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4409 蔡獻友作品集. 1986-2014 蔡玉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6802 過渡空間: 梁家豪的陶藝創作 梁家豪作 精裝 1

9789869196819 「空.渡」梁家豪的陶藝創作研究 梁家豪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6124 朱文浩論文集 朱文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8498 童話公主夢幻派對 林佳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8101 水果娃娃總動員 張雅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5280 名著大家讀: 格林童話15篇 西本雞介, 大石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439 日本育兒日記 赤すぐ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9453 認識身體大冒險 卓昆峰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憙田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5-10-01)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40701~10409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02當代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138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9409 彩虹天: 双親園詩文小冊集 許銘財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8814 齊聚藝堂: A-7958當代藝術開幕首展 陶文岳策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6001 The 3rd advances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1799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29814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8929821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 natur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29838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 平裝 1

9789868929845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banking, marketing and economy 平裝 1

978986892985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29869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平裝 1

9789868929876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29883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psychology,society and tourism 平裝 1

9789868929890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economic,psychology and society 平裝 1

9789868953604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dvances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Conferenc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igher Education Forum

双親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7958當代藝術



9789868953611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8953628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8953635 Proceeding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engineering&natural science 平裝 1

978986895364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psychology and society 平裝 1

9789868953659 Proceeding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8953666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平裝 1

9789868953673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53680 Proceedings of asia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平裝 1

9789868953697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平裝 1

9789868984400 Proceedings of Asian-Pacific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平裝 1

9789868984417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84424 Proceedings of glob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平裝 1

9789868984424 Proceedings of glob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平裝 1

9789868984431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84448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84455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8446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平裝 1

9789868984479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linguistics,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平裝 1

9789868984486 Proceedings of global symposium on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984493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9005203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novation 平裝 1

9789869005210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tudies,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平裝 1

9789869005241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9005258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social science conference 平裝 1

9789869005265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children, women, and social studies. 平裝 1

9789869005272 Proceedings of Bangko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engineering & natural science 平裝 1

9789869005289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geophysics and physics 平裝 1

9789869005296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9026307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business&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9026314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trad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平裝 1

9789869026321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teaching professor conference 平裝 1

9789869026338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s, business and finance 平裝 1

9789869026345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information science 平裝 1

978986902635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econnomy and urban studies 平裝 1

9789869026376 Proceedings of annual symposium 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9026390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life science conference 平裝 1

9789869082709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economics, finance and mis conference 平裝 1

9789869082716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平裝 1

9789869082723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9082730 Proceedings of global hospitality, tourism marketing & management conference 平裝 1

9789869082747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9082754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平裝 1

9789869082761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rth science and applied science 平裝 1

9789869082778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平裝 1

9789869082785 Proceedings of annu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平裝 1

978986908279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5654009 Proceedings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5654016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平裝 1

9789865654023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al sciences (TISSS 2014) 平裝 1

9789865654030 Proceedings of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ICEAP 2014) 平裝 1

9789865654047 Proceedings of 2014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ILSBE 2014) 平裝 1

9789865654054 Proceedings of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平裝 1

9789865654061 Proceedings of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5654078 Proceedings of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23870 島嶼DNA 陳耀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258 走不出的學校 百無禁忌作 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3870265 走不出的學校 百無禁忌作 初版 平裝 下集 1

9789863870074 中共「十八大」菁英甄補與治理挑戰 陳德昇主編 平裝 1

9789863870081 孩子你慢慢來 龍應台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870098 親愛的安德烈 龍應台, Andreas Walther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870289 目送 龍應台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870296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龍應台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870319 打狗明信詩片 陳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326 紅咖哩黃咖哩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340 孩子你慢慢來 龍應台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870357 親愛的安德烈 龍應台, Andreas Walther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870364 目送 龍應台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870371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龍應台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870395 明星咖啡館 簡錦錐口述; 謝祝芬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418 水汪汪的晚霞 張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0425 幸福樓 陳志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432 最後的女王 巴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456 情世界: 回到未來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463 行雲紀: <>拍攝側錄 謝海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470 行走的樹: 追懷我與「臺灣民主聯盟」案的時代季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487 安洛米恩之死 夏洛.蘭波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494 蕃茄街游擊戰 連明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500 唐.風尚 黃文英, 謝淳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517 拜訪刺客 唐傳奇 黃文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531 敵人的櫻花 王定國著 初版 精裝 1

INK印刻文學



9789863870548 花精靈的森林冒險: 50幅舒壓迷人的著色畫 周心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555 日光與黑潮 林梵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3001 Lest we forget...Our family veterans in two world warsMichael D. Hurst MB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4910 我可以想像你翻了這本書第二次的樣子 林鼎淵文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83610 小散戶這樣追籌碼賺1億 麥克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83627 一個指標賺遍全世界: FBI教你讀基金術 強基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634 我的零成本存股術 星風雪語（星大）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4408 阿爾亞瓦羅.西薩在亞洲 劉舜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Studio Morphology x Prototyp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amtamART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andynotion Design Workshop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32

Mei-Hua Publishing



9789869194105 時-空-間 藍洪祥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0602 VBS聲音平衡教學手冊 蔡岳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755 Baby's picture book 張晉霖企劃總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5104 四技二專選填志願全攻略. 104學年度. 1: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化工群大學問網站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111 四技二專選填志願全攻略. 104學年度. 2: 土木與建築群、工程與管理類、衛生與護理類、家政群幼保類、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農業群、海事群、水產群、藝術群影視類大學問網站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128 四技二專選填志願全攻略. 104學年度. 3: 設計群、餐旅群大學問網站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135 四技二專選填志願全攻略. 104學年度. 4: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英語類、外語群日語類大學問網站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2751 重點式法規本: 公司法、票據法 方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帆教育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VBS聲音平衡教學系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二三文創



9789865994617 臺灣高齡鰥寡者死亡率與急診醫療利用之研究 何淑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4631 IFRS下各種營業用資產公允價值模式之比較研究簡義信編著 平裝 1

9789865994648 發現社會底層下的遊民: 遊民之形成、被害經驗與治理之論述許華孚, 陳治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655 社政法典 張庭主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94662 會計審計法典 張建昭, 張清主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94679 財稅法典 張建昭, 張清主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994723 刑法綜覽 林東茂編 八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3255 一學就會泰國媽媽味 阿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710 4F料理生活家經典課程 4F cooking home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3446 器物的足跡: 打開生活工藝地圖 瀨戶內生活工藝祭實行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3453 經典童話著色書: 愛麗絲夢遊仙境 李載銀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3460 經典童話著色書: 綠野仙蹤 李載銀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1088 達摩祖師論集淺釋破相論 圓暘法師講述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1408 佛乘宗思想入門: 為了大自在 法爾, 法住編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真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一起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2718 明覺講記: 弘聖師說法. 三, 二OO八年農曆七月至九月弘聖師講述; 一覺元紀錄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718 明覺講記: 弘聖師說法. 三, 二OO八年農曆七月至九月弘聖師講述; 一覺元紀錄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3169 札幌 小樽 函館: 小小奢華假期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著; 賴惠鈴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3503 為玩.未完書: 從客家戲到國光筆記 邱慧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770 熊本.阿蘇.湯布院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陳孟平翻譯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824 昆蟲不思議: 獨角仙是相撲力士?! 川島逸郎監修; 莊仲豪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831 東京晴空塔&東京下町大步帖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陳孟平翻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3848 遇到危險動物時的求生秘技 今泉忠明著; 賴惠鈴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855 紅樓夢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03862 紅樓夢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903879 紅樓夢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903886 紅樓夢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903893 紅樓夢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903909 紅樓夢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903916 紅樓夢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7 1

9789865903923 紅樓夢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8 1

9789865903947 日本の極上絕美祕境 株式会社, 笠倉出版社作; 張雲婷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954 世界の極上絕美祕境 笠倉出版社作; 張雲婷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961 沖繩 JTB出版社日本版編輯部作; 王凱洵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978 京都 JTB出版社日本版編輯部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985 東京 JTB出版社日本版編輯部作; 莊仲豪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992 日光.戰場之原.奧鬼怒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賴惠鈴翻譯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一覺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人



9789864610006 飛驒高山.白川鄉 JTB Publishing, lnc.作; 尤淑心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020 巴黎 JTB Publishing,lnc.作; 許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037 倫敦 JTB Publishing,lnc.作; 賴惠鈴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044 鎌倉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劉品宜翻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051 野塘: 122種野塘生物的奧祕 詹見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068 紅樹林: 106種紅樹林生物的奧祕 沈競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075 溪流: 120種溪流生物的奧祕 詹見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082 河口: 111種河口生物的奧祕 鄭清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099 珊瑚礁潮間帶: 120種珊瑚礁潮間帶生物 鄭清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105 校園: 107種校園生物的奧祕 王美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112 賞雲: 105種雲的奧祕 游丕若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129 步道植物: 105種步道植物的奧祕 沈競辰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1153 啟蒙數學遊戲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蔡叔玲編輯 第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1160 打開玩具箱 蔡叔玲文字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1177 寶寶唸童謠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公司教研組文字編輯 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1184 形狀與符號 蔡叔玲文字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1207 魚兒水中游 蔡叔玲編輯; 人上人文化事業企劃部插畫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64449 臺灣鼻整形 高全祥, 李日清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64494 犬、貓超音波手冊 林家妤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4517 Langman's醫學胚胎學 T. W. Sadler原著; 周明加編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32

人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力大圖書



9789867364548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Tyng-Guey Wang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64586 藝術與人生 張天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64623 螢火蟲的亮光: 大肢的故事 張天鈞與大肢俱樂部的朋友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021 真道學 竹心著 平裝 3

9789869100038 真道學(簡體字版) 竹心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0092 中脈七輪轉化瑜珈. 進階篇: 拙火覺醒 畢迪安南達, 黃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481 超感動！1分鐘就會！拿起鉛筆就能畫的萌感手繪插畫妮塔.齊娜萊著; 林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55 UP Hair Styling 戴美瑩經典梳編盤髮 戴美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10049 芳香療法應用百科 丹尼爾.費絲緹著; 王爱懿, 楊幸蘋, 李雅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070 跟日本王牌大律師學談判!：從談薪水、跑業務到買房子，再難搞的人也聽你的!植田統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087 貓咪學 迪巴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100 四大元素守護神自我占卜秘笈 鄭嘉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117 來去喝一杯.吃好料!曼谷.芭堤雅 D+Plus Guide Team著; BOBO H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148 不是說，仙人掌很好照顧的嗎？搞定多肉寶貝！盆栽新手的栽培日記！小魚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162 追星81天: 首部最真實的星空攝影遊記,點燃心中追尋夢想的勇氣海盜王基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186 相信自己，未來一定比現在好10倍：沒空抱怨後悔的積極人生思考術八方出版編輯部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193 靜心毛筆彩繪 伊藤昌著; 林曉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209 人生很長，最重要的是自己2 石原加受子著; 陳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216 筆記勝經：活用4種顏色，複習重點1頁只要1秒！石井貴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223 不要再忙了，跟我玩嘛！：與狗狗的50個幸福生活！最喜歡你笑咪咪、傻呼呼，每天都要開開心心！Maaja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人文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八方出版



9789863810230 吃出妳的好情緒 定真理子著; 桑島靖子監修;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247 放不開的,原來不是愛情 Gomabukko著;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254 60分鐘圖解訓練邏輯會議主持術 加藤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285 雅菲的創意機關卡片 雅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292 瘦一輩子 中國紡織出版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315 英式午茶時光 砂古玉緒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0700 八方畫薈: 八方畫會2013聯展專輯 曾坤明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7313 通路是王道,業務是王牌: 王對王的競合! 江玉行作; 陳翠蘭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7320 你是我最美的遇見。 南方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8400 養生！吃對，不上火 孔繁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8417 他即世界-古魯大解密 Anothony Storr著; 張嚶嚶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8424 21天超覺斷食：一位科學家親身實證的第一手報告米夏爾.凡納, 托馬斯．史托科里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八方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力平方文化



9789866929373 簡明臨床流行病學 陳國東, 呂宗學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6204 十妍雅集 藝想.藝享聯展作品選集 劉懿慧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2503 好果子兒童理財學習手冊 陳聖雄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02510 好果子兒童理財學習手冊 陳聖雄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43725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3732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7495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8348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7792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7808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8294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8096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8652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8201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9000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9208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妍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果文創



9789863549215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9048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9093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9109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9116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9185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9192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9420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9437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971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972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973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027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028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0316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032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30330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30347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30392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0408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9888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9895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0354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036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030378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0385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0415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0422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9994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0019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0248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0255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0262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0613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0095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4551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0118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4568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6302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0132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7064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7071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7088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7224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0163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078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0798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0804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0194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0811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0828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0200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0217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0224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30231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30835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30842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0859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0446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0866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0873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0880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0477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0897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0903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0910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0927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0507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093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094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095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053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096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097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0989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099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30552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1016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0583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1009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0590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1023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063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103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104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1054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1061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0644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0651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1078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1085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1092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0668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1108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1115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0675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1122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1139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1139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1146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1146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0682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344421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30699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4438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0705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0712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0729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0736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0767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0774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3827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3834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5302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5319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8440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9133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0010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0454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4414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1177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1153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1160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118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3119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3120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3121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31221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1238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1245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1252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1269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1276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3128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1290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130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3131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31320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1337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1344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135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03136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03137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03138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031399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1405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1412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1429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143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144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1450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1467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1474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1481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1498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1504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1511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1528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1535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1542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1559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1566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1573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1580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1597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1603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1610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2549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2556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2761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2778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2785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162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3163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3164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3165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3166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3282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2839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284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3285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31672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1689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1696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1702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1719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3164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3171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3188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172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3173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31740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31757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031764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033195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033201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033218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033225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031801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2563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2969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2976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2983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2990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1771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1788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1795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1818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1825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1832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1832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1849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2

9789864031856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2921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2938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2945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2952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1863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187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330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3317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188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03189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031900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03191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03192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03332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03333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03334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03335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031931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1948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2631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2648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195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1962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1979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1986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265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2662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2679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1993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2006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2013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2686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2693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2020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2037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2044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2730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2747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2754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205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206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2075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2082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2792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280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2815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32099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2105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2112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2860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2143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2884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2891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2129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2136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215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216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2174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2181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219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300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301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302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2204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2211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2228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2235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3034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3041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3058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2242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2259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2266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3072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3089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3096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227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33232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3324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3325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3228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3102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3119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312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2297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2303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2310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2327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2334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3133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3140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3157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234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3235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3236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2372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2389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2396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2402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2419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3263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3270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3287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3294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2426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2433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3362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3379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2440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245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3386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2464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3409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341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342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2471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2624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2488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2495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2709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2716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2723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2501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32518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33430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32525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2532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2907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291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2570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2587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2594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2600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2617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3461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3447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33454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33478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4437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4444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4451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3485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4215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4222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3492 魔君: 外傳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33515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3522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3539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3546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3553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3577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3584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3607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3614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3621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3638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3645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3652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33669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33676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3683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3690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3706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3713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374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3375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3376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3377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033782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3799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3805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3812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3829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3843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3850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3867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3874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3928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3935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3942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3959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398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4017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4031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4048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4062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4529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4079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4093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4109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412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4130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4468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4147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034154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034161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034185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4253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4246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4260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03427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03428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03431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4321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4338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4376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4383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4390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4369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440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4482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4499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04349 佛塔與祖塔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450996 幸福之音. 第十三集, 不受自心所欺騙 聖開導師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053 幸福之音. 第十五集, 人類幸福文化之新頁 聖開導師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060 智慧的教育. 第三集, 改造生命工程 陳明安講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5084 修行(漫畫) 人乘弟子記; 慧心彩繪;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中文編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5091 Cultivation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5107 幸福之音. 第十六集, 只要心裡一無就太平 聖開導師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5705114 學佛修行貴在真誠: 二00六年二月十一日於臺灣臺南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4307 轉心四思維: 使心轉向佛法的四種思維 第十二世慈尊廣定大司徒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八蚌法傳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26

送存冊數共計：438

人乘佛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3178 宵夜快樂:低卡．快速．方便．美味 黃筱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345 醬醬好：魅力異國醬料 吳文智, 趙家緯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20 流浪西貢一百天 廖雲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37 跑出生命力: 不倒鬥士吳興傳 吳興傳, 陳榮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44 東京暫停 黃雅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51 多一公斤的旅程 劉湘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68 感觀東亞 衣若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75 離奇料理 朱國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50 貳拾醫典: 臺大醫院20營養師X23醫生X20年的權威飲食秘笈 吃出活力與免疫力的家庭照護指南43位臺大醫師與營養師團隊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74 拉得弗森林裡的藝術家: 旅居德國22年的文化觀察隨筆莊祖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604 思埠崛起: 吳召國的微商時代 理由, 林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4002 小佐與幼幼: 玉玦的秘密 李憶婷作.繪圖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34002 小佐與幼幼: 玉玦的秘密 李憶婷作.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77868 浮世草: 雜文與詩集 解志熙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77875 中國在梁庄 梁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899 福壽春 李師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905 橋. 夏季號. 2015: 野路上的少年郎張萬康: 對話空間:我們一起讀書!徐秀慧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912 「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 陳越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人間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七頂創意



9789866777929 莎菲女士的日記 丁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2283 人智醫學及其療癒方法 奧托.沃爾夫(Otto Wolff)作; 王新艷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6301 遠方的祝福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318 開心聖誕節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325 運動會開始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745 交通工具總動員: 嗚嗚嗚嗚消防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752 交通工具總動員: 嘀嘟嘀嘟救護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769 交通工具總動員: 嗶嗚嗶嗚警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776 交通工具總動員: 嘟嘟嘟嘟公共汽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837 誰的大腳ㄚ?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844 新朋友!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851 找不到!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868 香蕉在哪裡?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875 我要飛!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882 我最棒!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6256899 猜猜我是誰: 野生動物大發現 周美強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905 猜猜我是誰: 農場動物大發現 周美強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912 成長動畫小百科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全套 1

9789866256929 好好玩神奇的生命立體書: 我不要變大怪物 七色王國主編; 姚慧嫻文稿 精裝 1

9789866256158 好好玩神奇的生命立體書: 毛毛蟲去哪兒了 七色王國主編; 姚慧嫻文稿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人智



9789866256936 好好玩神奇的生命立體書: 我們長得不一樣 七色王國主編; 姚慧嫻文稿 精裝 1

9789866256943 好好玩神奇的生命立體書: 森林裡的櫻桃樹 七色王國主編; 姚慧嫻文稿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4110 璀璨登高 邱鳳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9275 佛教與花藝 釋敬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49282 圓照寺攝影大賽. 第一屆: 寺院之美攝影比賽. 2014年釋敬定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2000 離席: 為什麼看電影? 黃以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024 躁動的帝國: 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178 富強之路: 從慈禧開始的長征 夏偉(Orville Schell), 魯樂漢(John Delur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192 顛覆世界史的蒙古 杉山正明著; 周俊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222 忽必烈的挑戰: 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 杉山正明著; 周俊宇譯 平裝 1

9789865842321 列寧的墳墓: 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 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著; 林曉欽翻譯 其他 下冊 1

9789865842505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 斐德里克.葛霍(Frédéric Gros)著;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536 被隱藏的中國: 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州的奇異旅程大衛艾默(David Eimer)著; 吳潤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543 朕乃女人: 武則天,中國史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喬納森.克萊門茨(Jonathan Clements)著; 賴芊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550 中國剩女: 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洪理達著; 陳穎譯 平裝 1

9789865842567 斷頭臺上的時尚女王: 瑪麗.安東妮,一場時尚與政治的血腥角力卡洛琳.韋柏(Caroline Weber)著; 徐德林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九陽雅集藝文學會



9789865842574 不安的山谷: 中亞,小國政治的悲劇 菲利浦.席斯金(Philip Shishkin)著; 吳緯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581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決定命運的八月十五日 半藤一利著; 陳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5842598 真相,是世上最荒誕的笑話: 蕭伯納精言集 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著; 謝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49798 滄桑備忘錄 袁瓊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04 放爾千山萬水身: 張曉風的旅遊散文 張曉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11 雨,下在平原上 廖輝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28 太陽點名 余光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35 請登入遊戲 蔣亞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42 寫在課本留白處: 青少年散文小讀本 徐國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59 三十年半人馬: 散文自選集. 1980-2010 林文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66 九歌童話選. 一0三年 陳素宜主編; Kai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73 九歌散文選. 103年 阿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80 靠岸: 舞浪的說書人 羅智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897 九歌小說選. 一0三年 賴香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03 腹帖 徐禎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10 揹山的人 郭漢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27 海水是甜的 陳幸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41 知影 孫梓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58 不歸路 廖輝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65 教授別急!: 廖玉蕙幽默散文選 廖玉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72 藍與黑 王藍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4449989 放生羊 次仁羅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96 山海都到面前來 吳敏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000 床母娘珠珠: 黃秋芳童話 黃秋芳著; 蘇力卡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九歌



9789864500017 單獨的存在 林黛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024 九歌少兒書房. 第五十九集 花格子等著；王淑慧等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0031 臭臭的魔法 蕭逸清著; 吳嘉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048 耶路撒冷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055 季節 汪啟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062 荒謬之外: 卡謬思想研究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079 方中街99號 花格子著; 蘇力卡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086 粉絲與知音 余光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093 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 張郅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09 前進吧! 寶利 翁心怡著;李月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16 逆光的臺北 蕭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23 雲裡住著女巫 左煒著;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30 小杰和他的勇腳仔 阮聞雪著; 王淑慧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47 安靜.肥滿 盧慧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54 奧森巴赫之眼 楊君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5925 傾聽幸福在這裡 武田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963 每天30分鐘，培養英文口語力基礎篇 朴光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4045 100 天親子英語會話：媽媽與孩子一起說英語 丹尼爾.安德魯.勒布朗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4090 開運吉祥物大全集 命運好好玩名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175 私房烤箱料理 文怡著 平裝 1

9789865744182 享瘦美食輕鬆煮 文怡著 平裝 1

9789865744205 超神秘X檔案：外星人就在你身邊 南山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236 美國CIA識人術: 九型人格解密人性 中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243 上班族不辭職也能環遊世界一周 吉田友和, 松岡繪里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9789865744311 一生必遊！100個日本秘境景點 吉田友和, 松岡絵里著 平裝 1

9789865744359 超神祕X檔案：恐龍新證據 南山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366 超神祕X檔案：探索古文明 日本皆比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373 超神祕X檔案：靈異事件之謎 南山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458 阿嬤家常菜 李鴻章, 劉政良, 張志賢著 平裝 1

9789865744465 胃口大開涼拌菜 李志鴻, 李哲松著 平裝 1

9789865744588 古代建築這麼蓋，原來有玄機 孫德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656 不可思議!快速學會基礎日語 河英愛, 宇野瞳作 其他 上冊 1

