 天縱 5史上最強人氣王 楓飄雪 250 元

113066 伊人難為二部曲 3上門踢館就毒昏 銀千羽 250 元

113067 天縱 6最佳腹黑情侶檔 楓飄雪 250 元

113068 妃毒不可 3翻天地，生死別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69 七煞福姬‧上卷 煞星降世 青墨煙水 250 元

113070 妃毒不可 4血劍出，敵人倒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71 七煞福姬‧下卷 末日之戰 青墨煙水 250 元

113072 伊人難為二部曲 4敢來陷害就反撲 銀千羽 250 元

113073 天縱二部曲 1華麗麗回歸之路 楓飄雪 250 元

113074 妃毒不可 5人上人，非常人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75 天縱二部曲2王者甦醒，威武！ 楓飄雪 250 元

113076 伊人難為二部曲 5來偷挖寶就 KO 銀千羽 250 元

113077 天縱二部曲 3強者要有強心臟 楓飄雪 250 元

113078 妃毒不可 6前世因，今世果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79 天縱二部曲 4天團登陸初體驗 楓飄雪 250 元

113080 火爆妖夫 1汪！犬大爺駕到！ 周玉 250 元

113081 天縱二部曲 5上天下地大追擊 楓飄雪 250 元

113082 伊人難為二部曲 6不夠好玩就不理 銀千羽 250 元

113083 天縱二部曲 6反攻神界終極戰 楓飄雪 250 元

113084 火爆妖夫 2嗷！犬大爺就是王道！ 周玉 250 元

113085 萌霸天下 1夜黑風高撲虎去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86 火爆妖夫 3轟！打倒 BOSS 大作戰 周玉 250 元

113087 萌霸天下 2混水摸魚攻防戰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88 伊人難為二部曲 7不是對手不入眼 銀千羽 250 元

113089 萌霸天下 3來勢洶洶大師兄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90 火爆妖夫 4嗚！躺著也中槍！ 周玉 250 元

113091 萌霸天下 4誰比誰的道行高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92 火爆妖夫 5喔！請賜我解藥！ 周玉 250 元

113093 萌霸天下 5超級任務大考驗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94 火爆妖夫 6呼！逆天計畫大啟動 周玉 250 元

