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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APP 

作者：彭傑 

譯者：汪筱涵 

出版社： 友善文創、

青文出版社 

1 

(第 2 集僅

日文版) 

職場/社會

寫實 

  《333APP》故事背景以台灣作為舞台，內容從社群網絡、媒體報導、社會

事件等，多方面探討網路霸凌的相關議題，是一部深刻描繪人性與人際關係的

漫畫作品。 

本作內容描述擅長歌唱的女主角左語芯，將自己演唱的短片上傳到網路後一夕

爆紅，欣喜之餘卻招來網路匿名的惡意攻擊和毀謗，而且某部分的流言，很有

可能就來自周遭認識的朋友們，讓女主角不堪其擾，陷入恐懼和憤怒的漩渦。 

  某日女主角手機內突然被安裝了，「只要輸入帳號，便能讓帳號使用者消失」

的神秘 APP『333APP』，然而這個 APP 卻還有著「在期限內沒有讓誰消失的話，

自己也會消失」的恐怖規則！  

  之後女主角和被稱為‟執行者”的其他 333APP 持有人相遇，他們以「能用

333APP 主持正義，為社會鏟奸除惡」的名義，邀請女主角加入他們的行列，這

群少年少女的‟執行者”們，將面對各自生與死的殘酷糾葛。 

 究竟這個充滿迷團的 APP 會帶來什麼樣的風暴，而深陷霸凌痛苦的女主角又

會做出什麼決擇……該選擇正義？還是瘋狂的決定——！？ 

https://reurl.cc/0XglWA 

 

四天 

作者：水晶孔 

出版社：大辣出版 

1 圖文書/繪

本 

  水晶孔曾經在學校做了一部以紅線為主題的短片，因此決定以此為基底出

了第一篇的小故事，再延伸出接下來的小小愛情故事。這本書的製作過程也是

曲折離奇，包含經兩次分手！在無盡的失戀情緒中，逼自己畫出這些愛情故事。

但，她知道有一天會像這本書中的女孩一樣，把這一切都放下。這就是第一篇

故事〈紅線〉。 

  到底要怎麼好好地找到一個你愛的人呢？第二篇故事〈交易〉中描繪，究

竟在夢中的愛情是真的能夠實現的嗎？還是到了最後依舊是一場空呢？ 

  真愛真的會在這數百數千張臉孔中出現嗎？每一張照片都像是被審核履歷

一般地在幾秒鐘內被跳過，螢幕對面真的是可以開始一段戀情的人嗎？她默默

按下了軟體刪除鍵，開始動筆第三篇〈螢幕〉。 

  「我的一位同志朋友告訴我，他跟他男友在中央公園被人丟了雞蛋。」真

心為他感到心疼，氣憤在 21 世紀的美國紐約還能發生這種不公不義的事。「我

們都還是要勇敢活下去啊！」在掛掉電話前他說。最後一篇〈勇敢〉就這樣出

https://reurl.cc/NR1ogq 

https://reurl.cc/0XglWA
https://reurl.cc/NR1ogq


現了。 

  水晶孔用她的畫筆點綴追求愛情中的期待、奮力、挫折、釋然，同時也保

有她一貫的特色，模糊動畫與漫畫之間到界線，鏡頭忽遠忽近，彷彿是在看一

部動畫片，沒有聲音，你卻可以感受到畫面的聲音…… 

 

成為奪心魔之必要 

作者：賴惟智 

繪師：尼太 N.T   

出版社：艾德萊娛樂 

2 溫馨療癒   這是一部既黑暗又溫馨，既詭異又歡樂的親子故事，非常適合闔家觀賞。

故事內容圍繞克蘇與他的學徒露娜，以及他們身邊各具特色的家人與朋友身

上，你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看見顛覆概念的有趣冒險。 

  克蘇住在一處位於黑暗森林旁的地城中，人稱「奪心魔」的他博學多聞，

擅長心靈控制，還有著許多強壯的觸手鬍鬚。他對於不斷有人類擅闖自己的家

感到很困擾，在右一天例行的「處理」完擅闖的人類冒險者後，克蘇遇見了一

名疑似被人拋棄在地城的女孩。 

  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https://reurl.cc/W1aogk 

 