9789865744915 不可思議!快速學會基礎日語 河英愛, 宇野瞳作 其他 下冊 1

9789865744786 看手相透視人生 李建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861 降血壓這樣吃有效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4939 降三高這樣吃有效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4960 好媽媽勝過好老師 尹建莉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3730033 教你面診觀察健康 于雅婷, 趙鵬主編 精裝 1

9789863730040 每天3分鐘寫英語日記，英文作文拿高分 石原真弓作; 蕭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248 快速瘦出小蠻腰 曲影著 平裝 1

9789863730279 簡易瑜珈教你瘦全身 曲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323 第一次寫英文書信 潘思延, 梁永芳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30330 中草藥傳世妙方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354 腳底按摩對症從跟治 趙鵬, 鄭書敏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392 幫孩子按摩消除病痛 溫玉波, 成澤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415 千金方對症詳解 李海濤, 陳德興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453 豆類食物營養功效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477 對症藥膳祖傳祕方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484 阿湯哥開運農民曆. 2015 湯鎮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491 懷孕安胎養身大全 邵玉芬, 許鼓, 曹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514 中藥材養生膳食 孫樹俠, 吳劍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521 每天5分鐘，軀幹健身操超神奇！打造您的健康元氣龜井佐千雄作; 李詩涵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0538 2015年12生肖運程每週幫你解運勢 李晟著 平裝 1

9789863730545 2015年12星座運程每週幫你解運勢 李晟著 平裝 1

9789863730552 按對穴位身體就舒服 趙鵬, 韓萍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583 健康蔬菜營養秘訣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590 經絡疏通健康不生病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606 不上火身體就健康 武國忠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644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加措仁波切作 平裝 1

9789863730699 拉筋拍打神奇效果 吳世楠著 修訂2版 其他 1

9789863730712 西式點心製作訣竅 黎國雄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774 名醫教你手到病自除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781 從頭到腳推拿技巧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897 招財開運68種祕訣 湯鎮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927 情境實戰英語會話 張耀仁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30934 排毒養顏藥膳事典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孫樹俠, 吳劍坤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941 健康食物排行榜 于雅婷, 孫平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989 降血壓食物排行榜 于雅婷, 尚云青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009 李建軍神奇酵素 李建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016 瘦身食物保健事典 于雅婷, 曹軍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023 五色蔬果對症食療 孫樹俠, 高海波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054 100種水果營養圖典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孫樹俠, 于雅婷主編 精裝 1

9789863731085 湯鎮瑋獨家大公開: 居家風水88條禁忌 湯鎮瑋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092 本草綱目保健手冊 健康養生堂編委員會編著; 吳劍坤, 于雅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108 我愛吃自己做的麵包 黎國雄著 精裝 1

9789863731122 豆漿雜糧粥養生事典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高海波, 于雅婷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1

上人文化



9789862122204 這是什麼? 方素珍譯寫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2307 仿生微生系 何炯德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041 釜山就該這樣慢慢玩 亞沙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904 左邊右邊 小日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4169 爸爸33變 荷麗.潔芙文; 阿曼達.海莉圖; 呂嘉能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418646 地政士考試套書 鄭絜心等編輯 平裝 全套 1

9789578418653 輕鬆學算命 錢老師著 平裝 1

9789578418660 不動產估價概要 黃國保編著 第5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大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日.圖文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土也酉己設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584 澳紐非記遊 毛善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9365 琉璃.光: 楊炘彪金工漆藝創作專輯 楊炘彪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0273 悅讀樂寫 黃靜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0297 社區衛生護理學應考集 蘇貞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0310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403 第三樂章典藏鋼琴譜集 V.K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3410 V.K克<>: 鋼琴典藏譜集. VOL.II V.K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3427 (鏡夜典藏鋼琴譜集) V.K克著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巨人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仁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丰金屬漆藝工作室



9789869043434 愛.無限鋼琴典藏譜集. VOL.I V.K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3441 V.K克精選鋼琴普集. 中階 V.K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0941 幸福就在轉念後: 啟動焦慮症的自我療癒 克萊兒.維克斯(Claire Weekes)著; 包丹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461 權證35招讓你大翻身: 用小錢就能滾出富裕人生潘俊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93818 去倫敦街頭上創意課 李殷伊, 金哲煥著; River Tre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825 時尚經典的誕生:18位名人,18則傳奇,18個影響全球的時尚指標姜旻枝著;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832 這些失敗改變了我:贏在不放棄 國貞文隆著; 陳惠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849 55歲開始的Hello Life 村上龍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856 輕描淡寫: 張艾嘉的第一本創作書 張艾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00 開始一個人去旅行: 學會安排行程的第1本書 森井由佳, 森井久壽生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9649 吳天章. 1984-2013 陳薇如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4333 迴光線: 影像的裂隙 許峰瑞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久石文化



9789869104340 墨骨靈韻. 1990-2014 謝雨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458816 商業簿記 盛禮約著 增訂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58991 西洋教育史 林玉体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9707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試題解析 康蕙芬編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59783 新譯阮籍詩文集 林家驪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9806 寶枝 張祖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3545 希臘哲學史 李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017 新高中英文. 三, 自學手冊 王靖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017 新高中英文. 三, 自學手冊 王靖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048 大業風雲: 隋唐之際的英雄們 徐連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079 新聞採訪與寫作 張裕亮, 張家琪, 杜聖聰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109 新譯初唐四傑詩集 李福標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116 漢初風雲人物 惜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0130 烽火夕陽紅 易君左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0147 吳鐵城回憶錄 吳鐵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154 和泉式部日記 林文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161 公司法論 梁宇賢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571460062 哲學概論 冀劍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222 捷克史: 波希米亞的傳奇 周力行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239 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 奧立佛.傑法文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0246 艾雪 李寬宏著; 黃中妤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0253 高第 李民安著; 張偉玫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0260 大明英烈傳 楊宗瑩校訂; 繆天華校閱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277 畢卡索 陳佩萱著; 范家凌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民



9789571460291 勞動基準法論 林豐賓, 劉邦棟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571460307 民事訴訟法 魏大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314 紅樓夢新解 潘重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321 勞動法一百問 陳金泉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338 我的自由,不自由? 鄭光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46134 未遂與犯罪參與 蕭宏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47513 應用文好應用 魏嚴堅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345 禪與老莊 吳怡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352 新譯杜詩菁華 林繼中注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60406 新譯杜詩菁華 林繼中注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0413 孽海花 曾樸撰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420 實用中文 吳慧婷等著; 朱莉美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437 刑事訴訟法論 朱石炎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0444 大法官解釋彙編 增訂十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0451 大法官解釋彙編 增訂十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60468 無敵篇章結構王 郭慧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284 大學國文選 李文琪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499 文學欣賞的新途徑 李辰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505 社會學導論 彭懷真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512 商事法要論 梁宇賢著 修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0529 憲法釋論 吳信華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543 證券交易法論 吳光明著 增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567 新譯鬼谷子 王德華, 趙鵬團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574 史記的人物世界 林聰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611 強制執行法 吳光陸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628 保險法論 鄭玉波著; 劉宗榮修訂 修訂十版 平裝 1

9789571460635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Barbara Kuo編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642 賽夏族 胡家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727 中國現代史 薛化元編著 增訂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8545 這樣玩,汽車原理好簡單 尼克.阿諾德作; 于峰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552 這樣玩,機械原理好簡單 尼克.阿諾德作; 陳儀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569 這樣玩,飛機原理好簡單 尼克.阿諾德作; 于峰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68 憤怒鳥遊樂場: 地理世界 伊莉莎白.卡尼作; 陳韻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82 馬格蘭眼中的馬格蘭 布莉姬.拉蒂諾斯編; 李永適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699 大貓Everything 伊莉莎白.卡尼作; 陶淩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712 寵物EVERYTHING 詹姆斯.斯皮爾斯作; 郭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729 城堡EVERYTHING 克里斯賓.波伊爾作; 黃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743 海豚EVERYTHING 伊莉莎白.卡尼作; 陶淩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750 狗狗EVERYTHING 貝琪.貝恩斯作; 郭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767 天氣EVERYTHING 凱西.佛岡作; 陽曦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774 岩石與礦物EVERYTHING 史蒂夫.湯姆賽克; 陶淩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781 蘭花 安娜.瑪麗亞.波提切利(Anna Maria Botticelli)作; 賴孟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798 放走刺蝟的8000個理由:動物求生的機密策略 馬丁.諾維敦作; 錢艾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804 火山與地震EVERYTHING 凱西.佛岡作; 郭箏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811 古埃及EVERYTHING 克里斯賓.波伊爾作; 王鎮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828 ANGRY BIRDS憤怒鳥動物大對決: 50組野生動物的瘋狂捉對廝殺梅爾.懷特作; 張靖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835 恐龍EVERYTHING 布雷克.霍納作; 黃豔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6634 形與色: 詹阿水創作經典集 詹阿水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2

大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上古國際藝術



9789869156523 張杰的畫 張杰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30647 捷運招考30天上榜速成 陳毅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0654 地政士35天上榜速成 陳仕弘、洪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4108 我是小導演: 影音剪輯Movie Maker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4115 Word 2013超簡單 小石頭編輯群, 蔡慧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4122 PowerPoint 2013超簡單 小石頭編輯群, 蔡慧儀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1483 創設紀 設計史研究室編輯策劃 初版 其他 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0234 我有畫要說. 1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241 我有畫要說. 2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258 我有畫要說. 3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265 我有畫要說. 4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272 我有畫要說. 5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同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上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三民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石頭文化



9789866150333 我有畫要說. 1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40 我有畫要說. 2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57 我有畫要說. 3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64 我有畫要說. 4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71 我有畫要說. 5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01 我有畫要說. 8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18 我有畫要說. 9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25 我有畫要說. 10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12608 汲泉室論學稿 周志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712615 儒家與儒學探究 夏長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712660 從鄭玄到朱熹: 朱子<>詮釋的轉向 高荻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0437 愛國英傑 陳德輝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543 核彈神威 俞啟宜, 楊欣雨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598 電磁利劍 劉冀蜀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95 極端之美 余秋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01 北大授課 余秋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18 中國戲劇史 余秋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25 觀眾心理學 余秋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32 世界戲劇學 余秋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49 藝術創造學 余秋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地



9789865800956 馬橋詞典 韓少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63 暗示 韓少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70 空院殘月 韓少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87 怒目金剛 韓少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994 馬瑞芳評說<>之官場 馬瑞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003 馬瑞芳評說<>之情場 馬瑞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096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晚清. 1842-1873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20102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晚清. 1842-1873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20119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晚清. 1842-1873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20126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晚清. 1842-1873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20140 家世: 百年中國家族興衰 余世存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0157 家世: 百年中國家族興衰 余世存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20164 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 高朋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0171 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 高朋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20188 中國戲曲夢 呂固亮, 李伊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01 中國明清家具珍品: 黃花梨家具 呂章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18 中國明清家具珍品: 髹漆家具 呂章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25 中國明清家具珍品: 紫檀家具 呂章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32 陝西寶雞青銅器選萃: 舊邦新命 呂章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49 陝西寶雞青銅器選萃: 奕世重光 呂章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56 陝西寶雞青銅器選萃: 赫赫宗周 呂章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63 中國古代繪畫藝術: 推陳出新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70 中國古代繪畫藝術: 流派紛呈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87 中國古代繪畫藝術: 吐故納新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294 中國明清扇面: 山水寄情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00 中國明清扇面: 花鳥娛心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17 中國明清扇面: 詩文詠志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24 中國明清扇面: 容影隨性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48 殷墟文物裡的晚商盛世: 等級制度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55 殷墟文物裡的晚商盛世: 禮樂文明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62 殷墟文物裡的晚商盛世: 戒馬生涯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79 殷墟文物裡的晚商盛世: 貴族生活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86 殷墟文物裡的晚商盛世: 信仰空間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577 晚清風雲. 第二卷, 西省戰紀 果遲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0584 晚清風雲. 第二卷, 西省戰紀 果遲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20591 那年夏天: 一個自閉症女孩與母親「說畫」的季節蔡威君文; 林依慧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904 晚清風雲. 第三卷, 甲午祭壇: 李鴻章屈膝春帆樓果遲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0911 晚清風雲. 第三卷, 甲午祭壇: 李鴻章屈膝春帆樓果遲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8097 Anything is possible: 365天慢活的日子 林雯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0807 思考致富亞洲正能量 林有田作 平裝 1

9789869120807 思考致富亞洲正能量 林有田作 平裝 1

9789869120814 這招夠厲害出手就成交 林有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611 修行法要.觀行法要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3628 迴響集 白雲老禪師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7

三朵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成就行銷顧問



9789869183635 唯識學的生活妙用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356695 文化頑童:李敖 蔡漢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4774 包心粉圓抓賊記 黃培欽文; 鰻魚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804 不要走太遠喔! 廖小羽文; 丸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811 大嘴巴闖禍了(注音版) 田心文; 陳完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842 玉山的新外套 鄭宗弦文; 劉旭恭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941 愛喝飲料的拉拉薩國(注音版) 欣欣文; 嚕嚕圖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88005 黑雪公主 陳佩萱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012 我真羨慕你 欣欣文; 巫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104 歡喜巫婆之剛好有雜貨店(注音版) 王文華文; 達姆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180 不一樣的晚餐(注音版) 徐瑞蓮文; 陳又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197 怕鬼的熊哥哥 陳可卉文; 廖若凡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326 朋友來敲門(注音版) 陳碏文; 施佩吟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425 等一下 田心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647 懶惰,懶惰,朵瑞米發 子魚文; 法蘭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661 我哭喔 王文華文; 康宗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678 黑臉貓的好運帽(注音版) 徐瑞蓮文; 施佩吟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53 快樂的祕密 阿德蝸文; 陳又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60 香香公主魔法鞋 王美慧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91 愛說謊的小鸚鵡 鄭宗弦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村文化



9789865641023 黏不拉嘰王子 徐瑞蓮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47 鱷魚先生之鄉下來的大英雄 李維明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54 巫婆哈妹不說話 林佑儒作; 徐建國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61 早知道 田心作; 任華斌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85 黑臉貓的好運帽 徐瑞蓮文; 施佩吟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53 你有多愛我(注音版) 李光福文; 康宗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53 你有多愛我(注音版) 李光福文; 康宗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60 公主盃拔蘿蔔比賽(注音版) 王美慧文; 九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60 公主盃拔蘿蔔比賽(注音版) 王美慧文; 九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77 一百個鐘的魔力 陳啟淦作; 施佩吟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91 你賴皮(注音版) 王文華文; 鰻魚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91 你賴皮(注音版) 王文華文; 鰻魚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207 修煉前傳: 未知樹的預言 陳郁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385 太陽公公的獨輪車 賴曉珍文; 施佩吟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392 熊熊睡不著(注音版)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408 我不要! 可可亞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439 帶象爺爺回家 多娜文; 大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446 我要金手指(注音版) 子魚文; 蔡兆倫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460 帥帥王子不洗澡(注音版) 林翔文; 陳又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514 早知道(注音版) 田心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4538 黑毛豬的愛心麵店 荷莉文; 罐頭娃娃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339 往事如煙 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40

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634 煉詩刊. 2, 叛逆 吳宜軒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22235 全圖解105種小蘇打+ 檸檬酸的無毒輕掃除 世界文化社作 平裝 1

9789863422280 晚退休時代: 高齡世代轉型未來關鍵30年,我們如何工作,怎麼生活?米爾頓.艾茲拉提(Milton Ezrati)著; 吳書榆譯 平裝 1

9789863422310 神奇駝背矯正棒,10分鐘擊退肩頸腰背痛! 黃永錚著 平裝 1

9789863422327 癌後更美麗:從人生勝利組到罹癌,看我如何戰勝癌症,比癌前更健康、美麗?娘娘著 平裝 1

9789863422334 醫學教授自我保養的動脈按摩 井上正康作 平裝 1

9789863422365 今天就把小幸福排進行事曆: 654個生活中的快樂練習艾美.史賓瑟(Amy Spencer)著; 簡佩吟譯 平裝 1

9789863422372 法國麵包教父的經典配方: 梅森凱瑟的80款歐式麵包與獨家液態酵母,讓你在家揉出自然原味艾瑞克.凱瑟(Eric Kayser)作; 粘耿嘉譯 精裝 1

9789863422389 王祖壽/歌不斷: 華人流行樂壇30年最有力的一支筆,直探未曾公開的星事,重溫熟悉的樂音王祖壽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2396 改變成真: 柯文哲的城市進化論 柯文哲作 平裝 1

9789863422464 巴黎舅舅的餐桌 魏柔宜著; 尤淑瑜繪 平裝 1

9789863422501 創新正思做自己:像吸塵器般將腦中垃圾清除，沒有正確，只有最好！白取春彥作 ; 楊明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2518 2天1夜親子輕旅行: 爸媽不累、小孩玩瘋、阿公阿媽笑眼開!睡天使.醒惡魔作 平裝 1

9789863422549 破壞逆思勇敢反骨：勇敢跳出舒適圈，撞破牆才能闖出一片天！ !白取春彥作 ; 楊明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2563 我,跟自己拚了!: 挪威最頂尖的心智訓練師讓你潛能發揮100%艾瑞克.伯特蘭.拉森(Erik Bertrand Larssen)著; 郭騰堅譯 平裝 1

9789863422570 讓我漂亮又自信的20個美麗魔法 朴庚恩文.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2587 美容減肥名醫親身實證轉腳踝、按足底、揉小腿，我成功瘦下25公斤！鄒瑋倫著 平裝 1

9789863422624 人身折學 二搞創意(郭漁x良根)作 平裝 1

9789863422662 日本名醫實證25種「3日走路瘦肚法」: 3個月腰瘦17cm川村昌嗣作 平裝 1

9789863422679 急診鋼鐵人Dr.魏的進擊：一起體驗笑中帶淚、有血無尿的急診人生！急診醫師Dr.魏圖文 平裝 1

9789863422747 千年之願. 3, 天使與惡魔的約定 萊妮.泰勒(Laini Taylor)著; 綵憶譯 平裝 1

9789863422754 富裕流感: 工作超時、壓力破表、不買會焦慮,21世紀最恐怖的社會傳染病約翰.葛拉夫(John de Graaf), 大衛.汪(David Wann), 湯姆士.奈勒(Thomas H. Naylor)著; 吳書榆譯平裝 1

小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三采文化



9789863422792 1盤吃下1/2日必需野蔬 大滿足義大利麵：美味、簡單、吃不胖、可排毒吉田宏介, 牧野直子作 平裝 1

9789863422815 一.起.高.潮 : 萬人性愛治療師Olivia的圖解愛愛120招，共登情慾天堂OLIVIA作 平裝 1

9789863422822 無聲的遺願 普莉西雅.希伯里(Priscille Sibley)著; 錢基蓮譯 平裝 1

9789863422860 日本仿妝女王掌握關鍵眼妝,變身日韓大明星! ZAWA CHIN著; 吳佳蓁譯 平裝 1

9789863422877 心所愛的人 小野作 平裝 1

9789863422884 桃紅色曖昧 12夜等著 平裝 1

9789863422891 贏在好習慣: 贏家與輸家的差別,往往取決於微不足道的好習慣S. J. 史考特(S. J. Scott)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2914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你 Middle作 平裝 1

9789863422976 愛過你的記憶 譽田哲也作 平裝 1

9789863422983 愛料理.網友熱搜TOP100電鍋菜 愛料理團隊著 平裝 1

9789863422990 抽屜裡有情書! 黃振裕文; Dora Li圖 平裝 1

9789863423041 瘦得有態度:王麗雅的健美筆記體重不重要,健美才是王道王麗雅作 其他 1

9789863423058 從零開始穩穩賺:富朋友教你買基金、賺股票，3步驟實現財務自由！艾爾文作 平裝 1

9789863423065 韓國化妝女王Pony's深邃4D百變妝:47款個性造型妝容+19大輪廓修容&眼整形密技，超越極限、展現萬種風情！朴惠敃著 其他 1

9789863423119 全世界100萬人激瘦的舞芭蕾體適能! 井出由起作 其他 1

9789863423126 上臺本事: 我很棒!只是有點怯場,不怕犯錯就能在任何場合侃侃而談!凱倫.霍夫(Karen Houhg)著; 陳玉娥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6929 成就大業的冒險精神: 馬雲教戰守則 柯誠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36 佛說: 我只不過是一個指導者 鄭巧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43 那些不能告訴男人的事: 只給女人的幸福答案 楊姿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50 心境,心靜 鄭巧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67 青春難為: 負傷翱翔的每一天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74 貴人不一定是好人 何彥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98 幸福提案: 笑談人生 羅奕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018 11招,教你練習不生氣: 超貼切情緒控制術 陳曉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大拓文化



9789864110025 青春難為. II, 於是我們只好長大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032 不要惹我生氣: 8個冷靜情緒的控制法 陳曉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049 我們的心都有病 蕭蔓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0728 Herta Müller: Textanalyse im vergleich zu wolfgang hilbig,Jurek becker und christa wolf簡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0735 Normalisierung des AuBergewöhnlichen. Der wandel der erinnerungskultur des zweiten weltkriegs und holocaust in deutschland. 1990-2010陶克思(Dr. habil.Christoph Thonfel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0742 Menschen A2,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德華字彙)上林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7718 奇峰奔劍錄 麒麟閣白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7725 玉劍骷髏 麒麟閣白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6527 Phonics kids. 1B, the alphabet Nn-Zz認識字母Nn-Zz 其他 1

9789866146541 Phonics kids. 2B, the consonants Qq-Zz認識子音Qq-Zz 其他 1

9789866146565 Phonics kids. 3B, the short vowels Oo&Uu認識母音Oo&Uu 其他 1

9789866146602 Phonics kids. 5B, 複合子音 其他 1

9789866146671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1, from A to Z: pupil's book謝靜惠, 林素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770 Love phonics. 2A, the consonants Bb-Nn 其他 1

9789866146787 Love phonics. 3A, the short vowel Aa, Ee & Ii 其他 1

9789866146824 We sing we play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果文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東西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上林文化



9789866146831 We sing we play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8255 世說新語ONLINE精選101則 羅雅玲編著 平裝 1

9789572878262 離散數學初步 孫一凡, 慎思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79053 一種攝影九種心情 郭立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9084 技藝非凡Photoshop CS6+Painter 12繪畫創作大揭秘何平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114 VB錦囊36計 張逸中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138 動漫達人修煉術: 場景素描技法 MCOO動漫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367 Linux 核心虛擬系統-KVM: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陳松林, 林宣佑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714123 動漫達人修煉術: 漫畫上色基礎 MCOO動漫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714130 Painter擬真人物繪製技法 潘得禮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714154 跟Adobe徹底研究Audition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714161 我的漫畫技法基本功不可能這麼好: 入門到精通. 基本功篇C.C動漫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185 Nikon D800: 我的出凡入聖之道 Jeff Revell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4192 動漫達人修煉術: Q版動物素描技法 MCOO動漫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4208 即學即用HTML 5行動裝置開發 王志剛, 王中元, 江友華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714215 原來PPT這麼好玩 梁漢博, 張予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714277 達標!PowerPoint 2013經典範例應用 林文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4284 動畫圖解資料結構 李春雄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4291 MIT App Inventor 2易學易用: 開發Android應用程式王安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714307 網頁之王ASP.NET 4.5: 138招實例演練 張瑞立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大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奇資訊