113095 萌霸天下 6深入虎穴享受去 一世風流 250 元

113096 火爆妖夫 7喝！救世英雄犬來也 周玉 250 元

113097 花漾魔尊 1魔尊大人「失身」了！？ 九鷺非香 250 元

113098 伊人難為二部曲 8新仇舊恨一起算 銀千羽 250 元

113099 花漾魔尊 2冷面魔尊猛放電 九鷺非香 250 元

113100 伊本無淚 1裝草包是我的強項 銀千羽 250 元

113101 花漾魔尊 3魔尊快來救救我！ 九鷺非香 250 元

113102 護心 1上古妖龍特腹黑 九鷺非香 250 元

113103 伊本無淚 2算計人是我的天賦 銀千羽 250 元

113104 護心 2找個真龍好相公 ！？ 九鷺非香 250 元

113105 伊人難為二部曲 9清掃家門不手軟 銀千羽 250 元 ★

113106 護心 3好龍不怕火來燒 九鷺非香 250 元 ★

113107 護心 4嗆愛真龍保衛戰 九鷺非香 250 元 ★

編碼 書名 作者 定價 備註

玄小說
118001 絕對零度 1飛天 樊落 250 元

118002 絕對零度 2魚藏 樊落 250 元

118003 絕世女天師 1SOG 特別行動部 楓飄雪 250 元

118004 絕對零度 3旱魃 樊落 250 元

118005 絕世女天師 2神器之印 楓飄雪 250 元

118006 絕對零度 4判官 樊落 250 元

118007 絕世女天師 3神魔封印 楓飄雪 250 元

118008 絕對零度 5降頭 樊落 250 元

118009 絕世女天師 4通天神塔 楓飄雪 250 元

118010 絕對零度 6司南 樊落 250 元

118011 絕世女天師 5絕世大逆轉 楓飄雪 250 元

118012 推理筆記 1 1 ／ 2 靈感應偵探 早安夏天 250 元

118013 推理筆記 2狐妖殺人事件 早安夏天 250 元

118014 推理筆記 3死神遊戲 早安夏天 250 元

118015 推理筆記 4超自然犯罪聯盟 早安夏天 250 元

118016 絕對零度二部曲 1洛神 樊落 250 元

118017 推理筆記 5末日計畫 早安夏天 250 元

118018 推理筆記 6超時空不思議犯罪 早安夏天 250 元

118019 絕對零度二部曲 2太歲 樊落 250 元

118020 紅色犯罪師 1幽靈迷蹤 早安夏天 250 元

118021 絕對零度二部曲 3懸棺 樊落 250 元

118022 紅色犯罪師 2荒狼危機 早安夏天 250 元

118023 絕對零度二部曲 4自梳 樊落 250 元

118024 X 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 1 小佚 150 元 ★

118025 絕對零度二部曲 5奇門 樊落 250 元 ★

118026 X 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 2 小佚 250 元 ★

118028 絕對零度二部曲 6兵解 樊落 250 元 ★

118029 你有權保持沉默 (上 ) 桃桃一輪
500 元

★

118030 你有權保持沉默 (下 ) 桃桃一輪 ★

118031 左不過高冷罷了 (上 ) 桃桃一輪
500 元

★

118032 左不過高冷罷了 (下 ) 桃桃一輪 ★

萌小說
117001 琉璃砂（上） 靈雪 250 元

117002 琉璃砂（下） 靈雪 250 元

117003 法師的小蘿莉 (上 )
青行灯 500 元

117004 法師的小蘿莉 (下 )

117005 琉璃砂二部曲 天誅玉（上） 靈雪 250 元

117006 琉璃砂二部曲 天誅玉（下） 靈雪 250 元

117007 愛情甜甜圈 輕寒 250 元

117008 王子騎白馬 Blue 安琪兒 250 元

117009 啟動吧！拯救天使計畫 歐若 250 元

117010 歡迎光臨，穿越時空學院 韓雪燕 250 元

117011 王子殿下的戀愛指令 綠草如茵 250 元

117012 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 1 塗鴉貓 250 元

117013 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 2 塗鴉貓 250 元

117014 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 3 塗鴉貓 250 元

117015 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 4 塗鴉貓 250 元

117016 惡魔王子戀愛中 貓可可 250 元

117017 呆萌系假面王子 殷小妍 250 元

拉芙兒
105007 我的撒旦王子 千草 250 元

105009 我的野蠻鄰居 千草 250 元

105019 路西法王子 貓可可 250 元

105030 野蠻王子宅急便 貓可可 250 元

105034 三月的騎士 1 銀千羽 200 元

105035 豆芽菜公主 伊藤非 250 元

105037 三月的騎士 2 銀千羽 200 元

105044 三月的騎士 3 銀千羽 200 元

105048 三月的騎士 4 銀千羽 200 元

105054 純愛惡勢力 1 貓可可 200 元

105055 純愛惡勢力 2 貓可可 200 元

105057 純愛惡勢力 3 貓可可 200 元

★ 2016 年 7 月以後發行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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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錄
編碼 書名 作者 定價 備註