茶了沒 夢幻珍珠奶茶

的崛起！顆粒的初戀

滋味讓我高潮顫抖！ 

作者： 盧卡斯 

出版社：巴比樂視 

1 女性向 

限制級 

  從小就酷愛珍珠奶茶的球球，長大後因為她對於珍珠粉圓的執著與熱情鑽

研，使她能煮出超規格無敵好吃的珍珠，還因此與男友一起開了自己的珍奶網

紅店。本來事業愛情兩得意的她，卻遭變心男友劈腿背叛，還奪走了品牌店鋪

與獨家配方。一下子失去所有，陷入無比低潮的球球，卻在這時遇到讓她高潮

的那位「初戀」……！ 

 

  —職業好色系列— 

  女性崛起，看不同職業的「她」， 

  在各行各業裡品嘗出屬於自我的性感幸福時刻！ 

https://reurl.cc/60VR4y 

 

記憶的怪物 

作者： MAE   

出版社：東立出版社 

3 耽美 

限制級 

  記憶……是不是代表一個人的所有呢？ 

  一場落軌意外改變了千澄的人生……一直以來都以死去的哥哥「千晴」為

目標的他為了再見到哥哥，向特殊機構申請了智能生物─RE614。 

  這個有著與哥哥同樣外表的生物，隨著吃下哥哥的遺物， 

  不論行為舉止或是外貌都更像千晴，千澄也開始認清自己所追求的是什

麼，正視了自己內心的感情，但卻發現「RE614｣的食量愈來愈大，哥哥的遺物

即將要吃完…這時候的千澄，只能思考要如何讓「RE614｣活下去。 

https://reurl.cc/2mMOk4 

https://reurl.cc/W1aogk
https://reurl.cc/60VR4y
https://reurl.cc/2mMOk4


  經過測試許多方法，都沒有顯著的作用，而在一次嘗試餵食血液後，「RE614

｣卻有驚人的變化，持續的失常舉動、開始有會做夢的異狀、媽媽的倒下…「RE614

｣將說出驚人的事實… 

  而面對命運的種種安排，千澄他會怎麼抉擇？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作者： 鄭問   

出版社：大辣出版 

5 奇幻/魔法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一套 5 集，體現出鄭問具備看透世情的慧眼，即使

是發生在虛構世界、虛構國度的故事，看似與現實生活無關，卻在在的透露出

人性，其中許多獨特的角色，如百兵衛（倒霉王）、理想王、完美王、潰爛王、

收妖王、善意王、蜘蛛人、蛤蟆精、傀儡王、南魔天、蛇郎君、痛苦女等，他

們有神性、有魔性、有人性。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他們都在尋求些「什麼」，

有人追逐名利，有人迷戀權勢，有人等待幸福……什麼樣的世界才是人類夢寐

以求的「美麗新世界」？鄭問運用他那出神入化的筆勾勒出一幅人性藍圖，善

與惡交織成一篇篇動人的故事。 

  主角百兵衛的倒霉（傳說中令人魔兩界俱滅的瘟神，但他本性善良，為了

不讓自已的霉運累及他人，千方百計找地方躲起來，但偏偏人魔都不放過他）；

理想王極致的冷酷（百兵衛的宿敵，為了令世界依從他的「理想」），這些都是

以往創作中比較少出現的特質，他把這種特質加以濃縮、放大後，就成了每個

人物的力量，可以打倒對手，也可以打倒自己，因此故事中的妖怪，與其說是

妖怪，不如說是奇人、異人。把人擬物化，如時鐘般的理想王、擬昆蟲化如蜘

蛛人，以創新人物讓讀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https://reurl.cc/Zbao3A 

 