9789865714314 深入研究Java Swing 黃嘉輝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4413 跟Adobe徹底研究Photoshop CC Adobe Creavtive Team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714420 繁花如素: 中國新生代插畫家張小白的唯美插畫世界張小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451 Spring internals: 完整解析Spring架構與設計原理 計文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475 Photoshop CC創意視覺設計點子王 立雅科技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482 Illustrator CC創意視覺設計點子王 立雅科技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05 紙公仔大公開: 學會3ds Max與Pepakura Designer紙藝大師. 2李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4598 After Effects專業級特效製作全攻略 吳崇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659 廣告設計原理與表現手法 張岩, 趙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4666 Visual Basic 2010程式設計實例 潘皇玉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4727 FlashCC從入門到精通 陳婉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4741 Before&After: 文宣品設計法則 John McWade著; 吳國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765 計算機概論: 邁向資訊新世代 陳德來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714901 數位多媒體概論與應用 高新城著 其他 1

9789865714918 最新商管學群計算機概論. 2015 高新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932 51單晶片系統模組基礎原理與專業應用 劉坤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007 教您部署和應用雲端運算與SaaS 文杰, 陳小軍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120 建築製圖應用職類: 電繪圖項丙級 黃玉峯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87137 Silicon Stone Computer Knowledge Today認證教科書洪錦魁, 胡嘉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144 跟Adobe徹底研究Fireworks CS6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687151 跟Adobe徹底研究Photoshop Lightroom 5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87182 跟Adobe徹底研究Flex4.5 Michael Labriola, Jeff Tapper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687274 Windows Phone市集App開發大全 伏英娜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87458 電腦音樂輕鬆學: Music Maker編曲/配樂超簡單 莊承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472 新世紀計算機概論: 資訊工科適用 陳德來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87496 新紀元計算機概論: 資訊工科適用 張瑞立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87526 Visual C++Web程式設計 黃嘉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625 Word 2013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洪錦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632 PowerPoint 2013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洪錦魁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656 DSLR攝影曝光活用術 湯識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670 Linux Kernel API徹底研究 邱鐵, 周玉, 鄧瑩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700 Excel 2013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洪錦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748 用色鉛筆慢畫&漫活: 家居小物24色步驟式繪法教學涂涂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779 Heroku網路應用開發指南: 邁向國際化雲端服務平台開發操作手冊張東淼, 許哲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786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4.5使用VB 2013 李春雄, 洪瑞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793 Android 4.4 App開發之鑰: 使用Java&eclipse 王安邦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87816 Dreamweaver CC從入門到精通 陳芸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830 親和力將改變你的設計 王紹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847 精英雲集: 中國CG大師精選畫冊集. 2 火神CG工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854 Maya武學至寶 肯特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861 人像+攝影+後製: 完美影像三重奏 楊岱驥, 邢亞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878 Rocket surgery made easy: 深度測試提高網站效益Steve Kru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922 巨量資料的下一部: BIG DATA新戰略技術及大型網站應用實錄周寶曜, 劉偉, 范承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960 Excel 2013函數與公式應用 沈志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984 跟Adobe徹底研究InDesign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戴孟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991 Photoshop CC從入門到精通 陳芸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000 用Flash做APP超簡單 李篤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062 第七個桔子: Photoshop唯美插畫創意技巧 王嵩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0109 旅遊.攝影 進擊的絕對領域 藍調攝影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116 攝影者一生必拍的60個景點 <>雜誌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130 UNIQUE Restaurant: 風格餐廳設計 <>編寫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147 一點就通!這樣學Excel財務與會計實戰技巧 楊小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0154 Kinect活用開發指南 原理.實例.應用 余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0161 IllustratorCC從入門到精通 王智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0208 攝影的流儀: 超專業構圖技巧.200招職人手法全公開黑瞳, 賈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215 秩維: Painter&Photoshop的詩迷幻繪 張稚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260 應用統計學Excel 2013精析與實例 林志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0277 Visual Basic 2012程式開發設計與應用 賴榮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0284 圖解數位相機攝影與編修原理 Ron White, Tim Downs著; 李俊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307 逆襲的音樂創作 爆音將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345 紙公仔製作秘辛大公開: 3ds Max與Pepakura Designer紙藝大師李家豪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352 攝影新手不NG 數位單眼相機這樣玩 鄭志強, 駱兵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369 我是設計師: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的設計視界 劉松, 王蕾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376 Idea of Photoshop: 設計師の創作解密 銳藝視覺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50383 先鋒數位藝術: 全球50位數位藝術家作品賞析與訪談Dopress Books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390 漫畫素描技法: 這樣上色就是我的Style C.C動漫社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413 會聲會影X7超簡單輕鬆上手 梁采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444 達標!Photoshop+Illustrator CC創意設計二合一 蕭立文, 薛清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451 電腦選購、組裝、測試調校、維護一本通. 2015李慶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475 This is Tiny OS: 最流行的無線感應器網路操作系統結構/理論/範例潘浩等箸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0482 職場菁英限定!Excel高效率商務實例現學術 潘皇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0505 框內的幸福景色: 攝影成功構圖300例 佳影在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512 這樣玩Mac OS X就對了 數位領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529 這樣玩平板就對了: 享受Windows 與雲端的強大應用無臉男的電腦教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536 圖解網路運作原理 Frank J. Derfler Jr, Les Freed著; 黃元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543 跟Adobe徹底研究CS6 Design & Web Premium CS6Adobe Creative Team著; 吳國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550 iOS核心框架開發設計極速上手 Shawn Welch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0567 私程式: IOS開發程式秘訣: 高手這樣發揮Objective-C技巧劉銘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0598 這樣打光就對了!教您DSLR外接閃燈 向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41 C++程式設計原理與實務 Bjarne Stroustrup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0826 達標CorelDRAW X7 薛清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833 跟Adobe徹底研究Flash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840 跟Adobe徹底研究Edge Animate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羅友志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0857 跟Adobe徹底研究Audition CS6 Adobe Creative Team著; 陳芳智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0864 Android App活學活用: 使用VB(Basic4Android) 王安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0871 究極漫畫家CG講座ComicStudio x Photoshop 江志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888 Scratch 2.0遊戲創意設計應用範例集 鄭苑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0895 Exam 200-120 CCNA模擬實戰演練 簡琮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0918 新雲端網路技術白皮書: Cisco、VM Ware、FB及Google網路巨頭,共同制定未來十年的網路標準徐立冰作; 胡嘉璽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0925 After Effects & Premiere Pro最重要的12堂課 吳勇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949 INSPIRING Office: 創意辦公空間 <>編寫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963 英雄時代.炎黃大帝 莽原作 初版 平裝 第二部 1

9789863750963 英雄時代.炎黃大帝 莽原作 初版 平裝 第二部 1

9789863751007 蘋果專業訓練素材: iphoto Dion Scoppettuol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014 Sony Nex-6: 我的出凡入聖之道 Jerod Foster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1021 深入淺出Ext JS 徐會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038 我的Java程式比你的快10倍: 從概念到工具的極度優化葛一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090 Statistical Knowledge Today國際證照 林志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106 輕鬆學會Windows8 無臉男的電腦教學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1120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137 Visual Basic 2013程式設計實例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144 Java SE8程式設計實例 陳德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151 新權威計算機概論: 商管適用 吳燦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168 新權威計算機概論: 資工適用 陳德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175 Shiva 3D遊戲互動設計標準教材 王作榮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1182 讓網頁3D化的魔術師: 3ds Max活用範例整合書 劉修蓉, 楊美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199 BigData研究室-深入解析LinuxContainer（LXC）核心虛擬技術/掌握Hadoop生態系統的技術與維運林宣佑等著 其他 1

9789863751199 BigData研究室-深入解析LinuxContainer（LXC）核心虛擬技術/掌握Hadoop生態系統的技術與維運林宣佑等著 其他 1

9789863751205 Data power knowledge today國際證照 林志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1229 成為Photoshop點子王!最新創意視覺設計! 張家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243 SPECIAL Home Space特別家居空間 <>編寫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250 FRASHION Shop: 時尚店鋪設計 <>編寫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267 跟Adobe徹底研究Lightroom 4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1304 Maya 2014: 跟著步驟走,輕鬆搞定 陳威光, 薄欣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366 2D邁向3D:自我顛覆、勇於突破自我的惠普科技周禹, 白潔, 胡淑珍著; 彭劍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380 Windows市集App開發應用權威指南 馮瑞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434 跟Adobe徹底研究SpeedGrade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441 WebGL專業級3D引擎降臨: 使用瀏覽器語言開發張亞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472 Illustrator CS6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薛清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489 Flash CS6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趙英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502 開發Android APP使用App Inventor2輕鬆學 李春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519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4.5使用C# 2013 李春雄, 洪瑞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533 風起雲湧 3ds Max雄霸天下 夢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557 資料庫管理與實務應用: 使用Access 2013 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564 快速入門Visual Basic程式設計128招 千展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588 最新Photoshop平面設計的技術精粹 曹猛, 何平, 王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595 動漫魔導書之漫畫分鏡技巧超指南 Oran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618 典藏!數位單眼攝影精華 雷依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625 3DS MAX GUNDAM完全開發計劃報告書 趙思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632 佳能CANON攝影完全寶典 黑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687 跟Adobe徹底研究ActionScript 3.0 for Flash CS5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1694 JavaScript網頁特效300例 楊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717 晉身世界第一流程式設計師: 188個完美化JavaScript的建議成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748 蔬果新食尚: 最天然、無負擔的養生食療方 <>整理委員會組織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878 Dreamweaver CS6 SSE國際認證教科書 趙英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1908 風景攝影經典: 留住最美的悸動 Fun視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915 跟Adobe徹底研究用CC作設計(Design with Adobe CC)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1922 超外掛Adobe Photoshop插件大補帖 白乃遠等箸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1977 私房攝影絕對領域: 九位影像達人的獨家告白 郭立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991 Flash創意設計點子王 陳膺仁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059 Linux Kernel設計藝術: 圖解Linux操作系統架構設計與實現原理新設計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066 創意一點就通: AI、ID與3ds Max數位設計整合 劉芸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080 跟Adobe徹底研究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523 精彩X讚賞!Photoshop的插畫設計 銳藝視覺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790 學C語言從玩NXT樂高機器人開始(使用NXC)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820 Indesign CS6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戴孟宗, 汪玟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851 Construct2遊戲程式設計: HTML5、Android App一次做完傅子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868 SolidWorks 2015設計入門經典教材 朱賢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875 Arduino創意設計與互動設計實戰 劉玉田, 許勇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950 發燒!小米正熱: 網路思維下的商業奇蹟 磐石之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967 寄情廚房: 珍愛桌上美味的創作筆記 妖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049 變漂亮,妳可以!: 飲食+運動+穿搭,多管齊下,華麗變身!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056 走向幸福：絕美夢幻婚紗髮型100款 麥麥化妝造型工作室, 諸葛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063 溫感美人．心暖食 劉建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070 Lenovo聯想憑什麼? 張小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100 驚嘆連連的有梗科學 王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117 跟Adobe徹底研究Flash CC Russell Chun著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3148 有理,氣壯。有禮,運旺!: 成功人士不說但默默在做的禮數撇步陳乾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155 金權卸妝: 全球金融祕辛. 1508-2015 賈江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179 14天，搞定餐飲英語：30情境主題X100實用對話X372萬用句心遠軒工作室, 吳蓓蓓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186 躲在五線譜後: 最有趣的音樂故事大合集 郭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193 最完整中國自助旅遊全集. 2016 棕櫚樹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209 老祖宗的食療智慧：150種中藥食材X450道養生料理，最完善的保健食譜中藥養生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223 Visual Basic 2012輕鬆學習 胡昭民, 吳燦銘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3230 使用Visual Basic開發Android App. 入門與應用篇李春雄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3247 Windows 8.1市集應用程式開發之鑰: 使用XAML及VB王安邦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3254 CSS3學習手冊 成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285 Photoshop服裝設計一點就通 溫鑫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292 動漫魔導書之: 畫面的特效氛圍營造 樂畫工房, 凌寒, 張小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308 網頁配色の魔法 王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315 跟Adobe徹底研究Adobe Premiere Pro CC New ReleaseMaxim Jag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322 品悟完美: 3ds Max+Vray+Photoshop造就顛峰室內設計!劉剛, 丁鳴, 李慧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346 完全曝光!Let there be light!成功掌握攝影光線 iPhoto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353 FlashCC從入門到精通 陳婉凌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3360 在倫敦街角遇見Mr. Righ: 35個浪漫景點譜寫戀曲鄭紹成, 高歡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377 升職、加薪,就靠職場小心機: 老闆沒說卻默默觀察的日常細節徒步過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384 蘋果肌,不難: 4步驟呵護肌膚,給您絕佳動人的好.臉.色王楠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391 捷克歷險趣: 吟遊布拉格 林小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52 「降」活,搞定高血壓 胡大一, 仝其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69 不愛了,別礙了: 分手笑忘書 老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76 一步一攝：喜馬拉雅山與人的心靈交流 陳仁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83 富酬者聯盟: 今天立刻換上有錢人腦袋,擺脫赤貧生活陳評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90 大崩盤: 從美國次貸到歐債風暴,全球金融體系潰堤孫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06 小資繪旅行: 圓珠筆下的世界城市風情 麥小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13 好主管,不能只會請下午茶: 有效激勵團隊的99種方法孫科柳, 李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37 是的,我們最便宜!: 從鄉村小店到零售巨頭的沃爾瑪傳奇彭劍鋒, 孟澤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44 iOS遊戲開發學習手札 James Sugru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51 Android程式開發學習手札 Chris Hasem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82 留住美麗的瞬間: 風景攝影全紀錄 都學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99 Visual Basic 2012入門與應用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605 JavaFx遊戲程式設計 黃嘉輝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3612 跟Adobe徹底研究Audition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3629 App Inventor2手機雲端資料庫專題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636 Windows8.1市集應用程式開發之鑰: 採用XAML及C#王安邦著 其他 1

9789863753643 系統程式及作業系統觀念與管理精髓 林建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650 瞎瞇!票又被搶光了: 為什麼不能杜絕黃牛,經濟學家有答案關晶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667 大師親授Photoshop CC精湛設計 蕭立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674 達標!Windows 10 李慶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681 我的有趣自然百科大圖鑑 理科教育研究會著; 朱炳樹譯 平裝 1

9789863753698 數位單眼攝影超級寶典 龍文攝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3704 激發靈感的空間絮語: 超越Google的26個創意工作室宜家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735 超絕Adobe After Effects外掛插件金手指 白乃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742 導視+設計: 全球導視設計作品精選 度本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759 完全掌握Adobe Premiere Pro數位剪輯最重要的16堂課葉人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766 永恆,凝結完美的瞬間 宿偉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780 核能,不能?你我應該認識的核電真相 譚麗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797 愛找茶: 美容 ．養顏．美容 —極致美肌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810 Sillcon Stone國際認證Big Data Knowledge Today認證教科書SSE Big Data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834 徹底研究Sencha Touch 陸凌牛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3841 化妝要妳好看: 寫給好孩的第一本彩妝書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773 宅在家: 和室X吧台X陽台,8個迷人空間設計案 宜家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858 四星期改善高血壓: 低脂、低熱量、少鹽,150個美味食譜李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865 蔬果.好感度女孩: 外敷X內用,90招打造韓妞美肌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889 是誰咬了賈伯斯的蘋果?: 最古怪、最冷門,150則趣味知識大集合王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896 零煩惱穿搭: 添購衣服看本錢,穿對衣服看本事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902 為什麼登山不該募款?領導者要思要的10件事 風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919 掛號!北極來的信: 一位記者的北極史地、科學、生態、探險全紀錄金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926 緩慢深刻: 歐洲文化為何如此迷人?. 生活篇 張曉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933 綁、編、盤,玩轉亮眼髮藝: 40款髮型企畫.就是要你從頭吸引人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940 自然科學全圖解: 我的有趣電學百科大圖鑑 理科教育研究會著; 姚冠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957 SAS Knowledge Today國際認證教科書 SSE Big Data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964 最經典的228種Photoshop特效設計 劉逸, 李小靜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3971 印前製程丙級學科術科(圖文組版項)密技 吳淑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995 PHP與MySQL網站規劃管理應用 葉建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4008 深入研究Java FX 2 黃嘉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4039 51單晶片微電腦系統開發應用 鄭鋒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54046 即刻打造漫畫人物表情全技法 Start Now! 樂畫工房, 錦標, 李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053 全面學會Visual Basic 2010程式設計 潘皇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060 Visual Basic 2012程式設計實例 潘皇玉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4077 iOS、Android秘笈寶典一書雙修! 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084 漫畫素描技法完全教程. 角色繪製與設定篇 繪漫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107 教您用3ds Max與Pepakura Designer紙藝大師來玩紙公仔李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138 跟Adobe徹底研究Flash CS5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3754145 成功品牌始終來自於好設計 李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152 股神與巨鱷: 向巴菲特學價值投資、向索羅斯學冒險獲利林汶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4169 革命!終結失衡: 全球金融大洗牌,重塑中國財富分配格局張茉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176 決戰3D列印: 智造時代來臨, 顛覆你的既定印象 吳懷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183 伊莉莎白女王: 她的一生,牽動這個世代 艾倫.蒂奇馬什(Alan Titchmarsh)著; 李威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206 浪活 茶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213 邊生活,邊畫畫: 拿起水彩筆,用「手感」寫日記 朗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220 養出瘦體質：腰‧腹‧臀‧腿3週小1吋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237 食菜堂：80道美味家庭料理，吃巧也吃健康 王大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244 我的媚眼小心機: 放大片x專屬妝容,變身0死角女神曹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275 動漫達人修煉術: 從入門到精通 MCOO動漫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3754282 Joomla!3精彩解說 Stephen Burg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299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Final Cut Pro X 10.1 Brendan Boyk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305 孩子不吃怎麼辦?: 玩偶料理端上桌,寶貝從此不挑嘴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312 在別人恐懼時貪婪: 圖解巴菲特致富密碼 唐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329 電腦網路與通訊概論 榮欽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343 最新3ds Max建築與室內設計大全: 從入門到精通張玲等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4350 讓比你優秀的人,願意為你效勞!: 32篇管理學大師的智慧結晶魯賓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374 1城2味: 行程再短,也值得一訪的城市美食 良卷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398 計算機概論: 掌握新思維 吳燦銘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754404 用Photoshop設計平面廣告 WOW! eve4u視覺設計工作室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4411 資訊科技概論 林文強, 蕭立文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4428 計算機概論: 邁向資訊新世代 陳德來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54480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OS X Support Essentials Kevin M. White, Gordon Davisson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4497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OS X Server Essentials Arek Dreyer, Ben Greisler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4503 艾迪特101 on Adobe Premiere Pro 嚴清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527 揭開Maya使用Mental Ray渲染的面紗 陳路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534 用Mental Ray創造Maya的影像藝術 蘇懷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541 跟Adobe徹底研究Adobe After Effects CC Andrew Faulkner, Brie Gyncil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565 用Painter繪製寫實人物 潘得禮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0853 沒學過統計，照樣精準的市場分析技術:專業，就是用數據說服，而不是憑感覺去盧……佐久間俊一著; 張智淵譯 平裝 1

9789865770884 一流主管要學黑道式發怒絕技：這樣下指令，擺爛的、硬拗的、老出包的，立刻精準執行向谷匡史著; 卓惠娟譯 平裝 1

9789865770891 人生是個修羅場：有人就會有背叛、構陷、霸凌、不適應……你如何不戰而勝？佐藤優著; 林佑純譯 平裝 1

9789865770907 哈柏露塔，猶太人的教養祕訣－－教出個性獨立，卻喜歡主動跟父母親近的孩子全聲洙著; 曾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914 台灣政府閉口不提的中國戰力報告：解放軍打算如何攻下台灣？台海為何是中、美、日的最主要戰場？小川和久, 西恭之作; 郭凡嘉譯 平裝 1

9789865770921 珍奧斯汀的神回與已讀不回：為什麼兩百年來，有智慧的女人一定要讀珍奧斯汀？蕾貝卡.史密斯(Rebecca Smith)著; 李宛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938 一人開公司也能搞定的財務管理實務: 微創業、接案、開店、揪團代購......你一定能自己完成的記帳、營業結算、報稅實務手冊,開公司節稅好簡單!井之上陽一著; 李貞慧譯 平裝 1

9789865770945 關鍵時候的接話藝術：怎麼搭腔、怎麼回答？對方會開始講重點，認為你專心聽，讓你不靠口才就打動人心櫻井弘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952 在公司的每秒,我都想要辭職!: 工作好操、高層不講理、前輩欺負人.....到底還要奮鬥多久才夠?屎缺照樣出頭天的必勝心法楯岡悟朗著; 張智淵譯 平裝 1

9789865770969 D30,設計大師都在用的發想技巧:從克服資源限制到說個漂亮故事,讓創造力源源不絕的遊戲練習吉姆.克洛斯(Jim Krause)著; 賴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976 投入,就有出路:大家都說要用熱情做事,謝銘杰卻說,成功得「先忘記你的情緒」謝銘杰著; 彭芃萱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983 消滅99%的失誤, 讓部屬戰勝懶散慢 松井順一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990 神啊!我的有緣人在哪裡?: 師父出馬，問緣最準！堯天宮創辦人吳平和親自解惑，幫你配姻緣、找貴人、家庭永保和樂吳平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8

送存冊數共計：280

大是文化



9789865612009 需要爸爸的每個瞬間 呂奇泰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5612030 我這樣吃外食,肉鬆醫生變型男 連天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7702 數位時代圖書館資訊服務之研究 簡秀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7493 藝想世界 張尚為文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993938 感動臺灣文化系列禮物書 鄭宗弦等文; 丸子等圖 初版二刷 精裝 全套 1