拉芙兒
105058 死神的公主 1 銀千羽 200 元

105059 純愛惡勢力 4 貓可可 200 元

105060 死神的公主 2 銀千羽 200 元

105062 死神的公主 3 銀千羽 200 元

105066 人魚王子的玻璃鞋 貓可可 200 元

105072 黑執事王子１ 銀千羽 200 元

105074 黑執事王子 2 銀千羽 200 元

105075 王子的第一份禮物 貓可可 200 元

105076 天使的轉世約定 妮巧兒 200 元

105078 甜蜜約定進行曲 塗鴉貓 200 元

105079 我的長髮達令 貓可可 200 元

105083 黑執事王子 3 銀千羽 200 元

105084 超級偶像學園 1 貓可可 200 元

105086 黑執事王子 4 銀千羽 200 元

105087 超級偶像學園 2 貓可可 200 元

105088 超級偶像學園 3 貓可可 200 元

105091 超級偶像學園 4 貓可可 200 元

105092 告白天使大作戰 貓可可 200 元

105094 愛情拉鋸戰 1 塗鴉貓 200 元

105095 腹黑王子的戀愛魔咒 艾維 200 元

105097 金色禁獵區 1 銀千羽 200 元

105100 金色禁獵區 2 銀千羽 200 元

105102 愛情拉鋸戰 2 塗鴉貓 200 元

105103 超級偶像學園 5 貓可可 200 元

105105 金色禁獵區 3 銀千羽 200 元

105109 金色禁獵區 4 銀千羽 200 元

105110 超級偶像學園 6 貓可可 200 元

105112 畢史尼斯學園 1 伊藤非 200 元

105116 金色禁獵區 5 銀千羽 220 元

105120 畢史尼斯學園 2 伊藤非 220 元

105122 貴公子的惡魔宣言 七日葉 220 元

105124 花漾學生會 1變身甜心 綠草如茵 220 元

105125 花漾學生會 2騎士甜心 綠草如茵 220 元

105126 花漾學生會 3偵探甜心 綠草如茵 220 元

105127 畢史尼斯學園 3 伊藤非 220 元

迷小說
106292 換妃 2記憶的真相 依秀那答兒 220 元

106294 換妃 3相知不如相忘 依秀那答兒 220 元

106295 本王在此 1鳳凰落難 九鷺非香 220 元

106296 本王在此 2鳳凰天劫 九鷺非香 220 元

106298 換妃 4陌路相逢 依秀那答兒 220 元

106300 換妃 5荊棘重重 依秀那答兒 220 元

106301 朕的笨丫頭番外 1替身太子妃 度寒 220 元

106302 朕的笨丫頭番外 2爆衝美人兒 度寒 220 元

106304 換妃 6至死不渝 依秀那答兒 220 元

106305 朕的笨丫頭番外 3新一代戰神 度寒 220 元

106307 女相傾國 1娶個世子當靠山 !? 夜初 220 元

106308 朕的笨丫頭番外 4太子的逆鱗 度寒 220 元

106309 女相傾國 2超激四角戀情！？ 夜初 220 元

106311 女相傾國 3半路出師當宰相 夜初 220 元

106313 女相傾國 4女相傾國天下定 夜初 220 元

106315 絕代廚娘 朱朱 220 元

106317 寵妃私奔記 雨無聲 220 元

106318 聖女 (上 )浴火之卷 惜之 220 元

106319 王爺，本妃要休夫 龍九少 220 元

106320 聖女 (中 )涅槃之卷 惜之 220 元

106321 舞傾城 1血染之舞 金鉑鉑 220 元

106322 聖女 (下 )新生之卷 惜之 220 元

106323 舞傾城 2抉擇之舞 金鉑鉑 220 元

106324 史上最鬧穿越之冤家駕到 冰瑟 220 元

106325 舞傾城 3危機之舞 金鉑鉑 220 元

106326 惡姊當家 1以惡服人 風滿渡 220 元

106327 舞傾城 4分離之舞 金鉑鉑 220 元

編碼 書名 作者 定價 備註

迷小說
106328 惡姊當家 2女大不中留 風滿渡 220 元

106329 舞傾城 5重生之舞 金鉑鉑 220 元

106330 惡姊當家 3美女配「野獸」 風滿渡 220 元

106331 千金選夫 1不是美男不上門 薇諾妮卡 220 元

106332 美人如蠍 1命數難違 楊佳妮 220 元

106333 千金選夫 2甩了夫君出牆去 薇諾妮卡 220 元

106334 美人如蠍 2深仇難解 楊佳妮 220 元

106335 千金選夫 3打包塞進花轎裡！？ 薇諾妮卡 220 元

106336 美人如蠍 3暗箭難逃 楊佳妮 220 元

106337 千金選夫 4本妃自有妙計 薇諾妮卡 220 元

106338 美人如蠍 4神鬼難測 楊佳妮 220 元

106339 千金選夫 5海皇的假冒新娘 薇諾妮卡 220 元

106340 失寵王妃 1花燭之卷 滿城煙火 220 元

106341 神姬妙相 1女姬當自強 萌晞晞 220 元

106342 失寵王妃 2離合之卷 滿城煙火 220 元

106343 神姬妙相 2相爺請息怒 萌晞晞 220 元