許個願吧！大喜 

作者： 顆粒 

出版社：尖端出版 

5 女性向   高大喜是個惡名昭彰的不良少年，只有戴老師敢和他過招。某天，老師要

去照顧住院的女兒，不得已把大喜帶去，這是大喜與天樂的初次相遇…而後大

喜在醫院遇見自稱是天使的男孩，天使表示，只要大喜答應他的條件，就能實

現一個願望，大喜的願望會是…？ 

 

  像春日詩歌柔柔攻佔你的雙耳， 

  像冬日暖流緩緩洗滌你的雙眼， 

  顆粒老師繼「LOVELY 無所不在」後， 

  再度帶來最貼近你心的感人愛情故事！ 

https://reurl.cc/W1aomZ 

https://reurl.cc/Zbao3A
https://reurl.cc/W1aomZ


 

閻鐵花 

作者：常勝 

出版社：大辣出版 

2 懸疑驚悚 第一集作品大綱： 

  一場公開的網路直播殺人，鏡頭中的京劇女旦哼唱著《白蛇傳》段子，「離

卻了峨眉到江南⋯⋯」轉身槍殺綑綁於椅子上的議員兒子，「小女子⋯閻鐵花⋯」 

  閻鐵花，30 年前的閻家京劇團滅門血案，唯一倖存者、年僅 15 歲的閻鐵花

成了兇手進了監獄，並於 10 年前死於監獄中。而現在，出現與 30 年前容貌如

出一轍的、自稱閻鐵花的人又是誰？又會揭開什麼隱藏在當初命案之下的真相

呢？ 

第二集作品大綱： 

  第二集序幕將在台北街頭展開，閻鐵花、比嘉未來力抗芙蘿科技派出的巨

大機器人，而比嘉 未來口中的「援軍」，不僅擁有超能力，竟然自稱是當年研

究機構大爆炸下的倖存者！？這是否將會揭開 30 年前事件的真相呢？ 

 另一頭，在芙蘿科技的十三逐漸產生自我意識，芙蘿是否能操控十三進行他

的「復仇」呢？ 

  混亂局面即將展開，而真相是否能在煙硝中浮現呢？ 

https://reurl.cc/MN1oQK 

 

入圍作品 小說組 集數 類型 作品介紹 作品試閱 

 

天啊！這女高中生裙

子底下有槍啊！ 

作者： 小鹿   

繪者： 佩喵 

出版社：尖端出版 

4 戀愛故事 被稱為「傳說隨扈」的我，能守護任何東西，任務達成率百分之百。 

而在我 24 歲時，終於從大財閥「左」的當家處接到了最終任務。 

「保護對象是我女兒，左櫻。」這實在太簡單了，我馬上點頭答應── 

「請守護她的貞操。」嗯？好像跟我預料的不太一樣。 

「要是我的寶貝女兒在高中時代談了戀愛！那你就提頭來見！」 

「左」的當家揪住我的領子，以殺氣滿滿的語氣如此說道。 

這個人是認真的，要是任務失敗，想必一定會被他殺了吧。 

雖然無奈，但既然接了，任務就得完美達成。 

要怎麼不讓高中女生談戀愛？很簡單──只要自己變成女高中生就好。 

誘惑所有班上的男同學，讓他們全數愛上我。 

歷經無數戰場和地獄的我，最終抵達之處……是一場與保護對象搶男人的戰

爭！？ 

https://reurl.cc/9po9KO 

https://reurl.cc/MN1oQK
https://reurl.cc/9po9KO


 

少女撿骨師 

作者： 八千子   

繪者： VOFAN 

出版社：尖端出版 

4 懸疑/推理

小說 

  西方鑑識科學 x 東方民俗信仰！ 

 

  繼承家中撿骨(二次葬)事業的美少女， 

  即將解開各種離奇難解的事件── 

 