9789869033411 手機詩 張尚為文; 六十九等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033442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 張友漁文; 薛慧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459 大象大象去郊遊 王文華文; 六十九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33466 馬爺爺說臺灣民間故事 馬景賢, 貓小小文; 文山特殊學校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473 我們的安平古堡 蔡明原文; 高鶯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33480 成語運動會之生肖成語來報到 王家珍文; 鄭潔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497 貓大街有事: 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胡士托文; 達姆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504 生活用心點 張尚為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511 阿當,那隻貪吃的貓 亞平文; 李憶婷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48528 真的假的小時候 王家珍等文; Barkley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48535 啄木鳥女孩 劉清彥, 姜義村文; 海蒂朵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48542 無敵鐵便當 鄭宗弦文; 陳虹伃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559 飛翔青空 吳維祥文; 阮光民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566 妖怪新聞社: 月光恐慌事件 王宇清文; 六十九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573 諺語運動會之超級數一數 王家珍文; 鄭潔文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1001 金剛三十七品 曾逢景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9852 美術系偷來的水彩技法教科書 MAAR社編輯部編著;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876 現在還不晚!按壓穴道救腰痛 主婦の友インフォス情報社作;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883 第一次跑馬拉松就成功! 坂本雄次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890 越吃越藥命! 宇多川久美子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906 脂肪燃燒!7天喝出不復胖好體質 岡本羽加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913 春夏秋冬: 多肉趣 羽兼直行監修;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920 專家指導の正確伸展操 伸展操專家THREE S監修;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937 糖釀水果玻璃罐 田端永子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944 燜燒罐魔法湯便當 植木桃子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951 0-3歲無限可能寶寶育腦書 主婦之友社編著;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968 枝材使用技巧BOOK フローリスト編輯部編;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10147 我為自己點了一把火: 乜寇文學創作集 乜寇.索克魯曼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山海文化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三省書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9112 人都會死,所以我們知道如何活著 大衛.席爾(David Shields)著; 陳映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693 Milly的春日旅路提案: 櫻花、食堂,以及如此偏愛日本的總總理由Mil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921 現代主義烹調 納森.米佛德(Nathan Myhrvold)作; 甘錫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9938 荒木經惟寫真的愛與情 荒木經惟著; 張曉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9952 身體後彎與扭轉瑜伽: 保護脊椎、活化臟腑、深化冥想的精準瑜伽解剖書雷.隆(Ray Long)著; 李岳凌, 黃宛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976 四國,海島漫遊 Milly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33425 新股市絕學合訂本 東山著 初版五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60435 懂勁之後內家勁的修煉 黃逸武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633 妙諦傳心: 太極拳經秘譜匯宗 何欣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640 家庭泡腳秘方大全 譚同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657 太極密碼. 5, 太極拳經典拳勢悟解 余功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664 排舞運動教程 李遵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671 循經點穴拍打功 張星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688 楊班侯太極拳真傳 賈治祥, 賈安樹, 路迪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695 啦啦舞教程 王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701 鄭子太極拳三十七式示範教材 謝昭隆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60718 楊式內傳太極拳小快式 張漢文, 蔣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725 神遊太極. 第二輯 莊茂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732 王培生太極拳體用解 張耀忠, 厲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秦



9789863460749 傅青主醫學全書 張存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756 侯氏太極拳用法解析 張昱東, 艾光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763 扁鵲心書圖解 (宋)竇材撰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770 花式滑冰 王樹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787 道家太極棒尺內功 王鳳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794 散打高級技法精要 武兵, 武冬, 王宏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800 李漢章拳術與盤身練法 李拓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817 針灸歌賦注釋發揮 陳以國, 王淑娟, 成澤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824 36式養生太極拳 苗樹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831 少林拳術秘訣考證 唐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848 薛顛武學錄(合訂本) 薛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6311 認識大乘佛教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557 無量義經 (蕭齊)天竺三藏曇摩伽陀耶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595 大乘妙法蓮華經 (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6687 認識佛教: 釋教三字經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6694 認識佛教: 釋教三字經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505 大野狼啊嗚!啊嗚! 江連君文; 丫班圖 其他 1

9789869183512 白雪公主有個大祕密 江連君文; 楊婷雅圖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小茶壺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大乘定香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389 小騎士特倫克 基爾絲汀.波伊(Kirsten Boie)著; 芭芭拉.索爾茲(Barbara Scholz)繪;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7396 小騎士特倫克與大惡龍 基爾絲汀.波伊(Kirsten Boie)著; 芭芭拉.索爾茲(Barbara Scholz)繪;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804 小騎士特倫克與魔法豬 基爾絲汀.波伊(Kirsten Boie)著; 芭芭拉.索爾茲(Barbara Scholz)繪;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828 娃娃骨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835 閃亮亮的小銀 安度眩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842 瘋狂樹屋13層: 安迪和他的祕密實驗室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著;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鄭安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859 泡泡紙男孩 菲力.厄爾(Phil Earle)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866 瘋狂樹屋26層: 海盜船與死亡迷宮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著;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鄭安淳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3314 20公斤健康減重同學會 黃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321 虛實對待 李憲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345 找出適合你的抗癌自然療法 立川大介, 楊伯裕共同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369 巧手雕鼻: 隆鼻美顏專業整形解析圖解 曾文尚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61508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作;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061515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作;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061522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作;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061539 爵士快與慢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作;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546 抒情的時刻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著;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553 鋼琴前奏曲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著;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陸書店

小麥田



9789867061560 雙人舞曲集(四手聯彈)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作;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7061577 豆豆動物園. A冊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作;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584 東河箏譜: <>箏主奏鋼琴伴奏(直式) 黃好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591 雙人舞曲集(四手聯彈)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作;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7061607 豆豆動物園 . 1+2冊 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作; 楊玉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614 草螟弄雞公 張邦彥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621 小奏鳴曲長笛與鋼琴 張邦彥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638 節奏單拍. 三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645 節奏68拍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061652 節奏68拍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061669 節奏68拍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44041 產經趨勢總覽. 2012 陳月雲, 陳蓓蒂主編 平裝 1

9789866844058 產經趨勢總覽. 2013 陳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13167 Judy's Yoga肩頸療癒解剖書(簡體字版) Judy著 其他 1

9789863014027 你有什麼好煩的: 每天都輕鬆的31個零壓力生活提案(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平裝 1

9789863014058 莎拉公主(簡體字版) 法蘭西斯.霍森.班內特原著; 繁井原創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5017 輕鬆好孕!史上最強懶人包 林昭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284 男生女生大不同(簡體字版) 姜順禮作 平裝 1

9789863015291 小小身體真奇妙(簡體字版) 姜順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345 SAMMI的完美烘焙配方 鍾莉婷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7

工商財經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眾國際書局



9789863015352 甜蜜果食: : Sammi佐伴田園時光的60個水果甜點配方鍾莉婷著 平裝 1

9789863015369 做對這些事,高血脂好控制(簡體字版) 陳柏臣著 平裝 1

9789863015383 幼兒多元智能開發數學2-3歲(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5390 幼兒多元智能開發數學3-4歲(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5406 幼兒多元智能開發數學4-5歲(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5413 幼兒多元智能開發數學5-6歲(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5598 把自己愛回來(簡體字版) 周志建著 平裝 1

9789863015604 要買保險的168個理由(簡體字版) 陳亦純著 平裝 1

9789863015642 星星的魔法書. 變身聰明酷女孩 白慧英作; Orange-Toon繪; 石文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659 星星的魔法書. 變身人氣小淑女 金玟志作; 徐英姬繪; 郭佳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666 好好照顧您(簡體字版) 詹鼎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673 愛一個人(簡體字版) 張曼娟著 平裝 1

9789863015697 我是有魅力的人嗎?(簡體字版) 知心姊姊作 平裝 1

9789863015710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3, 創意彩繪繽紛生活小物(簡體字版)糖果嗡嗡作 平裝 1

9789863015734 青春(簡體字版) 張曼娟著 平裝 1

9789863015741 兒童知識通 圖解簡筆畫小百科(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5758 兒童知識通 圖解折紙小百科(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5789 寂寞太近,而你太遠(簡體字版) 肆一著 平裝 1

9789863015796 星星的魔法書: 變身苗條美少女 流時娜作; 李海那繪; 石文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802 思考致富聖經 拿破崙.希爾著; 陳麗芳譯 精裝 1

9789863015819 搶救消失的風景線: 消失的海底城堡(簡體字版) 阿德蝸文; 江正一圖 平裝 1

9789863015826 搶救消失的風景線: 哭泣的海豚灣(簡體字版) 阿德蝸文; 徐建國圖 平裝 1

9789863015857 聖女貞德(簡體字版) 喬治.蕭伯納原著; GS.灰階原創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5864 小公主家事達人特訓班(簡體字版) 毛人X詩詩原創漫畫; 林樂樂漫畫編劇 平裝 1

9789863015871 一看就懂!想成功就一定要會的形象學(簡體字版)易丹作 平裝 1

9789863015888 挑對時機,買到便宜房(簡體字版) 李建興著 平裝 1

9789863015895 食物安全這樣吃才對(簡體字版)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015901 糖尿病疑惑10大名醫解答(簡體字版) 何一成等著 平裝 1



9789863015918 超級健康食物排行榜(簡體字版)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015925 吳娟瑜的用女人的方式贏一生(簡體字版) 吳娟瑜著 平裝 1

9789863015932 色鉛筆畫超萌小動物(簡體字版) 管育伶作 平裝 1

9789863016007 20幾歲,就定位: 我要我的未來不只好一點(簡體字版)水淼作 平裝 1

9789863016038 三字經(簡體字版) 企鵝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3016045 弟子規(簡體字版) 企鵝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3016052 第一次嶺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簡體版) 蕭世斌著 平裝 1

9789863016083 可不可以,不生氣(簡體字版) 徐竹著 平裝 1

9789863016090 黑心建商的告白(簡體字版) Sway著 平裝 1

9789863016106 其實你沒有學會愛自己(簡體字版) 蘇绚慧著 平裝 1

9789863016120 不哭(簡體字版) 橘子著 平裝 1

9789863016137 跟小紅做好朋友!10秒有感,按對穴位立即甩掉經痛(簡體字版)施丞修著 平裝 1

9789863016205 降三高這樣吃有效(簡體字版) 孫樹俠, 于雅婷主編 平裝 1

9789863016212 急診室SOP(簡體字版) 急診室女醫師其實.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9098 有一種境界叫捨得全集 黃冠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104 月來越美麗: 月經是女人一生健康美麗的關鍵 吳大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111 你想要的改變,NLP都可以幫你達成!: 隨心所欲的人際溝通術金易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128 健康雙效: 吳中朝教你內外兼顧不生病的智慧 吳中朝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19135 中醫師怎麼吃 楊力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19142 營養師怎麼吃 李瑾華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19159 如果,你的對手偷偷讀了36計 孫大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166 日本與臺灣 加瀨英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173 人生中的減法 木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180 健康JUICY百分百: 對症養生蔬果汁 李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49

大都會文化



9789865719197 茶湯美人 張紓難, 於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03 水嫩美膜女: 打造超完美肌齡的秘訣 何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10 黃帝內經; 對症養五臟 石晶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27 好食配: 旬食、宜食、當食 張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34 女人養血,男人養精 胡維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58 課堂上學不到的100條人生經驗 胡凱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9265 百變素顏美人: 基礎裸妝108個祕訣 楊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72 一灸見效: 古法艾灸的簡易祛病方 石晶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89 轉念: 扭轉逆境的智慧 李雪峰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96 有一種心態叫放下 黃冠誠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302 迎風而起,逆風高飛: 人生勝利組必備的45個黃金方程式韓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319 一喝見效: 滋補調理養命酒 謝惠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326 智慧沙 韓冰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9333 生活是一種態度 Dottie Billington著; 廖曉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9340 話不投機半句多: 30歲前一定要學會的99種說話技巧王祥瑞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357 病由心生: 365天的健康生活方式 約翰.辛德勒(John Schindler)著; 楊玉功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9364 不可不防的13種人 孫大為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371 健康的真相. 2, 廖曉華教你選擇健康 廖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388 溫度決定生老病死 馬悅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9395 順丰,不只快遞: 王衛與他火速崛起的物流帝國 李琦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399 人生何必太計較 木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01 挑戰人生,夢想不設限 史丹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18 百變廚房: 中西日韓料理大百科 NHK出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25 沒有改變,哪有未來! 張文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32 先做人,後做事全集 王祥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49 吃粗健康: 首席營養師教你吃對五穀雜糧不生病劉桂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56 望聞問切,鄭集誠醫師帶你認識真正的中醫 鄭集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63 糊塗,也是一種學問: 做人何必太精明 李禮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87 京城百大名醫詳解十三類常見疾病 <>創作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494 35位日本人氣名醫的養生術 宇山惠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500 中藥材圖鑑: 嚴選500種中藥材,教你輕鬆識藥、辨藥、用藥吳中朝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19548 十年鍊金術: 讓自己變成有錢人 崔秉熙著; 張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562 幸福就在轉角: 從小確幸到大幸福的真理 黃冠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579 對症養生祛病茶療方 蔡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586 麻煩人物的應對方法 澀谷昌三著; 鄭婷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593 披著狼皮的羊: 不一樣的領導學 蘇建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609 維基解密: 你不知道的事實真相 蘇言, 賀瀕合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616 <>飲食調養全書: 教你用老祖先智慧養全家人健康石晶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315 等週末出去玩 師老天上作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6456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講記鍾家麟(了緣)撰述 二版 精裝 1

9789868536456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講記鍾家麟(了緣)撰述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7096 反貞女大學 三島由紀夫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133 雜食者的詛咒: 胖和你想的不一樣,當一卡路里不是一卡路里羅伯.魯斯提(Robert H. Lustig)作; 連緯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140 離人: 太宰治的人生絮語 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悲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大肅文化



9789865797218 華爾街刺蝟投資客之投資啟示錄 巴頓.畢格斯(Barton Biggs)作; 王柏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416 史上最強哲學入門: 從釋迦牟尼、孔孟到禪宗,啟悟自我內心的13位東方哲人飲茶作;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423 走進我的交易室: 股市贏家交易全攻略練習本 亞歷山大.艾爾德作; 羅耀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430 我是貓 夏目漱石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447 我的個性並不差!: 毒舌王有吉弘行的人生真情告白有吉弘行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454 超譯少年巴菲特的理財大冒險: 史上最強致富入門,六堂最簡單易懂的金錢授業田口智隆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461 葉櫻與魔笛: 太宰治怪談傑作選 太宰治作; 銀色快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478 德意志領導 克里斯多夫.鮑森凡著; 莊仲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485 祖魯法則: 買進飆股不求人,英國股神史萊特轟動金融圈的經典投資祕笈吉姆.史萊特(Jim Slater)著; 劉道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492 紀律的交易者: 培養贏的態度,成功的交易80%靠心理,只有20%靠技巧馬克.道格拉斯(Mark Douglas)著; 劉真如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08327 生活美學. 色彩篇 詹惠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389 客家童謠教學研究 梁芳郡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389 客家童謠教學研究 梁芳郡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396 EFL learners and teachers’ perception of various reading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and its rol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呂雅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02 雙眼視覺學概論 卓達雄, 殷立德, 陳昆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19 公共安全與物業管理: 物業管理暨防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陳建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26 生物學 陳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40 興悅讀: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讀心得作品集. 第三冊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57 污染生物學 黃大駿, 邱郁文, 蔡政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64 工程數學 林詩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64 工程數學 林詩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71 觀光領隊及導遊人員考試考前總複習精要. 104年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88 奇妙的人生 陳永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501 生活環境衛生專利研發 潘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揚



9789867408518 安全衛生保健專利研發 陳連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525 臺灣日文系學生之外語焦慮研究 蔡愛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532 臺灣日文系學生之學習動機研究 蔡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4904 消失的主體: 陶亞倫光藝術創作論述 陶亞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542 技職通識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大華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1580 技職通識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大華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491627 餐飲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餐飲休閒創新經營管理論文集. 2015謝衣鵑等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6491641 工程與創新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謝劍書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634 「中華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國際名家書畫展孔憲中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9759 古典時期音樂Q&A:進入音樂學的世界 蔡涓芬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雅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富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308 臺北市成功新村幼誌緣 陳汝明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54090 導遊人員考試: 導遊實務(一)精析. 芊諭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106 導遊人員考試: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精析 司馬紀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42364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可樂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739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臺灣史地、觀光資源維護) 邱燁, 章琪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2746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 邱燁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2821 導遊實務. 一, 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吳瑞峰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913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外勤) 陳金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920 企業管理(含概要)名師攻略 陳金城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2937 會計學(包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陳智音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42944 領隊實務(一)(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吳瑞峰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2951 郵政外勤歷年試題合輯 柯萳等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2968 簡易郵政英文 歐森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2982 郵政英文勝經 劉似蓉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2999 保健食品概論. 2, 營養篇 陳珮茹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002 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秘笈 吳怡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019 絕對上榜領隊證照輕鬆考(含領隊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吳瑞峰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026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劉永宏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華傳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千華數位文化

千華創意空間廣告



9789863743033 基本電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陸冠奇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040 計算機概論完全攻略 范金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3057 企業管理(含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3064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內勤) 陳金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071 會計學高分題庫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3088 勝出!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德芬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095 勝出!簡易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王志懿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118 數學工職完全攻略. C 張宏印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125 絕對上榜!領隊常考題型特訓 林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132 領隊實務(二)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149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重點精要+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3156 國文完全攻略 李宜藍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163 英文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170 性向心理智力測驗(含數理邏輯)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3187 導遊實務. 一, 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194 國民營國文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200 數學商職完全攻略. B 歐昌豪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217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營運職/職階晉升/升資)陳金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224 郵政法規精解 林正輝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3231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大解碼陳金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248 飲料與調酒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255 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黃蓉, 陳家洛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262 餐旅概論完全攻略 高芬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279 餐旅服務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3286 導遊實務. 二, 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293 會計學完全攻略 歐欣亞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309 國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李宜藍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316 英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詠田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323 商業概論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3330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347 勝出!內外勤郵政法規大意分類題庫 李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354 數學(C)工職(歷年試題+模擬考) 余揚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361 計算機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甄浩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378 絕對上榜!導遊常考題型特訓 林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385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合輯 龍田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3392 郵政內勤歷年試題合輯 柯萳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408 領隊實務(一)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422 升科大四技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453 經濟學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3460 物理高分題庫 千華物理科名師群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3477 商業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484 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 陳金城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3491 史上最強!警專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乙、中外歷史、中外地理)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3507 警專國文: 滿分這樣讀 李宜藍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3514 經濟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3521 飲料與調酒(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538 餐旅服務(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545 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擬考) 黃蓉, 陳家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3552 餐旅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高芬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569 數學商職. B(歷年試題+模擬考) 余揚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576 警專化學: 滿分這樣讀 陳名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3583 警專中外歷史: 滿分這樣讀 陳書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590 會計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歐欣亞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606 史上最強!警專甲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甲、物理、化學)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3613 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3620 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637 警專英文: 滿分這樣讀 倪明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9629 意念的形式 朱其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42 界域/借喻: 當代新象限水墨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42 界域/借喻: 當代新象限水墨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59 鋼鐵風景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03466 編解意象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66 編解意象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0807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大葉大學編 平裝 1

9789866600937 設計為善設計為公: 好的設計10項原則的理論與跨域實踐郭介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0470 當代管理論壇論文集. 2012 曾清枝主編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6600487 當代管理論壇論文集. 2012 曾清枝主編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6600814 兩岸高校當代管理理論與產業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謝龍發等主編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6600821 兩岸高校當代管理理論與產業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謝龍發等主編 初版 其他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葉大學教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72

送存冊數共計：72

大象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葉大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0869 大葉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黃德祥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00869 大葉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黃德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0883 大地創生: 顧琪君漆工藝創作論述. 2014 平裝 1

9789866600890 藝術經營.設計行銷研討會. 2015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0876 國際企業暨關係管理跨領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洪朝陽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0913 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報告書傳統動畫教學論述李佳容等合著; 馮偉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0852 會計資訊暨管理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謝茵如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會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國際企管系



9789866600845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十六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33781 憫. 上, 五千年孤寂．殺無赦 克里斯多夫.派克(Christopher Pike)著; 安麗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525 迦陵說詩講稿 葉嘉瑩作 其他 1

9789862135532 葉嘉瑩說中晚唐詩 葉嘉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35549 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講錄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556 葉嘉瑩說杜甫詩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563 阮籍詠懷詩講錄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570 迦陵論詩叢稿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587 葉嘉瑩說初盛唐詩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594 漢魏六朝詩講錄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617 孤兒與食人魔 珍.奇瑪曼(Jean Zimmerman)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31 杜甫秋興八首集說 葉嘉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35822 中國古典詩歌的美感特質與吟誦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839 唐宋詞名家論稿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846 我的詩詞道路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853 迦陵雜文集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860 名篇詞例選說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877 迦陵詩詞稿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884 迦陵說詞講稿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921 迦陵學詩筆記. 上冊, 詩學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5938 迦陵學詩筆記. 下冊, 詞曲 葉嘉瑩著 其他 1

9789862136126 憫. 下, 救世主再臨．愛不息 克里斯多夫.派克(Christopher Pike)著; 安麗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133 瑜伽瑪拉: 帕達比.喬艾斯親手撰著的阿斯坦加瑜伽帕達比.喬艾斯(Pattabhi Jois)著; 伍立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140 深層溝通,與萬物對話 林顯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9789862136157 後院有兩棵蘋果樹 喻麗清作; 薛慧瑩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164 憫 克里斯多夫.派克(Christopher Pike)著; 安麗姬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6171 幸福好日子: 向全世界最快樂的丹麥人學習滿意生活的10項祕訣瑪琳娜.希達樂(Malene Rydahl)作; 顧淑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188 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 幾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36195 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 幾米作 三版 精裝 1

9789862136201 中共開國領袖淘寶祕聞 楊中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218 每天最重要的2小時: 神經科學家敎你5種有效策略,使心智有高效率表現 聰明完成當日關鍵工作喬許.戴維斯(Josh Davis)著; 李芳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225 化學花園 蘿倫.戴斯特法諾(Lauren Destefano)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232 男人的情字這條路 羅秋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249 旅跑 歐陽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263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 用圖像讀懂世界文學彼得.曼德森(Peter Mendelsund)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270 相對論百年故事 余海禮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10832 進学必修 学習語彙6000 中学.高校生の日本語支援を考える会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849 進学必修語彙.漢字練習帳 中学.高校生の日本語支援を考える会著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799 用科學方式瞭解「熱」的為什麼? 佐藤秀美作; 胡家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4702 如何輕鬆煮: 廚房裡的不敗指南 唐娜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719 晚餐吃什麼? 忙碌生活也能輕鬆料理的130道安心美味柯堤斯史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726 義式濃縮咖啡大全Espresso Book 門脇洋之作; 呂怡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733 Mini Cocotte 1個人的主食,2個人的配菜,全家人的燉鍋料理: 零油煙、免顧爐、少碗盤,健康營養不流失的新料理法尚慕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740 「天然發酵麵食101道」周老師的美食教室: 100%安全食材,清濋易懂步驟圖,享受自家出爐的安心與健康周淑玲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5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境文化