106344 失寵王妃 3遺忘之卷 滿城煙火 220 元

106345 神姬妙相 3天下第一聘 萌晞晞 220 元

106346 失寵王妃 4三年之卷 滿城煙火 220 元

106347 法老的寵妃首部曲 (上 )初見底比斯 悠世 220 元 ★

106348 法老的寵妃首部曲 (下 )卡疊石之戰 悠世 220 元 ★

106349 法老的寵妃二部曲 荷魯斯之眼 悠世 220 元 ★

106350 法老的寵妃終結篇 (上 )重返尼羅河 悠世 220 元 ★

106351 法老的寵妃終結篇 (下 )最後的賭注 悠世 220 元 ★

106352 錯嫁良緣 1 淺綠

750 元

★

106353 錯嫁良緣 2 淺綠 ★

106354 錯嫁良緣 3 淺綠 ★

106355 一代軍師 1 淺綠

1000 元

★

106356 一代軍師 2 淺綠 ★

106357 一代軍師 3 淺綠 ★

106358 一代軍師 4 淺綠 ★

愛小說
114008 盜情 1盜到大魔王 周玉 220 元

114009 盜情 2魔王的專屬小嘍囉 周玉 220 元

114010 盜情 3同生共死的墊背 周玉 220 元

114011 盜情 4置之死地而後生 周玉 220 元

114012 家有刁夫 1男人就是欠教訓！ 周玉 220 元

114013 家有刁夫 2男人就是愛面子！ 周玉 220 元

114014 家有刁夫 3男人就是學不乖！ 周玉 220 元

114015 家有刁夫 4男人就是會惹禍！ 周玉 220 元

114016 家有刁夫 5男人就是愛耍帥！ 周玉 220 元

114020 家有刁妻 1最難消受美人恩 周玉 220 元

114021 家有刁妻 2不是冤家不相戀 周玉 220 元

114022 家有刁妻 3一生一世一雙人 周玉 220 元

114023 隱神物語（上）
輕寒 440 元

114024 隱神物語（下）

114025 E 小調的寂寞協奏曲 輕寒 250 元

114026 御人 卷一 本小姐就是王法 峨嵋 250 元

114027 御人 卷二 蠢萌系武林盟主 峨嵋 250 元

114028 御人 卷三 花美男的邪惡變身 峨嵋 250 元

114029 御人 卷四 小女子的伏魔大計 峨嵋 250 元

114030 御人 卷五 舌尖上的大魔王 峨嵋 250 元

114031 御人 卷六 閻王殿的挑戰書 峨嵋 250 元

114032 男神偵訊室（上） 阮笙綠 250 元

114033 男神偵訊室（下） 阮笙綠 250 元

114034 女神養成記（上） 阮笙綠 250 元

114035 女神養成記（下） 阮笙綠 250 元

114036
阮小姐，妳好嗎?<上 > 情願‧
珍惜‧宿命的重遇

阮笙綠 250 元 ★

114037
阮小姐，妳好嗎?<下 > 情願‧
珍惜‧殘酷的別離

阮笙綠 250 元 ★

114038 貪藍無厭（上） 阮笙綠
500 元

★

114039 貪藍無厭（下） 阮笙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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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類
編碼 書名 作者 定價 備註

讀‧愛系列
119001 三世守護之一世莫愛 惜之 220 元

119002 三世守護之二世啞情 惜之 220 元

119003 三世守護之三世泣戀 惜之 220 元

薔薇之名
119004 薔薇之名 上 黎明之祈 紫微流年

750 元119005 薔薇之名 中 帝國之光 紫微流年

119006 薔薇之名 下 天使之淚 紫微流年

華文情慾小說
119007 君許諾，傾三生 (上 ) 時起雲

500 元
119008 君許諾，傾三生 (下 ) 時起雲

119009 百年紳士 阿漪 250 元

119010 色慾 十二夜 250 元

119011 默盼君歸處 黑白劍妖 250 元

119012 醉愛深夜食堂 艾姬 250 元 ★

119013 綺戶重閣 1慾之卷 時起雲

750 元

★

119014 綺戶重閣 2離之卷 時起雲 ★

119015 綺戶重閣 3淚之卷 時起雲 ★

影視劇本小說
120001 偽裝者 (上 ) 張勇

840 元120002 偽裝者 (中 ) 張勇

120003 偽裝者 (下 ) 張勇

120004 重生之名流巨星 (上 ) 青羅扇子
560 元

★

120005 重生之名流巨星 (下 ) 青羅扇子 ★

魅小說
110002 女獵夜者 1半入棺材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05 女獵夜者 2踏入棺材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11 女獵夜者 3棺材盡頭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18 吸血鬼學院 1吸血族守護者 Richelle Mead 250 元