  我和妹妹一槭經營父親留下的禮儀公司，過著生意慘澹的貧窮生活。在這

樣的某一天，安排近日開棺撿骨的家屬突然來訪──對方的孫女宣稱，她妹妹

無法從爺爺過世的傷痛中走出，一直堅信著爺爺會復活，而且隨著開棺日接近，

行為變得越來越詭異。一槭察覺事有蹊蹺，在「復活」背後隱藏的謎團究竟是？ 

  另一方面，附近的巡警翁叔給我看了兩張照片，照片上是焦黑的木板，詭

異的是上頭卻留有人形輪廓般的印記。沒過多久，同樣的木板接連被發現，案

情逐漸往連續殺人案的可能發展…… 

https://reurl.cc/RXnoZ6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

位，全都有病 

作者： 甜咖啡   

繪者： 手刀葉 

出版社：尖端出版 

14 戀愛故事 擺脫單身，是每個輕小說作家的責任吧？ 

《拿出妹控氣概吧！》暢銷作家 甜咖啡 最新超展開力作── 

 

  如果上課只要念輕小說就好了…… 

  恭喜你，願望實現！ 

 

  輕小說，還是一種輕鬆閱讀的小說嗎！？ 

  我懶得知道，只知道有人因此逼我展開愛情攻略計畫！ 

  目標：設定系作家、詐欺師書評、小說大賞得主中二老師…… 

  拜託，我寧願成為文學之道上孤獨的旅者！（偷拭淚） 

  就算我渾身魯蛇殘念味，一看就寫不出優質戀愛輕小說又怎樣── 

 

  喂，難道你不知道，９５％的輕小說作家都是單身嗎！？ 

https://reurl.cc/jGMeAM 

https://reurl.cc/RXnoZ6
https://reurl.cc/jGMeAM


 

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

定要單身了啊 

作者： 啞鳴   

繪者： 迷子燒 

出版社：尖端出版 

6+外傳 1 本 戀愛故事   李狂龍這名字， 

  聽起來就是要孤獨一輩子呀！ 

  我的字典裡沒有～女朋友…… 

  原因很簡單，因為我的名字叫李狂龍。 

  我爸說這代表李小龍加強版，我說他其實是個智障！ 

  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我有五個姊姊， 

  至於這兩個原因到底哪個影響大── 

  不要問！我哭起來很恐怖！ 

 

  霸氣長姊、抓耙子五姊、隱匿暗處的二姊三姊， 

  還有不知道是得中二病還是精神病的四姊， 

  竟都是「去死團‧特攻狂龍小隊」的成員， 

  團隊宗旨是扯我、不對，「鋸」我姻緣後腿！ 

  姊姊姊姊姊，讓我的愛情跳針跳針跳針…… 

https://reurl.cc/GEZY8G 

 

阿鼻劍前傳 

作者： 馬利 

出版社：大辣出版 

2 歷史/武俠 過去三十年，大家不斷在詢問《阿鼻劍》的後續。 

2017 年鄭問過世之後，編劇馬利決定寫小說來繼續這個眾所期待的故事，並且

先從《阿鼻劍前傳》說起。而小說版的《阿鼻劍前傳》，則是集中寫前世，寫阿

鼻劍的由來，寫勿生如何由摩訶劍的大護法轉變為阿鼻使者，甚至再成為尊者。

整個故事則透過阿鼻第九使者的旁觀和回憶來敘述。 

https://reurl.cc/V1porZ 

 

雨洗過的斜陽 

作者： 絢君   

繪者： 佩喵 

出版社：長鴻出版社 

1 戀愛故事 一個意外逝世的少女×一個放棄游泳的少年 

一個等待換心的女孩×一個充滿愧疚的男孩 

忘記我── 

是我唯一能為你們做的事 

一個關於四個少男少女的青春戀歌， 

也是一個關於成長與告別的故事…… 

https://reurl.cc/5pkNYq 

https://reurl.cc/GEZY8G
https://reurl.cc/V1porZ
https://reurl.cc/5pkNYq


 