9789869094757 三明治大全 柴田書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764 「健康手作輕鬆蛋糕Q&A」周老師的美食教室$e100%天然無化學添加物、800張步驟圖、新手也能輕鬆製作周淑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4771 飲食的科學135個「為什麼?」 佐藤秀美作; 許孟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4788 3星主廚雅尼克Yannick的家常晚餐 雅尼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4637 深巷春秋 林恕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699 中國皇子的八種命運 王振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05 教科書裡沒有的民國史 張晨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12 歷史大變局: 改變中國的一千個瞬間 朴玉銘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234729 教科書裡沒有的近代史 董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36 大明傳國玉璽 上官太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43 大清帝國風雲 上官雲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50 歷史不忍細讀 全集 <>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67 歷史不忍細究全集 <>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74 明清驚天大案 楊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81 帝王秘事: 你不知道的歷史真相 全集 倪方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798 大明亡國史: 崇禎皇帝傳 苗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804 臺灣與日本的前世今生: 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的歷史教訓閻建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811 宮花寂寞紅: 細說中國後宮 虞雲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828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 1, 血濺龍袍 魏鑒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842 徒步環臺60天 黃智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859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 2, 相位爭奪 王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小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3180 1數到100的故事 田村太平文.圖; 謝依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197 嗯哼嗯哼: 菇菇繪本: 美好的相遇 河合真吾原著; 加西亞智子繪圖; 鄧吉兒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524 開心動物園套書 周姚萍作; 安妮王繪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863555 就是愛打棒球!圖解棒球百科 田中顯作; 陳姿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616 花季女孩: 他們都說我可愛 魏柔宜文; 徐尚群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630 好奇孩子的生活大發現: 你知道每天用的、吃的、穿的......是怎麼來的嗎?艾德倫.華森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647 粉紅豬小妹: 運動會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彭維昭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3654 粉紅豬小妹: 看牙記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彭維昭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3661 粉紅豬小妹: 校外教學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彭維昭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3678 粉紅豬小妹: 游泳去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彭維昭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3692 三角龍遠渡重洋大戰滄龍 黑川光廣作;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34529 好色: 女導演教妳怎麼「A」 艾莉卡.拉斯特(Erika Lust)作; 莊丹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536 斜眼小狗 艾堤安.達文多(Etienne Davodeau)著; 喬一樵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0805 彭德榮書畫紀念專輯 彭德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071 醫美診所不告訴你的美肌真相: 皮膚科權威為你破解保養品的潛藏祕密,讓你做到看起來永遠20歲的祕訣!安建榮作; 李佩諭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榮會計事務所



9789869157308 投機者的紀律: 日本中小型類股頂尖操盤人教你不敗的股票投資術太田忠著; 易起宇譯 平裝 1

9789869157339 一小時學會成本數據，讓你獲利多40% 安.霍金斯(Anne Hawkins)著; 廖文秀, 方祖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57346 成為頂尖菁英的七大絕招：為什麼只做80分，卻能拿到第一？山口真由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360 連稅務人員都跟他學的財報課: 用3張表格,看透一家公司不能說的祕密國貞克則著; 石學昌譯 平裝 1

9789869157384 給年輕人不出錯的50個工作習慣: 為何隔壁同事可以優雅工作,而我卻陷入忙亂的惡性循環?吉山勇樹著; 易起宇譯 平裝 1

9789869157391 說故事有畫面，世界聽你的：用你的經歷，去破冰、說服、取悅，甚至感動任何人芭蓓.波斯特(Bobette Buster)作; 楊淑玲譯 平裝 1

9789869188401 業務之神的態度: 拒絕,就是下一個機會! 馬汀.林貝克(Martin Limbeck)著; 鄒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425 敵人心理學: 一場對決與妥協的思辯之旅! 田村耕太郎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188432 說好話的力量 連桂慧作 平裝 1

9789869188449 好主管不用罵人: 建立21條帶人規矩, 讓他顧客成長64倍高濱正伸著;賴惠鈴譯 平裝 1

9789869188456 被罵的勇氣: 每個人都想進入團隊核心，但你準備好了沒？中谷彰宏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188463 麥肯錫、史丹佛都在用的思考筆記: 活用16圖表,工作效率提升3倍!松島準矢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14933 閣樓裡的祕密 松谷美代子文; 司修圖; 彭懿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251 手手玩遊戲 何采諭文; 謝慶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350 好多顏色的巴士 tupera tupera文.圖; 施至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367 香港遊 孫心瑜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381 嗯嗯太郎: 便便小偷的祕密 山脇恭文; 秦好史朗圖;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442 生日快樂: 生命閃耀的瞬間 青木和雄著; 薛慧瑩圖; 彭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5459 爸爸,來騎馬! 三浦太郎文.圖; 劉康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473 黑帶傳奇 陳景聰著; 蘇力卡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5497 爺爺的玻璃店 張秀毓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510 爛泥怪 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原著; 趙永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5527 動物多奇妙 英格麗.舒伯特, 迪特.舒伯特文.圖; 沙永玲翻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小魯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107 A cultural governance case study of Tainan City 林雅齡(ALING LI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625694 小藍和小黃 李歐, 李奧尼文.圖;楊玲玲, 彭懿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00 小波去上學 艾瑞克.希爾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17 小老鼠飛上天 彼得.霍拉賽克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31 動物眼中的世界 紀堯姆.杜帕文.圖; 孫正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48 再過10分鐘就睡覺 佩琪.芮士曼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9698 抓住漲停獲利點　 吳行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5088 折扣上癮的魔鬼市場學:從零售到精品業，面對定價失靈經濟的行銷新策略馬克.艾伍德(Mark Ellwood)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163 停止浪費自信的低潮調適思考法: 一生少付悲觀成本, CBT治療師教你冷靜處理"不夠好時的自己克莉斯汀.薇婷(Christine wilding), 史帝芬.帕默(Stephen palmer)著; 張玄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194 如何回應挑戰性提問？：一句定勝負的高價談吐！企業權威溝通大師教你「攻防式發言」的講究與準備傑瑞.魏思曼(Jerry Weissman)著; 簡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200 別註銷我們財報上的乳牛!:熱血冰淇淋與市場巨人的非典型社企使命戰爭布萊德.愛默生(Brad Edmondson)著; 翁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224 超前思考指南: 遠離直覺預測的誘惑,你可以更有先見之明馬格諾斯.林基斯特(Magnus Lindkvist)著; 簡美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231 人性公式大接管: 奇襲好萊塢劇本到火車月臺的演算法臺壟斷時代路克.多梅爾(Luke Dormehl)著; 何玉方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翫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誼文化



9789865695255 你的專屬魅力說明書: 應用天生性格,定義自己的最佳溝通角色莎莉.霍格茲海德(Sally Hogshead)著; 何玉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279 愛自學的孩子,不會怕未來: 從回家作業到晚餐桌上的增能教養革命史黛芬妮.唐納德森-普斯曼(Stephanie Donaldson-Pressman), 瑞貝卡.傑克森(Rebecca Jackson), 羅柏特.普斯曼(Robert Pressman)合著; 賴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8703 稅務會計實務 黃姿慧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7303 所有你想知道關於華德福教育的事 南茜.福斯特(Nancy Foster)著; 何重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327 寫給男孩的探險書. 2, 極地冰河求生術 王連華, 王連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334 寫給男孩的探險書. 3, 撒哈拉沙漠求生術 王連華, 王連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341 給中小學生讀的藝術史. 繪畫篇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李爽, 朱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358 寫給男孩的探險書. 4, 亞馬遜雨林求生術 王連華, 王連文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37365 給中小學生讀的藝術史. 雕塑篇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李爽, 朱玲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5352 送什麼禮物才好呢？ 昆汀.葛利本(Quentin Greban)文.圖; 孔繁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369 石獅的善良 瑪格麗特.懷爾德(Margaret Wild)文; 里特娃.伍迪拉(Ritva Voutila)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66 看起來壞不一定真的壞 伊絲特.米斯寇特(Esther Miskotte)文.圖; 郭凡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73 我以前也會害怕 安井季子文; 黒井健圖; 葉美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97 排擠別人原來也不好受 宇治勳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703 打嗝打不停 蘇菲.史密特(Sophie Schmid)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710 失去心愛的東西,只能哭嗎? 小林潔子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墩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9789865925727 不能丟的寶貝 相馬公平文; 麿山綾子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734 東西舊了,只能丟嗎? 安井季子文; 黒井健圖; 艾宇譯 精裝 1

9789865925741 我沒有被選上...... 路克.佛庫勒(Luc Foccroulle)文; 雅尼克.馬松(Annick Masson)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758 貓咪牙醫生看牙醫 正岡慧子文; 中野弘隆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765 不要!我不要!就是不要! 席爾薇亞.匈雅提(Szilvia Hunyadi)文; 娜塔莎.史丹佛(Natascha Stenvert)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789 如果沒有人喜歡我， 我也要喜歡自己 希多.凡荷納賀頓(Guido van Genechten)文.圖;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9183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59190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59206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59213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59220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59237 大心印: 六祖壇經經文本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329 大智慧到達彼岸: 蓮生活佛講心經(精華版)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343 荒誕奇談: 見聞覺知之二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350 西雅圖的行者: 玄學的生命法則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374 心的悸動: 散文與詩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411 古里古怪集: 見聞覺知. 三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435 自己與自己聊天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442 蓮生符: 神化的符圖騰 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9473 天垂異象: 感應連連不思議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憨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燈文化



9789869196406 最女人: 喜菡詩集 喜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0308 誠信九十: 李深白見聞錄自傳 李深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304 下營顏氏發展源流 顏明煌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1764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1771 16 hours difference: a year of mom² x GRD² Jill, Rur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1788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781795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99704 美術手帖: 奈良美智回歸原點特集 美術手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711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899728 日本職棒球場散步：12球團主球場探索漫遊 吳永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735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899742 為什麼是馬勒?: 史上擁有最多狂熱樂迷的音樂家諾曼.萊布列希(Norman Lebrecht)著 ;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759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899766 工藝之道: 日本百年生活美學之濫觴 柳宗悅作; 戴偉傑, 張華英,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773 打造自己的Best house: 用心的室內設計經典 創.空間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780 日日：臺灣特集 日日編輯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下營顏氏宗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謙廣告



9789868976207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8976214 日日之器: 與器皿相遇、交往的方法 祥見知生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221 上街去吧！森山大道的街拍意見 森山大道, 仲本剛作;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245 CASA BRUTUS特集: 柳宗理 Magazine house作;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252 赤木家的食器櫃: 漆器大師的日常器皿與飲食生活赤木明登, 赤木智子作; 王淑儀,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269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8976276 平松洋子的廚房道具 平松洋子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283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8976290 美術手帖: 草間彌生特集 美術手帖編輯部編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006 半農半創作，悠悠晃晃的每一天：早川由美的耕食生活手記早川由美作; 朱信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013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024037 D&Department開店術：開間傳遞想法的二手商店長崗賢明作; 郭台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044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024051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024099 器之手帖. 1, 茶具 日野明子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508 日本之路 小林紀晴作; 江明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522 器之手帖. 2, 食器 日野明子作;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0172 龍欽寧體.上師類講解合集 吉美林巴等著; 法護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60189 金剛薩埵意精華 秋局林巴伏藏師著; 曾慶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0196 龍欽寧體遷識.無修正覺編輯儀軌 吉美林巴取藏; 曾慶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0202 龍欽寧體.生起次第本尊導引建立及難處略釋 吉美林巴等著; 曾慶忠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大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上鎰數位科技印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6878 孔子教你做保險 謝清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16885 孔子教你做保險 謝清輝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4910 收藏有藝事: 林明哲收藏藝事 林正, 田麗娟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7636 票據追索權行使及付款論: 以日本法為中心 賴世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411 星相最便宜、最精準、最實用彩色精校萬年曆 天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404 星相最便宜、最精準、最實用彩色精校萬年曆 天易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301 不愛不散 林小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山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馨興業



9789570388459 義大利蔬食餐桌 雷娜.特里朵(Lena Tritto)著; 楊秀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466 整腸健胃: 中西醫聯手顧腸胃 張靜慧, 謝曉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572 失去半個世界的人: 復健病房裡的微電影 劉燦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589 認識不夠好的自己: 從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的正念練習柯瑞.絲威特(Corinne Sweet)著; 吳若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596 找到更好的自己: 獻給忙碌現代人的紓壓著色本艾瑪.法洛倫斯(Emma Farrarons)著; 吳若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602 不是青春惹的禍: 了解10-25歲孩子的大腦潛能,成功從教養開始羅倫思.史坦伯(Laurence Steinberg)作; 蕭寶森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619 再一次青春: 迎接更美.更瘦.更性感的更年期 丹尼爾希斯特, 莉亞哈迪, 蘇西羅傑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626 甦活力: 調整自律神經,血管有彈性的養生術 南和友(Kazutomo Minami)作; 謝其濬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7926 家具專欄(簡體字版) 林作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01861 我愛玩神奇遊戲書 湯瑪士.富林森(Thomas Flintham)文.圖; 陳雅茜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1892 大貓熊救援行動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張毓如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134 我的非洲家人 堀米薰著; 小泉留美子圖; 賴庭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757 老學校的興步伐: 那些年我們和李財德院士一起在興大(2011-2015)江彥杰等撰文 平裝 1

9789863207757 老學校的興步伐: 那些年我們和李財德院士一起在興大(2011-2015)江彥杰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12572 行銷3.0: 與消費者心靈共鳴 菲利浦.科特勒(Philip Kotler), 陳就學(Hermawan Kartajaya), 伊萬.塞提亞宛(Iwan Setlawan)著; 顏和正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607 挺身而進: 女性、工作、抱負 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奈兒.絲珂維爾(Nell Scovell)作; 洪慧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遠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木工家具雜誌



9789862417737 原來,使用者才是老大 艾倫.夏皮洛(Aaron Shapiro)著;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737 原來,使用者才是老大 艾倫.夏皮洛(Aaron Shapiro)著;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911 28個成功創新的Q&A 史考特.安東尼(Scott D. Anthony)著; 李芳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17928 說個撼動人心的好故事! 凱文.艾倫(Kevin Allen)著; 劉盈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935 科特勒談創新型組織 德里亞斯迪貝斯(Fernando Trias de Bes), 科特勒(Philip Kotler)著; 胡瑋珊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048 有核不可?: 擁/反核的33個關鍵理由 彭明輝著; 何榮幸, 高有智, 黃哲斌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086 拆開獲利的糖衣: 17個摧毀退休計劃的投資迷思肯恩.費雪(Ken Fisher), 菈菈.霍夫曼斯(Lara Hoffmans)著; 洪慧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161 快樂學: 修練幸福的24堂課 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著; 賴聲川, 丁乃竺合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8178 經濟成長,為什麼我的荷包都沒漲?: 15個影響生活與工作的財經觀念葉偉平(Greg Ip)著; 羅耀宗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246 走吧!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創造有意義人生的7分鐘微行動艾莉森.路易斯(Allyson Lewis)著; 顏和正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345 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 徐重仁的22個人生發現 徐重仁口述; 洪懿妍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413 30秒決定老闆聽不聽你的: 不懂向上溝通,再好的提案都不會過費德利克.吉伯特(Frederick Gilbert)著; 顧淑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420 帶誰都能帶到心坎裡: 40000個店長都是這樣升上來大衛.諾瓦克(David Novak)著; 楊幼蘭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437 聚焦第一張骨牌: 卓越背後的超簡單原則 蓋瑞.凱勒(Gary Keller), 傑伊.巴帕森(Jay Papasan)著; 羅耀宗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543 其實工作不必這麼累: <>法則作者教你投入更少,成效更好理查.柯克(Richard Koch)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550 好問題,建立好關係: 轉變工作、人際和家庭的337個關鍵問題安德魯.索柏(Andrew Sobel), 傑洛.帕拿(Jerold Panas)著; 顧淑馨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666 執行力的修練: 與成功有約的四個實踐原則 柯維(Sean Covey), 麥切斯尼(Chris McChesney), 霍林(Jim Huling)著;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673 請問首席執行官: 吳小莉訪談卓越華人企業家 吳小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710 釋放更自在的自己: 15分鐘快速減壓、平衡情緒的深層療癒法尼克.歐爾納(Nick Ortner)著; 蔡孟璇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8734 小麥完全真相: 歐美千萬人甩開糖尿病、心臟病、肥胖、氣喘、皮膚過敏的去小麥飲食法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s)著; 閻紀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888 交涉的藝術: 哈佛商學院必修談判課,妥協、讓步、破局都可能是一種好結果麥克.惠勒(Michael Wheeler)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895 勇敢立大志,彎腰做小事: 28個實踐熱情服務的心法沈方正口述; 盧智芳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963 理所不當然: 人生不盲從、未來不瞎過的行動思考哲學王盈勛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137 非比尋常的一天: 34個貼心服務的祕密 沈方正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9175 最優秀的團隊,需要的不只是最有能力的人 杜闊義著; 譚家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212 學會思考: 創造樂在學習的人生 洪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250 克服團隊領導的5大障礙: 洞悉人性、解決衝突的白金法則派屈克.蘭奇歐尼(Patrick Lencioni)著; 邱如美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502 互聯網思維的商業實戰: O2O的12個致勝關鍵,看小米、微信、QQ、百度、阿里巴巴、淘寶、天貓如何成為電商與社群的市場霸主陳光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533 從0到1: 打開世界運作的未知祕密,在意想不到之處發現價值彼得.提爾(Peter Thiel), 布雷克.馬斯特(Blake Masters)著; 季晶晶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632 動態競爭優勢: 在跨界變局中捨棄+轉型+勝出的策略莉塔.岡瑟.麥奎斯(Rita Gunther McGrath)著; 洪慧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816 化解窘境的700句關鍵回話 芮妮.伊凡森(Renee Evenson)著; 溫偉群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823 從卓越到長青的關鍵決策: 標竿龍頭企業屹立20年的制勝心法天下編輯著; 李吉仁, 吳相勳策劃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830 Google模式 艾力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強納森.羅森柏格(Jonathan Rosenberg)著; 李芳齡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878 放膽做,就不怕錯: 生命不會白過,事情不會白做,我的人生勇敢闖蕩!范家輝著; 燕珍宜, 方沛晶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922 大數據的關鍵思考: 行動×多螢×碎片化時代的商業智慧車品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984 60而健 滿尾正著; 黃瓊仙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001 聚。離。冰毒: 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 趙德胤口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018 看見未來: 賴清德的臺南治理 賴清德口述; 蕭富元採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117 60人生多美好:一個法國男人的退休故事 博納.奧利維(Bernard Ollivier)著; 楊雯珺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124 稻盛和夫的7個激勵法 稻盛和夫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131 我在書店等你 三浦紫苑著;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148 提高心靈層次.擴展經營 稻盛和夫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230 給全家人的芳香療法入門 中条春野著;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247 麥肯錫精英最重視的39個工作習慣: 品質×速度的實戰手冊大嶋祥誉著; 陳惠莉, 黃紘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254 京瓷哲學 稻盛和夫著; 陳柏誠, 陳惠莉,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360 栗原晴美的美味便當100 栗原晴美著; 方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513 勇氣心理學: 1小時讀懂阿德勒 中野明著; 黃絃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520 媽媽這樣做,教出愛讀書的孩子 和田秀樹著; 黃絃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537 即戰力: 如何成為世界通用的人才 大前研一著; 呂美女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0674 智富密碼: 智慧財產運贏及貨幣化 周延鵬等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704 進攻金字塔頂端: 頂尖業務教戰手冊 掛越直樹著; 方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797 1天喝3杯咖啡會健康:如何喝？怎麼喝？ 安中千繪著; 王慧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810 走入大絲路北非段: 摩洛哥世界遺產紀行 林婉美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5

日月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83794 30分鐘就入門!: 樂享葡萄酒的第一本書 葉山考太郎著; 林孟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34 惱人啊！講N遍你還錯的英文文法：EZ TALK英文問題集EZ TALK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289 日本年度新鮮事100選 EZ Japan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302 為什麼他能看到你沒看到的?: 洞察的藝術 蓋瑞.克萊恩(Gary Klein)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319 電影臺都嘛有教的電視英文Watch TV,Learn to speak: EZ TALK總編嚴選俚語特刊EZ TALK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326 日本茶事典：從一杯茶湯，看見日本極美的風景STUDIO TAC CREATIVE編輯部作; 林孟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333 樂遊關西: 大阪.京都.神戶.奈良 世界旅行情報中心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340 走進孩子的心: 兒童精神科醫師媽媽培育孩子堅強心靈,解決情緒問題Q&A白尾直子著; Natsumi Che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357 百貨公司老鼠的婚禮派對 泰旖絲.范德海頓(Thais Vanderheyden)著; 呂玉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4364 一本搞定,生活越南語脫口說 王一煥, 陳燕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371 東京貓町散步日和: 慢行地鐵沿線22間文創小舖X300款雜貨XCafe一色千里著; 朱佳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388 親親都是我的 凱莉.布朗(Kelly Brown)文; 吉達.羅巴德(Jedda Robaard)繪; 蔡耀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4395 狗狗遛英文 Matthew Douma作; 柯博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401 貓咪喵英文 Matthew Douma作; 柯博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418 邁向成功,就從自己會的事開始做起: 能力Χ 熱忱X思考方式,助你職場無往不利小宮一慶著; 蕭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425 首爾大學韓國語教師手冊 楊人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484432 救救我的超級英雄: 無敵小超人150個瘋狂搞怪遊戲文生.布古德(Vincent Boudgourd)文.圖; 思謐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449 遊「戲」童年:扮戲x看戲x陪孩子玩出潛實力 張麗玉, 羅家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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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恩.奇普切斯(Jan Chipchase), 西蒙.史坦哈特(Simon Steinhardt)著;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463 和物百貨舖: 256個器皿、雜貨迷人提案,感受溫暖古老的美好年代鈴木正晴著; 思謐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470 超有梗英文會話: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 TALK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487 幼兒教養現場SOS!: 育兒專家25年經驗,輕鬆搞定睡眠x飲食x玩耍x學習x禮儀喬.佛洛斯特(Jo Frost)著; 劉盈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494 祕密曼谷: 一手掌握平價&奢華的6條私藏路線X300個口袋景點慎重淑著; 黃小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500 美味店家連菜單都很好吃: 衝出千萬年收的祕訣大公開日經餐廳著; 巫文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517 享受吧!東京樂之旅: 名曲喫茶、咖啡酒館、美食藝術,天空下的絕美饗宴玄光社編輯部著; 曾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524 日語50音速成班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531 手術臺上的日本: 成長停滯、債臺高築,走不動的巨大怪物威廉.皮塞克(William Pesek)著; 李振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180 動手玩名畫：跟著梵谷和他的朋友們，徹底解放你的創意！金在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548 白色微笑,寮國: 777天勇敢做夢,用力走自己的人生吳東俊著; 熊懿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562 倫斯斐法則: 統帥的智慧,美國傳奇前國防部長的14堂領導課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著; 莊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579 日本時尚潮流100選 本間岐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586 韓國羊的韓語單字秀: 1000個生活X文化X娛樂超精選韓語單字!EZ叢書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593 好萊塢A咖教你說愛: 電影英文: EZ TALK總編嚴選電影特刊EZ TALK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609 東南西北度蜜月: 從澳洲、俄羅斯到北歐,異想天開的爆笑跨國Honey Moon譚蔚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616 孩子需要差別待遇!4型人格教養法 若松亞紀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623 解構!日本當代巨匠建築之美: 設計的風景X窗際的想像,走訪五十座新時代名家話題之作　日經建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630 玩泰國,不開口也能通 何見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647 別急著幫顧客換新的餐點: 服務滿級分！五十個不可不知的關鍵對策鬼頭誠司著; T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654 原來副食品這麼好做!:201道美味營養離乳食x寶寶輕鬆斷奶計畫蔡楠秀, 朴賢珠著; 熊懿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661 Cheers!比利時啤酒賞味聖經: 啤酒評論家嚴選225酒款,新手也能立刻暢飲的美味提案田村功著; 布拉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678 日檢N4應考對策 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 蔡豐琪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685 日檢N5應考對策 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 蔡豐琪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692 祕密加州: 一手掌握舊金山.洛杉磯.聖地牙哥300處最美式的私房景點Jeongmi Ju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708 青春,一場腦內旋風: 「第七感練習」,迎向機會與挑戰!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著; 顧景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715 海與島的寶物,沖繩限定尋旅: 從那霸、系滿到石垣島,老舖X伴手禮散步地圖中田桃子著; 白小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722 河馬啵啵的剉冰派對 accototo福田敏生＋明子文.圖; 三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4739 新韓檢中高級TOPIK II試題完全攻略 王清棟, 李美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753 生存日本語初中級文法:132個核心學習目標N5、N4重要表現600句羅濟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760 旅遊好用句 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777 孩子不再「三分鐘熱度」,培養堅持學習、自動自發好習慣!: 日本行動科學大師的分解教養法石田淳著; Natsumi Che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784 樂遊九州: 福岡.長崎.別府.熊本 鄭泰官, 承必鎬著; 劉宛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791 失衡的經濟:美中「再平衡」戰略大藍圖！ 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807 向20位CEO學聰明工作法：彭博財經當家女主播幫你淬鍊巴菲特、貝佐斯等CEO的成功法則，第一手掌握職場精要！Betty Liu著; 沈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814 全球最令人嚮往的大學城巡禮：EZ TALK 總編嚴選特刊EZ TALK 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814 全球最令人嚮往的大學城巡禮：EZ TALK 總編嚴選特刊EZ TALK 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821 泰划算!300元玩瘋曼谷: 皇室料理、景觀酒吧、祕境小島、泰式SPA的小資奢侈之旅山下MANOUE著; 曾哆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11445 青春不老的秘密 余雪鴻著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998783 思想與方法 殷海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98790 流亡者的書架: 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806 綠色先行者: 生態運動關鍵12人 黃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813 愛渴: 孟東籬最後日記 孟祥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820 那花兀自開著: 宇宙戀人孟祥森 黃崇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837 萬蟬集 孟祥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844 野地百合 孟祥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851 濱海茅屋札記 孟祥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868 素面相見 孟祥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875 念流 孟祥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936 國民中學童軍教育學生手冊 謝美連等作 三版四刷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312 壯志凌雲 鷹擊長空: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及八一四勝利七十八年週年特展李適彰, 翁心童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文化年代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6