110019 女獵夜者 4置身棺材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21 吸血鬼學院 2冰烙印 Richelle Mead 250 元

110023 吸血鬼學院 3影之吻 Richelle Mead 250 元

110024 女獵夜者番外篇 1第一滴血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28 吸血鬼學院 4血之盟 Richelle Mead 250 元

110029 女獵夜者 5棺材邊緣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31 女獵夜者番外篇 2永恆之吻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32 吸血鬼學院 5絕命感應力 Richelle Mead 250 元

110033 吸血鬼學院 6最後的犧牲 Richelle Mead 250 元

110034 吸血鬼日記 1神祕的轉學生 L. J. Smith 250 元

110035 女獵夜者 6跨越棺材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37 吸血鬼日記 2致命的敵人 L. J. Smith 250 元

110039 吸血鬼日記 3血色的迷霧天使 L. J. Smith 250 元

110041 吸血鬼日記 4暗夜重生 L. J. Smith 250 元

110042 魔法學院 1魔法之淚 Jennifer Estep 280 元

110043 魔法學院 2魔法之吻 Jennifer Estep 280 元

110044 魔法學院 3暗黑封印 Jennifer Estep 280 元

110046 火光三部曲 1火之魂 Sophie Jordan 280 元

110047 火光三部曲 2火之囚 Sophie Jordan 280 元

110048 火光三部曲 3火之誓 Sophie Jordan 280 元

110049 魔法學院 4血紅魔法 Jennifer Estep 280 元

110050 魔法學院 5闇夜迷林 Jennifer Estep 280 元

110051 女獵夜者 7躍出棺材 Jeaniene Frost 280 元

110052 魔法學院 6噬魂之火 Jennifer Estep 280 元

110053 墮天使與吸血鬼騎士 Kerrelyn Sparks 280 元

110054 人魚魔鍊 Jaclyn Dolamore 250 元

110055 闇夜使者的誘惑 Kerrelyn Sparks 280 元

110056 血色天使與獵夜者 Kerrelyn Sparks 280 元

WR 西洋羅曼史
115001 童話系列之我的沙漠王子 Rebecca Winters 250 元

115002 豪門誘愛 Margaret Way 250 元

115003 麻雀王妃 Melissa Mc Clone 250 元

115004 危情黑騎士 Sara Mackenzie 250 元

編碼 書名 作者 定價 備註

Ｄ小說
116001 女法醫之剝離真相 戴西 250 元

116002 女法醫之墮落天使 戴西 250 元

116003 女法醫之黑幕重重 戴西 250 元

116004 女法醫之屍體農場 戴西 250 元

116005 死者之證 1女法醫的活體實驗 蕭珊 250 元

116006 死者之證 2不可能之犯罪嫌疑 蕭珊 250 元

116007 死者之證 3時間的祕密 蕭珊 250 元

116008 女法醫之魔鬼足音 戴西 250 元

116009 女法醫之死亡承諾 戴西 250 元

116010 怪案研究室 1科學名偵探是也乎 蕭珊 250 元

116011 怪案研究室 2科學金頭腦是也乎 蕭珊 250 元

閱界
621007 皇家騎士 1格蘭的廢墟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08 皇家騎士 2燃燒的巨橋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10 皇家騎士 3冰封之地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11 一百個櫥櫃 N.D. Wilson 300 元

621012 皇家騎士 4血戰斯堪迪安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15 皇家騎士 5北方巫師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17 一百個櫥櫃 2蒲公英之火 N.D. Wilson 300 元

621018 皇家騎士 6梅辛道圍城之戰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22 皇家騎士 7沙漠之役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24 一百個櫥櫃 3栗子國王 N.D. Wilson 300 元

621026 皇家騎士 8克倫梅爾的國王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28 皇家騎士 9霍特的危機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29 太古魔法 Marianne Curley 260 元

621030 星際狩獵三部曲之一光芒 Amy Kathleen Ryan 260 元

621031 皇家騎士 10 大和帝國的皇帝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32 星際狩獵三部曲之二星火 Amy Kathleen Ryan 260 元