深表遺憾，我病起來連

自己都怕 

作者： 小鹿   

繪者： Mocha 

出版社：尖端出版 

7 奇幻冒險   病得越重，能力越強，責任越大！ 

  我有病。 

  以上說來看似震撼，但只是實話實說。 

  社會在走，精神疾病要有── 

  我有病，還病得不輕，卻很搶手。 

 

  我，感覺相連症（Synaesthesia）患者。 

  可以用眼睛聽，可以用耳朵聞， 

  光用鼻子嗅嗅，就能知道路人內在美顏色， 

  ──現任「病能者研究院」俘虜兼研究對象。 

  而故事，就從病得最重的院長，頭～掉下來開始！ 

https://reurl.cc/eOvo1Q 

 

遊戲結束之前 5+外傳 1 本 腐向、懸疑

冒險、陰謀

對決、孤島

求生、逃殺 

  私家偵探左牧意外收到尋人委託，被迫登上無人孤島，參加一場隨時會危

及性命的逃殺型死亡遊戲。而參加遊戲的第一步，竟然是找一名被流放在島上

的犯罪者作為搭檔。「敵人」、「伙伴」、「同盟」，「殺人犯」、「改造人」、「人工智

慧」，隨著主辦單位的一項項遊戲任務開啟，島中隱藏的陰謀也逐漸顯露獠牙。

生存與殺戮，信任與背叛，誰才會是這場遊戲最後的倖存者？想要逃離這場遊

戲，唯一的方式便是──贏得遊戲，活下去。 

https://reurl.cc/zNgkmy 

 

邊緣女神改造計畫 5+外傳 1 本 戀愛故事   葉千恩，校內邊緣人，備受同學欺凌。為了尋求一絲關懷，盜用小模美照

成立粉絲團，隨即遭到揭穿，引發網友群體大炎上──肉搜、跟蹤、調查、推

理，還有鄉民惡意期待！沒想到，就在現實與虛擬全數崩盤之際，唯一伸出援

手的，竟是隔壁校的知名渣男…… 

 

  「為粉絲（我）奉獻所有♂♀，和我訂下契約成為網路女神吧！」 

https://reurl.cc/lekO39 

  

https://reurl.cc/eOvo1Q
https://reurl.cc/zNgkmy
https://reurl.cc/lekO39


得獎作品 人氣 IP 獎 集數 類型 作品介紹 作品試閱 

 

我的網紅男友 

作者：桂 

2 耽美 

限制級 

網路知名實況主-楠哥， 

粉絲追蹤數即將突破 30 萬大關， 

但卻一直停滯在 29.9 萬邊緣！ 

在各種直播、企劃用盡的情況下， 

小幫手們提出了幾個建議， 

讓楠哥找位完全不同領域的網紅合作， 

因此提到了人氣開箱主——夢太王子， 

 

樂觀的楠哥馬上寫信邀約， 

見面後發現本人似乎與想像中的不一樣… 

而夢太以為自己的冷淡會使對方退卻， 

沒想到楠哥毫不介意還一臉開心!? 

 

「也許…可以和他好好相處…？」 

 

個性截然不同的兩位網紅★合作開始！ 

https://reurl.cc/jGMeXn 

 

我的網紅男友外傳

小說～現正同居中

～ 

作者：碰碰俺爺 

插畫：桂 

1 耽美 

限制級 

「楠哥……你願意忍受我所有的缺點，跟我展開同居生活嗎？」 

「好哇孟文杰，我們同居吧！」 

 

夢太曾有個夢想的「獨居老頭」計劃──習慣一個人獨處的他，本來就和團

體生活格格不入，更何況是與人同居？那絕對是他無法接受的事情！ 

但遇到蕭楠以後，他的原則都不原則了，生活更是徹底脫離了常軌…… 

現在的他，可能、有點、非常、真的，很想張開眼睛時能看到另一個人的睡

臉── 

──蕭楠的睡臉。 

https://reurl.cc/RXnoax 

 

https://reurl.cc/jGMeXn
https://reurl.cc/RXno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