水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9155 日本最風行每家必備的鬆餅機食譜：烘焙新手必學100道不用烤箱也能即時享用的超人氣美味小點心馮嘉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990077 國民中學童軍教育教師手冊. 第二冊 謝美連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90084 國民中學童軍教育學生手冊. 第二冊 沈六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90688 國民中學童軍教育教師手冊. 第三冊 謝美連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404 癌呀Go了啦！跟著繪兒趴趴造 陳詩樺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404 金闕歲月 細說香火: 新竹天公壇誌 唐麗淑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1147 老兵夕陽紅 許翼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水月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公壇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129 香港最好的時光？！:肉肉熊系列2 何達鴻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143 唐詩真滋味:五十則悠悠古風、永生永世不變的美麗意境。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9406 宜蘭.基隆遊樂吃喝超便利旅圖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413 臺北市遊樂吃喝超便利旅圖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420 屏東.墾丁遊樂吃喝超便利旅圖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444 臺灣地圖王縣市鄉鎮地圖大全 地圖王出版公司製作部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451 高雄都會吃逛遊樂達人 都會通情報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468 臺南府城吃逛遊樂達人 都會通情報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475 樂遊臺灣玩全旅程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482 彰化.雲林自遊達人 都會通情報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499 大臺南市自遊達人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505 大高屏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增修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512 大高屏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增修初版 精裝 1

9789866139529 大臺中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536 大臺中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增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6139543 雲嘉南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增修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550 雲嘉南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增修初版 精裝 1

9789866139567 新竹縣市自遊達人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574 親子樂遊臺灣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581 桃園市自遊達人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戶外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8

日正企管顧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7711 底價的製作方法與問題改善 王忠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42164 千秋人物 彭建方編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142577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42591 劍橋狂想曲 王申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614 倒數年代 劉曉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638 創製與薪傳: 新疆察布爾錫伯族與滿洲語文的傳承: 以錫伯文教材為中心莊吉發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645 囚徒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7101 聖母軍創立人: 方濟杜福 羅勃布萊蕭神父(Fr. Robert Bradshaw)著; 聖母軍臺灣分團編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4707 天主教臺中教區聖母軍普天之后督察區團六十週年慶專刊李靜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7112 信經彌撒曲: C大調/D大調為主祭、信友、領唱和鍵盤樂器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聖樂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167 復活期聚會: 無司鐸主禮時的節慶日慶典(試用本)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臺中教區聖母軍普天之后督察區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天主教聖母軍臺灣分團



9789869037174 李德姬: 疑問宜答 趙一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174 李德姬: 疑問宜答 趙一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181 善終祝禱禮儀手冊(試用本)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181 善終祝禱禮儀手冊(試用本)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198 基督在你們中,作了你們得光榮的希望: 感恩(聖體)聖事: 教會使命的泉源與終向: 國際聖體大會神學與牧靈反省. 第51屆[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909 慈悲面容: 慈悲特殊禧年詔書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6902 聖心傳愛,堂慶六十 柏實理神父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100 當生命變成一齣傑作時... Emilia Contarino作; 李雅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1669 永嘉禪與參話頭: 慈光禪學院禪修手冊 惠空法師講述 再版 平裝 2

9789868811683 曉雲法師傳 趙嗣崇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5222 流行.經典.情歌(五線譜版) 劉清祥, 劉彬榕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平慈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央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天主教樹林耶穌聖心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靈醫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358599 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九屆 劉春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58599 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九屆 劉春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62053 法律與生活: 解開現代人法律問題之迷思 黃炎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162 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汪毓瑋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209 計算機概論. 理論篇 詹明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216 偵查科技. 實務篇 詹明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223 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2015年: 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明傳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223 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2015年: 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明傳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230 海巡機關自辦訓練發證學術研討會: 署校智庫論壇論文集陳佳德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9956 母乳親餵Q&A 蘇樂寧著; 林美琪, 蘇諭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970 百病起於寒 進藤義晴, 進藤幸惠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747 為何我們總是如此不安? 加藤諦三著; 程蘭婷,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754 防病第一步,吃出抗發炎體質: 矯正飲食病根,不讓身體慢性發炎米歇爾.拉勒蒙著; 曾淯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1982 最新機車考照手冊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8651999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第三十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方舟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8040 玄真靈修證道演義 邱豐森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3629 建築: 造型、空間與秩序 Francis D. K. Ching原著; 呂以寧, 王玲玉, 林敏哲譯第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0261 菩提心 普獻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0278 道品波羅蜜 釋普獻講述 再版 精裝 1

9789868620209 靈山法語 釋普獻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0836 中州安全科技與消防產品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13黃立仁, 鄭合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0867 紀錄與搬演之間: 以<>為例 林建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0874 中州創意精密機械產業與管理研討會. 2014 黃立仁, 鄭合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0850 知識管理創新思維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三屆 中州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州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州科大行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光寺

五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1067 用易經閱讀人生(簡體字版) 劉哲雄著 平裝 1

9789869012614 用人生閱讀易經(簡體字版) 劉哲雄著 平裝 1

9789869012621 圓外解卦(簡體字版) 黃秀蘭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2638 管理美麗 黃貴秋作 平裝 1

9789869012683 人生變化球 劉哲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32869 陸瘦燕朱汝功針灸腧穴圖譜 陸瘦燕, 朱汝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5954 50次新多益滿分的怪物講師NEW TOEIC新多益聽力攻略+模擬試題+解析鄭相虎, 金映權合著; 高俊江, 賈蕙如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5985 寫給無法完整說出一句日文的人 清水裕美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68257 日文單字走著瞧 大前美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68264 7,000單字走著瞧 江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68271 英文會話走著瞧 林雨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68288 新多益單字走著瞧 江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20213 遺囑書: 我的身後事,我做主! 不求人編輯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20244 五星主廚的雞料理教科書 猪股善人等著; 劉小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251 學一次用一輩子的萬用英文文法 王筱筑, 洪曉葦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20268 寫給無法完整說出一句英文的人 陳勝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9020275 圖解風景照的原理: 用69張照片一次學會全風景拍攝技巧文喆珍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不求人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行書苑(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光



9789869020282 創業,一場高明的模仿秀 喬納森.莫里斯(Jonathan Moules)著; 李璞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299 20次新多益滿分的怪物講師新多益單字+文法 怪物講師團隊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86912 超級簡單用英文交朋友 龔熙媞(Kunthida Rungeuangkiat), 湯妮莎(Thanisa Chumpon)著; 譚華德, 許智雅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6929 哈佛大學畢業的滿分怪物講師NEW TOEIC新多益5回全真模擬試題+解析金丙其, 金俞美, 金廷勳等合著; 賈蕙如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9086936 再次愛上麵包機: 用100種法式麵包發現麵包機新玩法賽西兒.德科, 吉翁.德科著; 陳宏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86943 日本神人主廚の究極牛豬料理: 一次學會171道五星餐廳的牛豬料理柴田書店編輯部著; 劉小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86950 非學不可的字首.字根.字尾單字記憶法 林雨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6967 圖解數位攝影的技術: 動動食指,拍出百變天空╳人物個性╳活動氣氛╳食物溫度!李允煥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6974 為什麼訂價要訂299元,而不訂300元: 破解史上最令人好奇的45個數字祕密麥可.米勒(Michael Miller)著; 以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86981 圖解烘焙的原理: 麵包、蛋糕、餅乾、泡芙、蛋塔及派的「手感烘焙」教科書金永模著; 金麗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86998 這個新多益單字會考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42106 彩色鋼珠筆的712個練習: 手再拙,也能下筆就可愛藏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9018 提案神技 宇佐美清作; 羊恩媺,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049 背後領導學: 從個人A+到團隊All+ 布雷恩.巴列特(Blaine Bartlett)著; 蘇綺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99056 破解問題の技術 今井繁之作; 葉冰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063 讀心溝通術: 如何從「口頭禪」判斷對方個性?掌握七技巧,立刻看穿各種人!中村泰彥, 中尾信也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063 讀心溝通術: 如何從「口頭禪」判斷對方個性?掌握七技巧,立刻看穿各種人!中村泰彥, 中尾信也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070 聊天の秘技: 溝通大師40年絕學,聊天高手才會的55個妙招武藤清榮著; 葉冰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087 跳槽法則: 獵頭大賽冠軍,教你身價翻漲10倍 渡辺秀和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03 心の奇想: 內在寧靜的綺麗幽幻 李靜宜著; Baksiabat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10 夢の秘境: 結合文學譯作家、賽車視覺師,以及三十年美術教學經驗的「詩情畫藝」彩繪書李靜宜著; Baksiabat等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日坊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方言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2004 蔡榮鏜畫集 蔡榮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4042 翫中求藝: 杜其東創作集 杜其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209 太極拳講記 蘇清標召集講述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107 師徒 迷惑中的自我 浮寧法師主編 平裝 上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0334 小公主的優雅禮儀課:小淑女&小紳士魅力加分入門詩詩, 毛人原創漫畫; 莊雅欣漫畫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341 無敵科學加油站 張永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86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糖果嗡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10709 小公主家事達人特訓班 毛人, 詩詩原創漫畫; 林樂樂漫畫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716 色鉛筆畫超萌小動物 管育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723 莫羅城堡的祕密. 2, 消失的卡特琳 Story Effect漫畫編劇; 異正泰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730 我會畫甜點美少女 詩詩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亨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岳山光明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沛美術圖書



9789865910747 真假小畫家 賀旻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754 血型密碼心理測驗同樂會 知心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761 下課後的約定 林若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778 超時空啵比8號 盧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785 一直手牽手 林千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792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糖果嗡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10808 莫羅城堡的祕密. 3, 尤立科的不在場證明 Story Effect漫畫編劇; 異正泰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815 我的科學驚奇屋 張永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846 我不想一個人 王力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8403 這樣理財超有錢 侯昌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7447 今天學股票,明天就進場 陳彥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157 買進最強股每年大賺200% 王志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171 獨孤求敗贏在修正的股市操盤絕技 獨孤求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188 讓世界看見你: 為什麼有些人永遠懷才不遇,他卻可以脫穎而出席薇雅.安.惠烈(Sylvia Ann Hewlett)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618 讓你咻咻咻的人生編輯術 陳夏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625 旅行中的餐桌 馮淑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日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今周刊



9789865945572 幻獸奏樂騎士團. 1, 渴望死亡的新娘立下誓約 木村千世著; 陳姿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589 人魚公主的戀愛與八個災難 尾久山優香著;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596 女巫之夜與黑貓共舞 古戸マチコ著;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619 異願洛恩斯. 9, 存續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626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一, 迴沙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640 鳥囀之夜: 於一千零一夜起舞的巫女 古戶待子著;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657 淵國五皇子傳 古戶待子著;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5664 淵國五皇子傳 古戶待子著; 藍繡眼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5671 非關英雄. 卷9, 無盡日夜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5945732 戀愛王子受難公主 加藤绘理子著; 李其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5756 吾命騎士. 卷4, 屠龍 御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5763 吾命騎士(漫畫版) 御我原作; 貓十字漫畫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45794 吾命騎士. 卷5, 不死巫妖 御我著 二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5945800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二, 漩渦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289 Rine boyer 平裝 1

9789868987296 Emily carew woodard 平裝 1

9789869202800 Christoph nieman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6302 學劍小札 徐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6319 十萬橫磨 徐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6326 把吳鈎看了 徐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中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木林森文化



9789868916333 腰間秋水橫 徐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3453 途步環島100天的勇氣旅行：放下工作流浪去，與遇見的人交換人生徐睿希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33460 幸福感!讓你戀上廚房の單人套餐. 2：同事相聚、情人約會、犒賞自己的90道美味料理DIY提案陳懿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33477 這一次,來去鹿兒島旅行吧!: 音樂祭,人情味,最有親切感的背包旅程許唯容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5335 輕鬆學中國語 傅濟功, 許秀霞, 蔡東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502 椬梧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報告書 吳世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557 中國小說卷 蔡輝振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564 中國詩詞卷 蔡輝振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625 文字造形手法應用於海報設計之創作研究: 以臺灣意象為例廖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632 Graphic works of Wei Liao 廖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8718 巴赫鍵盤樂作品集<>之研究 楊青琳著 平裝 1

9789865955700 Kirgizistan'da dil durumu kirgizcanin ihyasi 吳世曼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55731 阿達蕾特.阿歐路小說中女性形象與問題研究(土耳其文)李珮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731 阿達蕾特.阿歐路小說中女性形象與問題研究(土耳其文)李珮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809 國際及商業禮儀: 創業與實習教育應用實務 周春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9420 網拍女王陪你打造創業夢 陳昭君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天空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心版圖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天空數位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13201 戳腳門拳術 石僅松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218 練習功力拳 王鳳亭著 平裝 1

9789576013225 少林寺拳棒阐宗 蔣浩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90268 <>之「如來放光」 曹郁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275 「空」與「解脫」: 印順中觀思想與漢地佛教的轉變莊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282 老莊思想 許雅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49798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349798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349804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2冊 1

9789577349804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2冊 1

9789577349811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3冊 1

9789577349811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3冊 1

9789577349828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4A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28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4A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35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4B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35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4B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洲



9789577349842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5A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42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5A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59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5B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59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教本. 5B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66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幼童. 上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66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幼童. 上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80 貝多芬最愛的古典名曲: 學齡. 上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80 貝多芬最愛的古典名曲: 學齡. 上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97 貝多芬最愛的古典名曲: 學齡. 中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97 貝多芬最愛的古典名曲: 學齡. 中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903 貝多芬快樂的鋼琴彈唱. 中(4A+4B級) 尹宏明編著 其他 2

9789577349910 貝多芬快樂的鋼琴彈唱. 下(5A+5B級) 尹宏明編著 其他 2

9789577349927 貝多芬快樂學技巧: 幼童. 上 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9789577349927 貝多芬快樂學技巧: 幼童. 上 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9789577349934 貝多芬快樂學技巧: 幼童. 中 尹宏明編著 平裝 2

9789577349941 貝多芬快樂學技巧: 幼童. 下 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9789577349941 貝多芬快樂學技巧: 幼童. 下 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527 聖典博伽瓦譚第一篇1~9章 創造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088534 聖典博伽瓦譚第一篇10~19章 創造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088541 聖典博伽瓦譚第二篇 宇宙展示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088558 聖典博伽瓦譚第三篇1~16章 現狀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088565 聖典博伽瓦譚第三篇17~33章 現狀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088572 聖典博伽瓦譚第四篇1~19章 第四階段創造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088589 聖典博伽瓦譚第四篇20~31章 第四階段創造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30

巴帝維丹達



9789869088596 聖典博伽瓦譚第五篇 創造的動力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133302 聖典博伽瓦譚第六篇 人類的規定職責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133319 聖典博伽瓦譚第七篇 神的科學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133326 聖典博伽瓦譚第八篇 收回宇宙創造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133333 聖典博伽瓦譚第九篇 解脫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133340 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1~13章 至善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133357 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14~44章 至善 聖維亞薩戴瓦原著;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英文譯註; 嘉娜娃譯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179735 鴉片戰爭 陳舜臣著; 卞立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80151 鴉片戰爭 陳舜臣著; 卞立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80144 鴉片戰爭 陳舜臣著; 卞立強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179766 公共圖書館 陳美雪等作 平裝 1

9789571179841 法律人的第一本書 楊智傑, 錢世傑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9841 法律人的第一本書 楊智傑, 錢世傑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9896 基隆傳統工藝的調查與研究 劉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07 圖解行為改變技術 張世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07 圖解行為改變技術 張世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21 圖解國貿實務 李淑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021 圖解國貿實務 李淑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052 臺灣人的國籍初體驗 王泰升, 阿部由理香, 吳俊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69 認真對待權利 朗諾.德沃金(Ronald Dworkin)著; 孫健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069 認真對待權利 朗諾.德沃金(Ronald Dworkin)著; 孫健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076 圖解內科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76 圖解內科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90 行政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五南



9789571180090 行政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113 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 曼素恩(Susan Mann), 賀蕭(Gail Hershatter)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13 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 曼素恩(Susan Mann), 賀蕭(Gail Hershatter)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20 古詩十九首釋 朱自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20 古詩十九首釋 朱自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37 後現代狀態: 關於知識的報告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著; 車槿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37 後現代狀態: 關於知識的報告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著; 車槿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68 論自由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作; 孟凡禮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68 論自由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作; 孟凡禮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75 文言文練功坊 施教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75 文言文練功坊 施教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182 營養學實驗 謝明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182 營養學實驗 謝明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199 國際民事訴訟法論 李沅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212 日出: 看物理大師如何揭開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發展史張軒中, 黃宇傲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12 日出: 看物理大師如何揭開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發展史張軒中, 黃宇傲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67 地方與都市治理的政策與管理: 循證基礎觀點 謝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67 地方與都市治理的政策與管理: 循證基礎觀點 謝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74 伊東豐雄 日経アーキテクチュア編; 龔婉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274 伊東豐雄 日経アーキテクチュア編; 龔婉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281 圖解西班牙語發音 王鶴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0281 圖解西班牙語發音 王鶴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0298 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2版 平裝 1