621033 時空穿梭者 1面具之城 Mary Hoffman 260 元

621034 黑暗力量 1召喚 Kelley Armstrong 260 元

621035 搜影者 1遺落的王族 Orson Scott Card 350 元

621036 皇家艦隊 1戰士後裔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37 時空穿梭者 2星空之城 Mary Hoffman 260 元

621038 搜影者 2廢墟之城 Orson Scott Card 350 元

621039 皇家艦隊 2侵略者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40 黑暗力量 2覺醒 Kelley Armstrong 260 元

621041 幻城前傳 1守護者 Licia Troisi 260 元

621042 皇家騎士 11 消失的歷史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43 皇家艦隊 3狩獵者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44 時空穿梭者 3繁花之城 Mary Hoffman 260 元

621045 皇家騎士 12 皇室遊俠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46 幻城前傳 2巫師的使命 Licia Troisi 260 元

621047 月族 -機器灰姑娘 Marissa Meyer 260 元

621048 祕密調查 1這本書的名字是祕密 Pseudonymous Bosch 260 元

621049 獵狼小紅帽 Sisters Red Jackson Pearce 260 元

621050 月族 2星際小紅帽 Marissa Meyer 260 元

621051 幻城前傳 3生死符鍊 Licia Troisi 260 元

621052 皇家艦隊 4奴隸城傳說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53 月族 3衛星長髮公主 Marissa Meyer 260 元

621054 星際狩獵三部曲之三烈焰 Amy Kathleen Ryan 260 元

621055 祕密調查 2現在才看到太遲了 Pseudonymous Bosch 260 元

621056 聖誕的魔法城 1魔境謎蹤 賴爾、Mike.Phillips 250 元

621057 皇家艦隊 5蠍子山傳奇 John Flanagan 260 元

621058 月族 4月球白雪公主 Marissa Meyer 300 元

621059 聖誕的魔法城 2深海龍影 賴爾、Mike.Phillips 250 元

621060 幻城之戰 1刺客聯盟 Licia Troisi 280 元

621061 幻城之戰 2雙戰之士 Licia Troisi 280 元 ★

621062 聖誕的魔法城 3幽窟祕寶 賴爾、Mike.Phillips 250 元 ★

621064 聖誕的魔法城 4奇峰王者 賴爾、Mike.Phillips 250 元 ★

X621056-1 聖誕的魔法城 -魔境謎蹤 1 賴爾、Mike.Phillips 250 元 ★

X621056-2 聖誕的魔法城 -魔境謎蹤 2 賴爾、Mike.Phillips 250 元 ★

X621056-3 聖誕的魔法城 -魔境謎蹤 3 賴爾、Mike.Phillips 250 元 ★

621065 皇家艦隊 6鬼面 John Flanagan 26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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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錄
編碼 書名 作者 定價 備註