9789571180298 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2版 平裝 1

9789571180304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版 平裝 1

9789571180304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版 平裝 1

9789571180311 土地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版 平裝 1

9789571180311 土地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版 平裝 1



9789571180328 鴉片戰爭 陳舜臣著; 卞立強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77731 3D電腦動畫理論 楊錫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731 3D電腦動畫理論 楊錫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380 環境風險與公共治理: 探索台灣環境民主實踐之道杜文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380 環境風險與公共治理: 探索台灣環境民主實踐之道杜文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397 暴力犯罪: 原因、類型與對策 楊士隆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397 暴力犯罪: 原因、類型與對策 楊士隆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403 藝術與生活. II, 表演藝術篇 蔡依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03 藝術與生活. II, 表演藝術篇 蔡依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34 基礎雷射物理 倪澤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34 基礎雷射物理 倪澤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41 公平交易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441 公平交易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465 環境地質學 魏稽生, 嚴治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65 環境地質學 魏稽生, 嚴治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72 廢棄物採樣與分析 石鳳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72 廢棄物採樣與分析 石鳳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96 開口就會商貿英語 黃靜悅, Danny Otus Neal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0502 電子學 陳以熙, 林瑜惠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80502 電子學 陳以熙, 林瑜惠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80519 走鋼索的律師 理查.席川(Richard. A. Zitrin), 卡羅.朗佛(Carol M. Langford)著; 陳岳辰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519 走鋼索的律師 理查.席川(Richard. A. Zitrin), 卡羅.朗佛(Carol M. Langford)著; 陳岳辰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526 量化資料分析 陳新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526 量化資料分析 陳新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533 傳統整合分析理論與實務: ESS & EXCEL 李茂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0533 傳統整合分析理論與實務: ESS & EXCEL 李茂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0540 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含商圈分析與估價應用)邢進文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0540 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含商圈分析與估價應用)邢進文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0557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80557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80571 SPSS與量化研究 凃金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571 SPSS與量化研究 凃金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618 在宮廷鬼混的騙子: 成語故事模擬PISA實戰版 陳淑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18 在宮廷鬼混的騙子: 成語故事模擬PISA實戰版 陳淑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25 臺灣獨立運動前奏曲(1945—1991A.D.) 勁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25 臺灣獨立運動前奏曲(1945—1991A.D.) 勁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63 拒絕水俁: 以司法解決的道路 水俁病不知火患者會, 拒絕水俁國賠等訴訟辯護團, 拒絕水俁編輯委員會編輯; 董怡汝, 青山大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63 拒絕水俁: 以司法解決的道路 水俁病不知火患者會, 拒絕水俁國賠等訴訟辯護團, 拒絕水俁編輯委員會編輯; 董怡汝, 青山大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70 漢字300 楊琇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70 漢字300 楊琇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87 <>的哲學與美學 林顯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87 <>的哲學與美學 林顯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24 三國笑史. 3, 戰神呂布大暴走!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24 三國笑史. 3, 戰神呂布大暴走!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31 日語語言學概論 王敏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31 日語語言學概論 王敏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55 實用航空英語 陳淑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0755 實用航空英語 陳淑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0762 圖解教育哲學 葉彥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62 圖解教育哲學 葉彥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86 洛克與<> D.A. 洛伊德.湯瑪斯(David Lloyd Thomas)著 黃煜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86 洛克與<> D.A. 洛伊德.湯瑪斯(David Lloyd Thomas)著 黃煜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93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發展的政治與經濟分析: 關係、模式和策略宋鎮照, 翁俊桔, 蔡相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09 圖解智慧財產權 曾勝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09 圖解智慧財產權 曾勝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16 圖解民意與公共關係 莊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16 圖解民意與公共關係 莊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54 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 海内外華人學者的視角趙全勝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0854 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 海内外華人學者的視角趙全勝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0861 麥可喬丹與他的時代 張佳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61 麥可喬丹與他的時代 張佳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78 圖解兒科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78 圖解兒科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92 華語文閱讀測驗. 高級篇 楊琇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915 建築物室內裝修法規概要 楊國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915 建築物室內裝修法規概要 楊國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946 圖解個人與家庭理財 鄭義為, 伍忠賢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946 圖解個人與家庭理財 鄭義為, 伍忠賢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960 向大師學習寫作:圖解:我的第一本心智圖(MIND MAP)作文書高詩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977 賽局好好玩 張振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977 賽局好好玩 張振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984 三國笑史. 4, 英雄關羽熱血戰紀!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991 《詩經》藝術趣談 林祥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28 阮廷瑜先生紀念集 阮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28 阮廷瑜先生紀念集 阮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35 作賦津梁: 明代萬曆年間辭賦選本研究 王欣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35 作賦津梁: 明代萬曆年間辭賦選本研究 王欣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42 文字學入門 胡樸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42 文字學入門 胡樸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59 餐飲日語 林正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66 Minitab統計應用分析實務 吳明隆, 張毓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66 Minitab統計應用分析實務 吳明隆, 張毓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73 圖解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周心如,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80 圖解社區衛生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97 隱私不保的年代: 網路的流言蜚語、人肉搜索、網路霸凌和私密窺探丹尼爾.沙勒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110 韓國人入門 陳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27 實用IC封裝 蕭献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27 實用IC封裝 蕭献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41 精進教師課堂教學的藝術與想像: 教學與學習的寧靜革命林進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58 全面搞定會議英文 張其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72 50則非知不可的教育學概念 林進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96 商用英文書信 Jeffrey L. Seglin, Edward Coleman著; 施元欣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96 商用英文書信 Jeffrey L. Seglin, Edward Coleman著; 施元欣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233 特殊教育導論 王文科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240 環境微生物及生物處理 陳宏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257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于曉平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264 政策論證 張世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264 政策論證 張世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271 老人居家照顧的服務與治理 謝美娥, 沈慶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81288 逆.滲.透: 臺灣彩墨創作的跨界與集結 華建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301 社會學囧很大: 看大師韋伯如何誤導人類思維 謝宏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332 沉思錄 笛卡兒(Rene Descartes)著; 周春塘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387 實用商法 洪瑞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400 公務倫理暨法制論 劉昊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448 醫療組織整合與管理: 整合性照護之實踐 林妍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462 音樂訓練. III 宋多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1486 醫護統計與AMOS: 分析方法與應用 楊秋月, 陳耀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509 醫療平衡計分卡 陳進堂, 陳佳琪, 傅鍾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523 音樂訓練. I 潘芯玫, 卓易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1882 聯藻於日月交彩於風雲: 2013年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柯明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018 朱天衣創意玩作文有聲書 朱天衣著 一版 其他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9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73713 系統索羅門. II 五洲賽鴿雜誌社編輯部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068 WeCare Design關懷設計創意服務. 2013-2014 陳歷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037 離散感知: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102級畢業設計作品集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102級[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6273 中原建築畢業設計作品集. 2014 中原建築50屆畢業班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211 設計教育與產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黃欣怡, 馬翊珈, 許子凡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310 New and Old歐洲城市的新與舊 周禹晴, 黃宇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原大學商設系所

送存冊數共計：157

五洲賽鴿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室設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0953 用心,讓你看見問題核心: 跨過分類思考/自動行為/單一觀點的局限思路南格(Ellen J. Langer)著; 謝伯讓, 高蕙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063 隨筆臺灣日子 木下諄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80 打造專屬於你的自助婚紗攝影 黑焦耳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803 追風箏的孩子 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著; 李靜宜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9834 肉事典: 133個小常識,讓你完全了解各種食用肉的風味口感,保存方法和料理方式実業之日本社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841 此身 李欣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858 尊嚴: 池袋西口公園. 10 石田衣良著; 江裕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865 娜娜媽教你做超滋養天然修護手工皂 娜娜媽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002 再貴也能賣到翻!提高客單價的黃金法則 松村達夫著;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088 寫作課: 建中生超強作文大公開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國文科編輯小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903 最想收到的手工皂 莎拉.哈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184 原諒就是力量 威廉.馬丁(William Fergus Martin)著; 劉思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07 弄懂6~12歲孩子的內心x情緒x行為問題: 心理師給父母的20個教養解答陳品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14 寫作這件事: 北一女的青春書寫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21 攝影師都懂的50個風景、人物攝影祕訣: 第一次拿相機就能拍出讓人讚不停的好照片自然之筆, Katrine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38 年少友人: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9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張茂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45 我輩叛徒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52 素描: 繪製人物與動物形象 奧古斯都.維奇(Augusto Vecchi)著; 林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69 岸邊之旅 湯本香樹實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76 殺人週年紀念 漢克.菲莉琵.萊恩(Hank Phillippi Ryan)著; 蘇雅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83 一位昆蟲學家的草地探險 戴夫.古爾森(Dave Goulson)著; 林金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290 100の東京大人味發見 吳東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306 愛的教育: 一個小四學生的成長日記 愛德蒙多.得.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文; 王干卿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313 我愛貓: 貓咪行為專家的解祕指南 薇琪.霍爾(Vicky Hall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320 一的力量 布萊恩.寇特內(Bryce Courtenay)著; 李維拉譯 平裝 1

9789863591344 妳以為妳是誰?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廖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351 死刑囚的教誨師: 高牆裡最後一段人生路途的改變和領悟堀川惠子著; 李道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368 插畫實驗課 Eszter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375 平行倫敦: 彈簧腿傑克現身 馬克.霍德爾(Mark Hodder)著;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382 神祕生物小隊. 3, 追蹤波多黎各吸血鬼 亞歷山卓.摩哈(Alexandre Moix)著; 向敦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405 菜鳥新移民: 臺裔刈包小子嘻哈奮鬥記 黃頤銘著; 黃意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412 禪教我不做多餘的事: 一日一禪語的簡單生活 植西聰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429 東京古市: 穿梭在古董雜貨集散地的幸福時光 山內敏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436 女人的絕望:伊藤比呂美的人生相談室 伊藤比呂美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443 堅強父親教出堅強女兒: 教養女兒,父親的影響力比母親更重大蜜可(Meg Meeker)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450 呼吸寫作 拉芮恩.哈齡(Laraine Herring)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467 陰陽師. 蒼猴卷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474 魚的德西旅行手記 趙于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511 狗狗健康鮮食餐 謝旻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528 木星的衛星: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11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535 光影人生 陳建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559 伊豆的舞孃 川端康成作; 葉渭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573 春琴抄 谷崎潤一郎作;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41418 萬國津梁: 東亞視域中的琉球: 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第14屆辛德蘭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71068 正視靈恩 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著; 劉如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303 麥克阿瑟新約註釋: 彼得後書&猶大書 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著; 袁偉, 吳泳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440 約拿書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恩



9789862771457 書書福福. 2, 天恩30週年.小組讀書會精選 丁遠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471 神的榮耀: 以西結書精要詮釋 馬有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495 領導人如何全勝?: 企業倫理的實踐 林秀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501 不再錯過: 悔改啟示錄 朱台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518 神的志願兵 楊寶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6998 世華華人聖樂選粹. 2014 世界華人基督教聖樂促進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594 活出滿足的年日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林玉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631 聖經: 神賜給人類的寶貴的禮物 何照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648 真理的道: 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 金廷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662 真假福音 泰文.維克斯(Trewin Wax)著; 袁偉, 王偉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679 經文之禱 史多美.奧瑪森(Stormie Omartian)著; 劉如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693 約翰福音靈拾: 耶穌所行的神蹟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709 使徒中心: 新世代的新皮袋 榮撒卡(Ronald Sawka)著; 葉慕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716 南丁格爾. 1, 破繭而出 愛德華.庫克爵士(Sir Edward Cook)著; 屈蓮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723 再創美麗人生 黃麗薰暨真愛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1730 財務突破10步驟(中英對照) 布魯諾.卡坡里莫(Bruno Caporrim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747 禱告佈道 艾德.史福索(Ed Silvoso)著; 關淑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754 第十八匹駿馬?你在哪裡?: 陳仲輝牧師事主五十年傳承路. 1965-2015陳仲輝口述; 羅啟華, 張心潔編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785 第一步 CBMC美國總會編著; CBMC中華民國總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66509 聖地隨主行 連鄭香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647474 眾望所歸: 救贖講道與救贖史 連鄭香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1718 Network Security Volume. I, Firewall and IPS 　　　　　　　　　　　　　　　　　　　 平裝 1

9789868791725 Basics of network security: Part II. 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友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5260 舌尖上的記憶: 邱永漢談吃 楊怡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64878 一棒在手,百痛全消 高富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885 保身新法救「視障」 張保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892 牛樟芝抗病第一名 陳啟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908 醫學衷中參西錄 (清)張錫純原著; 李政育編校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6664915 醫學衷中參西錄 (清)張錫純原著; 李政育編校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2196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郭成棠回憶錄 郭成棠著 平裝 1

9789866102219 臺灣人文出版社18家及其出版環境 封德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26 以詩.畫行走: 楚戈現代詩全集 林玉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33 詩書共舞: 臺灣現代小詩書法展 封德屏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594 知識社群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十一屆 黃燕忠, 劉仲鑫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文訊雜誌社

送存冊數共計：2

元神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617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七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525 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 2015: 和樂生活 林素一彙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549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方献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2788 奈米生技與保健研討會輯要. 2013 陳俊宏, 徐如音, 黃贊勳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020 它者之域: 陽明山美軍宿舍區保存與再發展研究: 第五屆華岡建築國際工作坊成果集陳英峯企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464 張國榮施伯松書畫展專輯 張國榮, 施伯松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推廣部視覺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食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生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日語系

文化大學市政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532 造形簡化的視覺美學探討: 以分子結構創作與分子美學為例楊勝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570 環境與生態 環境與生態課程委員會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09624 「宗法自然」系列: 和光、同化、生成、流變: 李錫佳油畫創作報告書李錫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655 圓滿動能抗老化 彭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495 江漢、伍錚錚捐贈文物百錄 劉梅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5667 晴空下與你一起狂奔 瀨尾麻衣子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674 突然變成一隻貓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681 雨季之後愛來了 揚-菲利浦.森卡(Jan-Philipp Sendker)著; 趙睿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698 琥珀的憤怒 娜塔莉.海恩斯(Natalie Haynes)著; 方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704 蓋湯姆的驚奇鳥日子 莉茲.派瓊(Liz Pichon)著; 杜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711 明天別再來敲門 弗德里克.貝克曼(Fredrik Backman)著; 顏志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728 蓋湯姆的驚奇鳥日子之恐龍村瘋狂派對 莉茲.派瓊(Liz Pichon)著; 杜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735 房事好犀利 安.黎芮(Ann Leary)著; 紀迺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742 瘋狂亞當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何曼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759 末世男女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韋清琦, 袁霞譯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385766 洪荒年代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作; 呂玉嬋譯 增訂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9789866385773 末世三部曲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韋清琦等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385780 失控的照護 葉真中顯著; 張宇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797 穿越光之小徑 森繪都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1816 英文發音即時通 Christiana Lee等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411823 英文發音即時通 Christiana Lee等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411830 英文發音即時通 Christiana Lee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6411847 英文發音即時通 Christiana Lee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881078 Zmaker電子書Easy Go! 元將文化師資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81085 Writer無敵文書高手 元將文化師資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81092 Scratch程式設計高手 元將文化師資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81108 PowerPoint 2010簡報愛秀王國 元將文化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9865881115 PhotoCap影像創意達人 元將文化師資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81177 GIMP影像魔法師 呂聰賢作 平裝 1

9789865881184 非常好色創作魔法秀 黃建輝作 平裝 1

9789865881191 Internet-Google Chrome網路衝浪高手 元將文化編輯群作 平裝 1

9789865881207 PhotoImpact X3數位影像繪圖一點通 劉明昇作 平裝 1

9789865881214 Impress簡報自由行 蔡景翔, 陳相丞作 平裝 1

9789865881221 遊戲動畫Scratch2.0 元將文化師資群作 平裝 2

9789865881238 玩轉影音ALL In One 元將文化師資群作 平裝 1

9789865881245 玩出創意電子書ZMaker 元將文化師資群作 平裝 1

9789865881252 Impress4.X簡報軟體輕鬆學 元將文化師資群作 平裝 2

9789865881269 暢遊網路樂園Google Chrome 元將文化師資群作 平裝 1

9789865881276 知識無限 Li-ping Teng主編 1st ed.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4250 洗潑潑 鍾振斌作 平裝 1

9789868574267 臺灣美濃客家的過去與現在: 聚落信仰與宗族社會吳連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4309 中國比小說更離奇 鍾祖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316 二十世紀西方文化風景 李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323 想: 想想論壇選輯. II(2013-2014) 想想論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330 臺灣,自由之路: 一個詩人的臺灣守望. 2013-2014李敏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347 這不是太陽花學運: 318運動全記錄 晏山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354 世紀之謎: 末代沙皇家族慘案的真相 馬克.費侯(Marc Ferro)作; 林舒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361 人情之美 丘彥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385 失神 王幼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08 還原毛共: 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康正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8361 普通生物學 沈浩, 沈芃萱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78378 有機化學 方智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78385 普通生物學題庫 沈浩, 沈芃萱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及第

送存冊數共計：22

六堆文化傳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16354 我是你: 華德福教育學的兒童研討會 Anna Seydel著; 張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378 航空財務管理 黃中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392 社會科學研究法: 資料蒐集與分析 Shaun Best著; 李文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408 設計優質的課程單元: 重理解的設計法指南 Grant Wiggins, Jay McTighe原著; 賴麗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477 兒童偏差行為 梁培勇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6484 科技領域女大學生: 學習與生涯發展之挑戰與因應謝淑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491 單一個案研究法: 研究設計與後設分析 鈕文英, 吳裕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6538 諮商技巧精要: 實務與運用指南 Sandy Magnuson, Ken Norem著; 陳增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545 字母拼讀直接教學100課 Siegfried Engelmann, Phyllis Haddox, Elaine Bruner著; 曾世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4329 輔導原理與實務 黃政昌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14923 國語文補救教學教戰手冊: 解構語文精進教材 洪儷瑜, 劉淑貞, 李珮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576 沙遊分析: 沙遊類別檢核表之應用 Geri Grubbs著; 陳信昭, 陳碧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606 擁抱個別差異的新典範: 融合教育 鈕文英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16613 學校輔導與諮商方案的設計、實施與評鑑 Norman C. Gysbers, Patricia Henderson著; 許維素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620 師資培育白皮書解說: 理念與策略 楊思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36 家: 從起點到終站 熊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43 蠟筆小曣的異想世界: 詩與畫的共舞 熊曣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50 生活完形 熊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74 盡己與天良: 破解韋伯的迷陣 黃光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842 親子遊戲治療: 透過遊戲增進親子關係 Rise VanFleet著; 陳信昭, 陳碧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3339 從部落到學校: 原住民族國中學生的文化資產與文化認同之研究陳珊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4253 CPC企業學院訓練指南. 2013 平裝 1

9789866254260 精實生產推動手冊: 創造彈性、速度與創新的生產系統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中國生產力



9789866254277 整合式經營績效管理模式1+N>2N: TPIM推行四部曲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284 使用者體驗創新設計手冊: 從用戶洞察到企業價值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291 現場管理實務手冊: 提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07 掌握商店勢力圈: 商圈經營Step By Step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14 這就是服務設計思考: 基礎概念-工具-實際案例 Marc Stickdorn, Jakob Schneider作; 池熙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21 工廠管理實務 日本能率協會顧問公司著; 何月華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38 風華12: CPC人的蛻變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52 風華12: CPC人的蛻變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54345 這樣的餐飲店,顧客每天都會上門 正垣泰彥作; 黃靜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69 策略就像一本故事書 楠本建著; 孫玉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76 幸福的美味店: 幸福導向的餐飲經營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83 獲利解秘方程式: 持續獲利的設計法則大公開 日本能率協會顧問公司, 中國生產力中心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390 全面生產保全技術手冊: 追求設備「總合效率」從小地方做起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406 CPC企業學院訓練指南. 2014年 平裝 1

9789866254413 卓越經營績效評核技術手冊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420 Taiwan international graphic design award 2013 邱宏祥主編 1版 平裝 1

9789866254499 讀人: 10秒鐘成為知己知彼的人際贏家(珍藏版) 喬艾琳.狄米曲斯(Jo-Ellan Dimitrius), 馬克.馬札瑞拉(Mark Mazzarella), 溫蒂.派翠克.馬札瑞拉(Wendy Patrick Mazzarella)作; 張芃,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4505 回味行銷: 不只要顧客再次上門,還要讓他們想送你旅遊紀念品大极勝著; 黃靜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005 材料分析 汪建民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89012 材料分析教師手冊 汪建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中國材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六堆忠義祠管委會



9789868474024 六堆風雲傳. 二部曲 張重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6298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中國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6205 浮思密碼: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作品年鑑. 第七屆 平裝 1

9789866226304 双生共鳴: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作品專刊. 第九屆張芝瑜, 鄭品妤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125 于百齡文集. 第二輯 于百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5534 戳記風雲. 3 朱靜安編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7286 中國郵刊. 第九十一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美術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郵票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科大視傳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78445 實習醫學生的心靈手札 醫學系47.48.49.50.51屆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8278 系統生物學與中醫藥研發 鍾景光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6728 中華九九書畫會乙未年創作獎暨會員作品集 廖慧雪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22218 海峽兩岸智能運輸系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十五屆陶治中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22133 似古非新: 楊平書印集 楊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06433 如何讓男人愛死妳. 3, 話術篇 夏川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九九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學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醫藥大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2568 采真游: 郭哲全繪畫集 郭哲全著 精裝 1

9789868662582 臺灣水墨畫之山水意境創作論述及實踐 郭哲全著 精裝 2

9789869200202 流.光: 周沛榕作品集 周沛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4022 懷古門作品集. 三 薛清茂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4908 鋼鐵少女: 嵐Battleship Girl Tempest 皇宇作; 周俊鴻, 溫士豪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8319 父母規註解 曲莫原著; 林文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9734 奇葩: 蓮懺禪師 中華五眼協會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五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友善之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孔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仁富文化



9789865650865 科學防蟲控草 周玄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7074 IQ智商: 全腦超級開發的46個秘密法則 楊忠, 崔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81 女人要懂得的100個人生哲理 羽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98 看這本書,能幫你提高學習效率 楊忠, 王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04 看這本書,能幫你提升學習能力 楊忠, 王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11 快樂老年人生哲理枕邊書 王坤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28 FQ財商: 推開財富之門的50個秘密法則 楊忠, 王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35 決定成敗的心態 王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42 看這本書,能教你應對考試 才永發, 王雲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59 看這本書,能幫你掌握學習法則 才永發, 韓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66 窈窕俏媽咪修成術 折翼天使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73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古代科技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80 先知 紀伯倫著; 田偉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197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針灸按摩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03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茶文化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10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酒文化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27 孩子上幼稚園前要學會的66件事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34 新月集 泰戈爾著; 鄭振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41 飛鳥集 泰戈爾著; 鄭振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58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長城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65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中國功夫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72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中華美食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89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中國龍文化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296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四大發明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02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繪畫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19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中國玉文化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26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糖尿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33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建築藝術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40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古典園林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57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國粹京劇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64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高血壓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71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血液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88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絲綢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395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心理疾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01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帕金森病與老年癡呆症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18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痔瘡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25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古代軍事思想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32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腎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49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腦血栓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56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腸道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63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心絞痛和心肌梗死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70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實用秘方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87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腰椎頸椎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494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瓷器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00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肺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17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鬱症疾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24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帝王陵寢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31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癌症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48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皮膚疹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55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太極拳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62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東方體育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79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皮膚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86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敦煌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593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書法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09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中國創造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16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東方鉅子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23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眼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30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性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47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儒學文化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54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中國民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61 健康生活常識: 健康飲食與禁忌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78 告訴你一個達爾文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85 科學養殖常識: 蛤蚧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692 健康生活常識: 日常飲食宜忌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08 科學養殖常識: 蝦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15 科學養殖常識: 水貂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22 科學養殖常識: 黃粉蟲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39 健康生活常識: 果品養生常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46 健康生活常識: 疾病防治知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53 健康生活常識: 人體醫學常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60 健康生活常識: 中藥本草知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77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實用偏方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84 告訴你一個比爾蓋茨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791 科學養殖常識: 綿羊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07 科學養殖常識: 柴雞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14 科學養殖常識: 貉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21 科學養殖常識: 鱉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38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不孕不育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45 實用技術常識: 紡織操作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52 科學養殖常識: 鴕鳥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69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冠心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76 科學養殖常識: 螃蟹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83 科學養殖常識: 藏獒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890 健康生活常識: 家庭急救常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06 健康生活常識: 養生長壽知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13 科學養殖常識: 螞蟻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20 科學養殖常識: 林蛙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37 科學養殖常識: 肉兔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44 健康生活常識: 中醫與體操保健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51 科學養殖常識: 肉鴨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68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中老年常見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75 科學養殖常識: 鱖魚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82 健康生活常識: 女性生活保健常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999 科學養殖常識: 泥鰍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02 實用技術常識: 電鍍層退除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19 健康生活常識: 家庭健康和諧知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26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傳染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33 健康生活常識: 百病飲食禁忌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40 科學養殖常識: 蛇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57 科學養殖常識: 牛蛙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64 科學養殖常識: 大雁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71 科學養殖常識: 鱸魚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88 科學養殖常識: 肉鴿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095 實用技術常識: 給水排水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01 科學養殖常識: 蜂王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18 科學養殖常識: 全蟲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25 科學養殖常識: 狐狸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32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婦科產科常見病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49 健康生活常識: 雜糧養生知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56 科學養殖常識: 果子狸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63 品讀吳佩孚 唐錫彤, 劉曉煥, 吳德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70 實用技術常識: 筆記型電腦實用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87 中華兒女 田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194 單人床 同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00 華夏職教研究 魏伯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17 卓越者詞典 李培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24 實用技術常識: 水泵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31 文化娛樂常識: 撲克牌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48 看這本書,能幫你搞定數學 才永發, 王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55 四招煉就門店金牌銷售 方子涵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62 X透視 崔京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79 一片癡情 孫介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86 東萊今古 祝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293 封聖演義 李普(李志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09 飲食與保健 楊黎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16 吳佩孚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23 黑蝙蝠行動 譚得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30 荀子的故事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47 翡翠谷 林紅賓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54 棲霞民間故事 林新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61 健康生活常識: 食物與食品營養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78 聖蟲記 張民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85 蓬萊文化叢書之蓬萊記憶 張功基, 王秀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392 蓬萊文化叢書之蓬萊隨筆 蔡玉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08 蓬萊文化叢書之蓬萊傳奇 蔡玉臻, 沙向陽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15 煙臺人文旅遊叢書. 七真巨瀾 張培和, 孫加順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22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漢語文字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39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46 常見病治療和預防常識: 肝炎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53 CQ創商: 提高創新能力的54個秘密法則 楊忠, 李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60 王秀梅小說集. 一 王秀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77 王秀梅小說集. 二 王秀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84 王秀梅小說集. 三 王秀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491 牙祭 崔京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07 老家.老鄉.老爸.老媽 劉洪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14 戚繼光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21 張宗昌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38 穿過迷漫的硝煙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45 汪精衛履險記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52 將星淚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69 養生與保健 楊黎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76 大酒窖 高吉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83 學習.積累.運用 張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590 感悟.合作.創新 張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06 蘇東坡作弊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13 孫洪鵬小說集 孫洪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20 紅袍姻緣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37 半島淚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44 范翠香小說集 范翠香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51 漢明帝劉莊傳 魯岩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8407 中華文聯協會首次會員書畫聯展書畫集 臧貴義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0