迷你小說
1030375 守住單戀系列三之一 完美富豪的傻美人 語綠 49 元

1030376 守住單戀系列三之二 柔情少東的俏美人 語綠 49 元

1030377 守住單戀系列三之三 霸道總裁的冰美人 語綠 49 元

1030378 我的超人氣情人系列二之一 獨享豪門總裁 古心 49 元

1030379 我的超人氣情人系列二之二 獨佔豪門大亨 古心 49 元

1030380 暗戀難為五之二 極品偷心妻 惜之 49 元

1030381 豪門男人的祕密五之一 總裁的貼身烙印 惜之 49 元

1030382 豪門男人的祕密五之二 總裁的祕密寫真 襲玦 49 元

1030383 豪門男人的祕密五之三 總裁的惹火演出 張凝 49 元

1030384 理想老公系列三之一 嫁給多金繼承人 古心 49 元

1030385 理想老公系列三之二 邂逅豪門掌權者 古心 49 元

1030386 理想老公系列三之三 迷上獨裁大人物 古心 49 元

1030387 豪門嬌妻系列四之一 灰姑娘 PK 大總裁 吉兒 49 元

1030388 豪門嬌妻系列四之二 乖乖女 K.O. 酷總裁 吉兒 49 元

1030389 豪門男人的祕密五之四 總裁別偷我的心 水藍 49 元

1030390 豪門男人的祕密五之五 總裁獨享小看護 季柔 49 元

1030391 豪門嬌妻系列四之三 俏甜心 VS 極品男 吉兒 49 元

1030392 豪門嬌妻系列四之四 嗆美人 FUN 電帥大亨 吉兒 49 元

1030393 極品亞曼尼系列四之一 雙面少東請小心 黑田萌 49 元

1030394 極品亞曼尼系列四之二 酷男總裁快投降 黑田萌 49 元

1030395 灰姑娘也發威 惜之 49 元

1030396 絕色腹黑男 衛齊亞 49 元

1030397 穿越之回到古代賴上你 桑雪裳 49 元

1030398 嬌蠻公主撞上火山船長 月惜 49 元

1030399 麻雀公主套牢俊美王子 水銀 49 元

1030400 極品亞曼尼系列四之三 枕邊的惡魔大亨 黑田萌 49 元

1030401 極品亞曼尼系列四之四 專屬的頂級情人 黑田萌 49 元

1030402 多金貴公子送上門 惜之 49 元

1030403 惡魔王子的深度愛戀 子心 49 元

1030404 總裁的命定小女人 月凌情 49 元

1030405 天生絕配系列三之一 霸道莊主 V.S 笨丫鬟 海藍 49 元

1030406 愛情陷阱系列三之一 笨美人難逃帥大亨 語綠 49 元

1030407 愛情陷阱系列三之二 冰美人情迷大總裁 語綠 49 元

1030408 愛情陷阱系列三之三 俏美人撲倒酷少東 語綠 49 元

1030409 槓上桃花總裁 季纓 49 元

1030410 頂尖情人系列五之一 惡魔王子的美男計 春秋 49 元

1030411 頂尖情人系列五之二 多金公子的偷心計 春秋 49 元

1030412 鑽石情人來報到 惜之 49 元

1030413 天生絕配系列三之二 風流二少 v.s 妙管家 海藍 49 元

1030414 天生絕配系列三之三 絕世公子 v.s 俏娘子 海藍 49 元

1030415 頂尖情人系列五之三 欽點勾魂大亨 春秋 49 元

1030416 頂尖情人系列五之四 撞上帥哥富豪 春秋 49 元

1030417 頂尖情人系列五之五 難逃迷人總裁 春秋 49 元

1030418 黑色豪門系列四之一 鎖定黑色豪門大少 黑田萌 49 元

1030419 黑色豪門系列四之二 情迷黑色豪門撒旦 黑田萌 49 元

1030420 突擊桃花少東 拓拔月亮 49 元

1030421 黑色豪門系列四之三 拐盜黑色豪門教父 黑田萌 49 元

1030422 黑色豪門系列四之四 戀上黑色豪門大亨 黑田萌 49 元

1030423 愛情通關密語四之一 帥總裁誘拐笨嬌妻 春秋 49 元

1030424 愛情通關密語四之二 酷總裁捕獲俏甜心 春秋 49 元

1030425 甜蜜的詛咒系列五之一 總裁狂戀俏美人 子心 49 元

1030426 甜蜜的詛咒系列五之二 大亨迷戀笨美人 子心 49 元

1030427 甜蜜的詛咒系列五之三 少東熱戀嗆美人 子心 49 元

1030428 鬥氣冤家系列二之一 灰姑娘 V.S 酷少東 古心 49 元

1030429 愛情通關密語系列四之三 冰總裁計擒麻辣妻 春秋 49 元

1030430 愛情通關密語系列四之四 大總裁拐盜笨甜心 春秋 49 元

1030431 甜蜜的詛咒系列五之四 富豪寵愛漾美人 子心 49 元

1030432 甜蜜的詛咒系列五之五 大少纏愛傻美人 子心 49 元

1030433 鬥氣冤家系列二之二 辣美人 V.S 帥少東 古心 49 元

1030434 三世守護之一世莫愛 惜之 49 元

1030435 三世守護之二世啞情 惜之 49 元

1030436 三世守護之三世泣戀 惜之 49 元

1030437 豪門養女系列三之一 馴服豪門名媛 蕭宣 49 元

編碼 書名 作者 定價 備註

迷你小說
1030438 豪門養女系列三之二 調教豪門名媛 蕭宣 49 元

1030439 豪門養女系列三之三 嚴選豪門名媛 蕭宣 49 元

1030440 婚姻介紹所系列四之一 一號總裁情人 春秋 49 元

1030441 婚姻介紹所系列四之二 二號總裁情人 春秋 49 元

1030442 婚姻介紹所系列四之三 三號總裁情人 春秋 49 元

1030443 婚姻介紹所系列四之四 四號總裁情人 春秋 49 元

1030444 弄假成真之笨美人誘捕酷少東 黑田萌 49 元

1030445 豪門四兄弟系列四之一 孤傲少東的溫柔 黑田萌 49 元

1030446 豪門四兄弟系列四之二 優雅少東的霸道 黑田萌 49 元

1030447 豪門四兄弟系列四之三 專制少東的溺愛 黑田萌 49 元

1030448 豪門四兄弟系列四之四 桃花少東的深情 黑田萌 49 元

1030449 羊入虎口系列二之一 誤入總裁的陷阱 古心 49 元

1030450 羊入虎口系列二之二 擅闖大亨的被窩 古心 49 元

1030451 愛情童話之王子誘愛笨美人 惜之 49 元

1030452 獨享豪門貴公子 水銀 49 元

1030453 女傭萬歲系列四之二 代班小女傭 古心 49 元

1030454 女傭萬歲系列四之二 貼身小女傭 古心 49 元

1030455 美夢成真系列三之一 槓上貴公子 水銀 49 元

1030456 美夢成真系列三之二 拐到貴公子 水銀 49 元

1030457 美夢成真系列三之三 套牢貴公子 水銀 49 元

1030458 奪愛攻略系列二之一 總裁的攻心計畫 子心 49 元

1030459 奪愛攻略系列二之二 大亨的偷心計畫 子心 49 元

1030460 惡整惡魔老闆 墨菲 49 元

1030461 女傭萬歲系列 豪門管家婆 古心 69 元

1030462 好男人使壞系列 大男人情史 春秋 69 元

1030463 貴公子的小魔女系列 搞翻少東的日子 云晴 69 元

1030464 金湯匙俱樂部系列 頭號寵妻老公 黑田萌 69 元

1030465 女傭萬歲系列 親親管家婆 古心 69 元

1030466 金湯匙俱樂部系列 頭號愛妻老公 黑田萌 69 元

1030467 撞見愛情系列 撞見 Mr.Right 洪穎 69 元

1030468 惡魔四少系列 大少之超強電力 冬情 69 元

1030469 金湯匙俱樂部系列 頭號拐妻老公 黑田萌 69 元

1030470 撞見愛情系列 撞見白馬王子 洪穎 69 元

1030471 惡魔四少系列 二少之超強魅力 冬情 69 元

1030472 好男人使壞系列 寵壞純情妻 春秋 69 元

1030473 貴公子的小魔女系列 搞亂大 BOSS 的生活 云晴 69 元

1030474 喜姻緣系列 最佳豪門女主角 子心 69 元

1030475 好男人使壞系列 酷愛嬌萌妻 春秋 69 元 ★

1030476 貴公子的小魔女系列 挑戰天菜的定力 云晴 69 元 ★

1030477 金湯匙俱樂部系列 頭號纏妻老公 黑田萌 69 元 ★

1030478 撞見愛情系列 撞見真命男神 洪穎 69 元 ★

1030479 惡魔四少系列 三少之超強魔力 冬情 69 元 ★

1030480 喜姻緣系列 最佳命定女主角 子心 69 元 ★

戴晨志 系列

624001
一本最好用的溝通書
話說對了，你就紅了！

戴晨志 250 元

624002
不生氣的情緒智慧
ＥＱ加分，幸福滿分！

戴晨志 250 元

624003
幽默，讓你更亮眼
用笑聲趕走壓力，用幽默取代憤怒

戴晨志 250 元

624004
態度對了，幸福就來了
人生必備的十六個正向態度

戴晨志 250 元

624005
愛的日記簿
只要肯用心，就會被看見

戴晨志 250 元

624006
成就一生的勵志書
教你改變心境，脫離困境 !

戴晨志 250 元

624007
說好故事，贏得好人緣
用故事打動人心的超讚表達技

戴晨志 250 元

life-up 系列
624008 與愛相遇在人生 11 樓的祕密基地 韓相福 320 元

624009 我有 7種勇氣，跨越改變生命的 7座獨木橋 劉永晚 320 元

624010 傾聽打開人心，將得到最溫柔的回應
趙信暎
朴炫瓚

320 元 ★

624011 用謙遜換一份受益，5道練習題擁抱成功 金熙洙 32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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