送存冊數共計：160

中華文聯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普公關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8359 海顏色攝影集 張順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2107 馬來西亞丹功遊記. 2013 呂正心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60452 開始在香港自助旅行. 2015-2016年最新版 古弘基作.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506 搭地鐵玩遍北京 黃靜宜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636 西雅圖 施佳瑩, 廖彥博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650 香港 林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667 今日公休: 90歲書店老闆的生命情書 坂本健一作;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674 搭地鐵玩遍釜山: 附慶州.鎮海.濟州島. 2015-2016年最新版Helena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681 搭地鐵玩遍香港 三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698 畫家帶路,基隆小旅行 王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704 自我察覺心靈練習本: 專注與靜心的10堂課 黃慧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711 捷克.布拉格: 附波西米亞.摩拉維亞19個城鎮 張雯惠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728 五分之二就夠了,擦亮人生回憶與資產整理術 延金芝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735 搭地鐵玩遍倫敦 李思瑩, 英倫懶骨頭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742 京都.大阪.神戶.奈良 三小a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537 開始在紐約自助旅行 許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759 開始在美國自助旅行 陳婉娜作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60773 心靈招待所: 94歲仍舊撫慰人心的生命導師 佐藤初女作; 黃鈺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803 開始在德國自助旅行 林呈謙作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外內丹功運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雅



9789863360810 搭地鐵玩遍東京 孫偉家作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53928 性感瘦: 舞蹈名師Vivian教你3週打造蜜桃線＋S曲線陳奕云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1753935 你的夢,你的力量: 潛意識工作者哈克的解夢書 哈克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1753942 被支持的力量: 最堅實溫暖的人脈力 許峰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959 夢想密碼：從壓力源頭清除成功的阻礙 亞歷山大.洛伊德(Alexander Loyd)著;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966 不吃的人們:不可思議!不食生活改變了他們的命運秋山佳胤, 森美智代, 山田鷹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973 喚醒多次元之心: 從馬雅聖地到水晶龍線,啟動臺灣靈性使命夏瓦緹(ShavatY), 彭芷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980 法國女人不整也有型 蜜芮兒.朱里安諾(Mireille Guiliano)著; 張國儀,曾志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980 法國女人不整也有型 蜜芮兒.朱里安諾(Mireille Guiliano)著; 張國儀,曾志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997 【圖解範例版】為什麼聰明人都用方格筆記本?高橋政史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997 【圖解範例版】為什麼聰明人都用方格筆記本?高橋政史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000 仁神術的療癒奇蹟: 調和生命能量的至簡療法 愛麗絲(Alice Burmeister), 湯姆.蒙特(Tom Monte)合著; 詹采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000 仁神術的療癒奇蹟: 調和生命能量的至簡療法 愛麗絲(Alice Burmeister), 湯姆.蒙特(Tom Monte)合著; 詹采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017 視覺心像: 指引古代先知穿越生命迷宮的強大技巧凱薩琳.仙伯格(Catherine Shainberg)著; 林玲如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024 發明癌症試紙的男孩: 看一位少年科學家如何以創新思維改變世界傑克.安卓卡(Jack Andraka), 馬修.利西亞克(Matthew Lysiak)著; 劉嘉路, 薛怡心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031 出去闖!擁抱世界級夢想: 27歲CEO的圓夢方程式艾兒莎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14980 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屆2013陳協慶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3014997 第二十二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孫天龍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1

人因工程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9377 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4第16屆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724 兩岸暨東協經貿商務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36909 全民休閒發展學刊. 2008 黃全成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409 佛療: 果海為因地的生命實驗 釋惟信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26318 第十一屆臺灣建築論壇論文集建築宏觀: 宏觀建築: 2014第43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8806 中華民國汽車保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年鑑柯育沅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汽車保養商業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民休閒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生命共好協會

戶外遊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銷企業協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301 前瞻技職教育 丁克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318 大學衍生企業 陳愛娥等合著; 楊國賜, 胡茹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3231 倉儲與運輸管理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07333 雨後藍天: 八八風災社區重建社造員的文化實踐吳岱容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5772 火金姑: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 31-1 蔡淑媖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7126 有伴無驚: 高雄氣爆的陪伴小故事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原撰; 寫憶文化創意改編初版 平裝 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十字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社區營造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技職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物流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5578 TID臺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4 王玉麟, 簡學義, 曾成德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914858 中華民國品質發展史. 第二輯 王治翰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303 系統工程手冊(SEH) v.3.2.1 鄧世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0098 第6屆海峽兩岸三地紡織學術論壇暨第31屆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論文集謝建騰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89165 山域嚮導檢定授證複訓暨新訓研習會. 2014年 丁博慶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709 聖普賢行願王 堪千阿貝仁波切主解; 堪布澤仁札西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密宗薩迦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登山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航空太空學會

室內設計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706 解讀陽明山火山地景 楊士芳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2318 愛在轉角處: 在臺出生非本國籍兒童及少年特殊個案彙編李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0606 21世紀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2014臺北研討會論文選集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606 21世紀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2014臺北研討會論文選集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3462 景觀. 2015-I 曾筱茹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92840 運動教練科學春季學術研討會手冊暨論文集. 2014邱炳坤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292857 國立體育大學國際教練科學研討會手冊暨論文集鄭世忠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動教練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公園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73313 慶祝中華民國詩人節大會專輯. 103年 連嚴素月編校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10221 中醫臨床診治思維 黃碧松, 賴鎮源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1764 電影攝影. 25期 陳武雄主編 平裝 1

9789868301771 電影攝影. 26期 陳武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53417 清真產品網路行銷秘訣 徐榮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24 土耳其重點產業商機探索 華紹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44723 槌球比賽規則暨裁判實施要領. 2015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規則委員會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槌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影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外貿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傳統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傳統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58535 篆刻: 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年刊. 第十七期 古耀華, 林倉盟, 白勝豪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29656 臺灣隧道工程人物專訪集. 第二集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臺灣隧道工程人物專訪集編輯工作小組編 其他 第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3116 臺灣購物中心產業二十年 陳宛忻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8101 日式簡易全口義齒 河原英雄等作; 林明杰, 李明科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8321 精進 李明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38338 從爭議案例探討病人安全 李明濱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印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顎咬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隧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購物中心協會

篆刻學會



9789866427961 你不必太執著但一定要努力 海濤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16018 諸法集要經 觀無畏尊者集; 日稱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018 諸法集要經 觀無畏尊者集; 日稱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049 在情場中修行 釋合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063 大悲蓮華經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094 大乘寶要義論 宋法護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100 佛教行善功德彙編 海濤法師編 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5816117 佛教行善功德彙編 海濤法師編 初版 平裝 下集 1

9789865816155 佛陀在哪裡? 鍾健平編.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162 大方等大集經.海慧菩薩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179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 罽賓國三藏般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186 師父下課了! 鍾健平編.繪圖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9240 臺灣ERP產業報告. 2013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世新大學企業資源規劃實驗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8799257 臺灣ERP產業報告. 2014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企業資源規劃(ERP)實驗室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9264 國際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9271 ERP系統創意應用競賽作品集. 2014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9288 全國高中職企業e化知識競賽. 2014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9295 國際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 ERP系統創意應用競賽作品集. 2014; 全國高中職企業e化知識競賽. 2014論文光碟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8238 The 5th global competition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編] 平裝 1

9789869078245 The 6th inter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0117 尊者的腳印: 弟子對金剛上師 慈悲行持的紀實 諸位行者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2354 佛光照星雲華蓋九秩嵩壽暨中華兩岸書畫交流大展李奇茂, 莊漢生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9905 經典.金園 典故菜譜 臺中金典酒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3009 新北市國際武術高峰論壇. 2015: 換個角度,再看武術山崎寬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6124 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 徐勝一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晴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武術研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科技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兩岸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華金典國際酒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佛教雲慈正法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8207 陶冬冬 水的世界 陶冬冬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035 客家人與基督教: 從社會建構論探索在臺灣作客家人和作基督徒之間的張力陳義聖著; 林秀娟譯 平裝 3

9789869099035 客家人與基督教: 從社會建構論探索在臺灣作客家人和作基督徒之間的張力陳義聖著; 林秀娟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508 民歌四十時空地圖紀念專刊 馬世芳, 馬萱人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4805 馬尾女孩最無敵阿喜: 私攝概念寫真書 阿喜(林育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6140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論壇論文集. 2015年第四屆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8519 大革命家孫逸仙 宮崎滔天原著; 章士釗編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晴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義神學院



9789869115414 革命的抉擇和挑戰: <>、<>論戰選編 梁啟超, 汪精衛等著; 林志宏導讀; 黃克武, 潘光哲主編 平裝 1

9789869115438 最新健美運動詳解 黃阿文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9115445 中國教育思想史 林玉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1129 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劃. 一, 正覺的財富觀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1136 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劃. 二, 正覺的認識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1143 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劃. 三, 正覺的生涯規劃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0826 書藝傳承六人展. 4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940826 書藝傳承六人展. 4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940833 王永明書法展 汪純玉, 郭榮興, 李積善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7129 珠夢心傳. 2015: 沖繩盤珠學術參訪團參訪報告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編 平裝 1

9789868807129 珠夢心傳. 2015: 沖繩盤珠學術參訪團參訪報告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1401 臺灣.重慶書畫名家交流展 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編輯委員會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原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9789869021418 臺法交流畫展. 2014 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編輯委員會, 法國.臺灣文化交流協會執行編輯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3504 真理透視陪讀教材 中華基督教希伯崙福音拓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6823 國際運籌與物流管理實務 [中華國際物流與運輸經營協會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5120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暨中華創意臺灣研究學會聯合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5賴志松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821 戳海拾貝. 第二輯(簡體字版) 彭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9010 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杞昭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8639010 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杞昭安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喬郵藝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希伯崙福音拓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物流運輸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5631 中港溪內山流域黃姓族系淵源與分佈概略: 兼論隘丁首黃旺麟事略黃彥菁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175655 中港溪內山流域客家地區部分古典籍彙集 黃彥菁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175686 「新」與「心」六倫 黃淳康, 黃彥菁編輯 平裝 1

9789868175693 臺灣還有甚麼事情不能做? 黃淳康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3208 由『司法事件』審思應有的社會倫理 黃淳康, 黃彥菁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3215 1964級(53)同學會影像集及札記雜輯. 綜合卷 黃淳康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3222 1964級(53)同學會影像集及札記雜輯. 金芳同學卷黃淳康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3239 1964級(53)同學會影像集及札記雜輯. 桂珠同學卷黃淳康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3246 易經、數術、河圖洛書暨各宗教學雜知 吳金芳, 黃淳康編輯 精裝 全套 1

9789869013253 十二因緣札輯兼錄各類佛學雜知 吳金芳, 黃淳康編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01728 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研究專輯. 十 黃泰源等著 平裝 1

9789867601735 兩岸大型運動賽會研討會報告書. 2013 陳國儀主編 平裝 1

9789867601742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三十六屆 陳國儀主編 平裝 1

9789867601827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37屆 陳國儀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601889 我的奧運金牌之路: 見證奧林匹克精神38堂課 彭臺臨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002 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學術文集. 2013年 陳建宏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港溪上游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202 戀戀半線情, 彰化古城文史漫步: 彰化縣古市街大觀謝瑞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724771 商務談判 邱文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788 生命教育 楊慕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724795 國際金融與匯兌 康蕙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724801 保險學 胡宜仁, 王志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818 廣告學 羅文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825 臺灣歷史與文化 魏嚴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832 商務英文 李欣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849 字彙與閱讀 邱怡慧編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4856 會計學 謝銘仁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724863 電子商務(大學用書) 李麒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870 經濟學 謝文盛, 趙振瑛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724887 英文 郭筱晴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4894 國際金融與匯兌 康蕙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724900 服務業管理 張旭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917 金融市場實務 鄭廳宜, 楊成福, 許銘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924 經濟學 謝文盛, 趙振瑛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724931 字彙與閱讀 邱怡慧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4955 證券市場 謝富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962 消費者行為 鍾燕宜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724948 會計學 謝銘仁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道教民俗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



9789575724979 策略管理 閻瑞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986 民法概要 薛平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724993 網路行銷(大學用書) 李麒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725006 商用英文(大專用書) 邱怡慧, 賴暄堯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5013 國際貿易實務(大學用書) 鄭美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020 國際貿易英文(大專用書) 顏嬿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037 英文文法與修辭(大專用書) 張秀珍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5044 電子商務(大專用書) 欒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5051 醫學與保健(大專用書) 陳芷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068 程式語言(大專用書) 葉明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075 智慧財產權法(大學用書) 劉瀚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725082 健康管理(大學用書) 劉曦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5146 應用層級分析法評選臺灣燃料電池發展優先策略溫麗琪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153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臺投資之政策研究 田君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184 中國大陸城市二元勞動市場差異與農民工主觀意向方析溫芳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5257 基督教會史大綱 沈介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363 馬太福音導論 吳道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福音學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24398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2, 金融業、公營事業及外資企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626 臺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5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8版 平裝 1

9789866724633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5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45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6419 理性與感性的衝擊: 社團經營與輔導二部曲 林至善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106 聖經究竟怎麼說同性戀 Daniel A. Helminiak作; 黃禕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402 花影如夢 [白丰中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3128 好的藝術盡在臺灣.12 sogoart藝術與投資雜誌編輯 平裝 1

9789868903128 好的藝術盡在臺灣.12 sogoart藝術與投資雜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藝術經紀國際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友善築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犀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1699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年刊. 2014 林芙美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54784 智慧財產權法 謝銘洋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5439 董監、經理人及員工之獎酬制度 蔡嘉政, 陳明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6153 兩岸民事法學會通之道 許政賢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6153 兩岸民事法學會通之道 許政賢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637155 小資保險王 劉鳳和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6404 美藝延年: 杜其東書篆創作集. 2013 杜其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2509 生活.設計與健康療癒環境 吳燦中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公道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圓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想事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文經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2137 法學緒論 蔡文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8912144 公道與中道 蔡文斌著 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4104 黎志文 簡丹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0192 鱷魚阿姨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215 引導寫作力第一彈: 我的趣味寫作本 路易.史都威爾(Louie Stowell), 珍.契森(Jane Chishlm)作; 劉握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222 啟發繪畫力第二彈: 我的創意畫畫本 費歐娜.瓦特(Fiona Watt)文; 坎迪斯.沃特莫爾(Candice Whatmore)圖; 劉握瑜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95131 有拜有保佑?: 默想利未記一至七章 王恩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4003 醫學英文術語手冊 林政勳等作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8994010 泥土.管樂.油彩: 共譜協奏曲. 2013 劉玄詠, 李本燿著 平裝 1

9789868994041 地方人文典藏: 櫟社詩人張賴玉廉精選詩作(1945年以前)本事與賞析張賴玉廉等詩作; 王文瑞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8994072 國際放射醫療移動論壇/國際醫學影像技能競賽手冊. 2014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圓雕塑



9789868994089 景行天機百年印記: 中臺科大創辨人陳天機博士百年冥誕紀念張桓忠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4096 健康科學院畢業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103學年度潘銘正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901 中臺神學論集. 第五期 吳道宗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03566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三, 戰爭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903573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五, 戰爭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903580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三-卷十四, 文人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903597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三-卷十四, 文人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903696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一-二, 智謀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903603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一-二, 智謀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903610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九-二十, 忠烈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903702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九-二十, 忠烈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903719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七-十, 帝王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903726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七-十, 帝王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903627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七-十, 帝王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903733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七-十, 帝王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903634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四, 戰爭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臺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臺科大健康科學院



9789574903641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七-十八, 名將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903740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七-十八, 名將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903665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五-十六, 義俠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903672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五-十六, 義俠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903689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十二, 宰相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903757 故事版資治通鑑. 卷六, 戰爭篇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5446 動物偵探犀諾: 紅色池子的秘密 Pilar Lozano Carbayo, Alejandro Rodríguez原著; 陳榮慶總編輯; 喵子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35453 動物偵探犀諾: 消失的企鵝 Pilar Lozano Carbayo, Alejandro Rodríguez原著; 陳榮慶總編輯; 喵子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35460 小螃蟹馬諦阿斯 Álvaro Colomer原著; 陳榮慶總編輯; 李顯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35484 精萃牙科美學. 2014年 Silas Duarte, Jr.原編; 蘇敏睿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5137 囧事一籮筐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44 爆笑百分百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51 幽默碰碰車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68 課下樂翻天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75 樂到嘴抽筋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82 妙語趣多多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99 弟子規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99 弟子規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05 論語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05 論語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9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龍文創



9789865715212 歷史典故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12 歷史典故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29 三字經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29 三字經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36 唐詩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36 唐詩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43 成語故事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43 成語故事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50 三十六計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50 三十六計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67 道德經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67 道德經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74 魅力王子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81 可愛動物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298 夢幻公主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04 奇妙旅程 大地少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11 聰明絕頂出奇招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28 功夫深鐵棒成針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35 機靈鬼天天鬥智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42 極限潛能大開發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59 八仙過海顯神通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66 開心動腦百分百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73 越玩越聰明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80 智力對對碰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397 奇思妙想現真功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03 足智多謀思廣益 張新國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27 中華傳統老故事: 伯樂相馬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34 中華傳統老故事: 唇亡齒寒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41 中華傳統老故事: 打草驚蛇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58 中華傳統老故事: 大材小用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65 中華傳統老故事: 大器晚成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72 中華傳統老故事: 對牛彈琴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89 中華傳統老故事: 對症下藥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02 中華傳統老故事: 鐵杵磨針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19 中華傳統老故事: 聞雞起舞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26 中華傳統老故事: 一鼓作氣 賀佳主編;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33 中華傳統老故事: 聰明孩子的故事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40 中華傳統老故事: 誠實孩子的故事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57 中華傳統老故事: 善良孩子的故事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88 中華傳統老故事: 后羿射日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95 中華傳統老故事: 精衛填海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01 中華傳統老故事: 孟姜女哭長城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18 中華傳統老故事: 牛郎織女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25 中華傳統老故事: 女媧補天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32 中華傳統老故事: 盤古開天闢地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56 中華傳統老故事: 神農嘗百草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87 停在最好的時光裡 潘曉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94 中華傳統老故事: 勇敢孩子的故事 賀佳作;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700 故宮史話 單士元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5717 故宮史話 單士元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15724 中國木版年畫精品選集 潘滄桑, 李大為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731 木刻看中國 賽珍珠原著; 程子章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748 與快樂同行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755 對錯我知道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762 我錯了,對不起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779 絕對不生氣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786 陌生人我不怕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793 出行安全我都懂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09 別為我擔心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16 身體安全我做主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23 有“禮”走遍天下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30 受歡迎的小客人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47 生活中的好孩子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54 我是熱情的小主人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61 大家一起來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78 我運動,我健康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85 益智遊戲我喜歡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892 媽媽,看我的 劉湟, 杜宇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75243 Automation 2013: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mation technology proceedings and abstracts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8509 我想說,所以我說了 流隱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84262 實用藥用植物圖鑑及驗方: 易學易懂600種 黃世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78

太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橋印刷文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76605 跨時空手語詞彙認知結構比較 張榮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612 臺灣手語與美國手語造詞認知策略比較 張榮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107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lassifiers: with English annotation陳榮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2676 世界史的結構 柄谷行人作; 林暉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12683 歐文.亞隆的心靈地圖 朱瑟琳.喬塞爾森(Ruthellen Josselson)著; 王學富, 王學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690 不完美的禮物: 放下「應該」的你,擁抱真實的自己布芮尼.布朗(Brene Brown)作; 田育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706 人我之間: 客體關係理論與實務 格雷戈里.漢默頓(N. Gregory Hamilton)著; 楊添圍, 周仁宇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713 正念父母心,享受每天的幸福 麥菈(Myla), 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作; 雷叔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720 真實動作: 喚醒覺性身體 珍娜.愛德樂(Janet Adler)著; 李宗芹等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836 生命詩情 余德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843 亞里斯多德會怎麼做?: 透過理性力量療癒自我 伊利特.科恩(Elliot Co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850 輕舟已過萬重山: 四分之三世紀的生命與思想 李明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867 小大人症候群: 重塑我的家,拾回完整自我 約翰.弗瑞爾(John C. Friel), 琳達.弗瑞爾(Linda D. Friel)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874 給追求靈魂的現代人: 湯瑪士.克許談榮格分析心理學湯瑪士.克許(Thomas B. Kirsch)著; 李開敏, 黃梅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112898 親吻窮人: 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 吉爾.阿奴以(Gilles Anouil)作; 楊淑秀, 蔡怡佳, 林怡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904 發現中亞: 一千零一夜的神祕國度 謝純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911 我,在世界的身體之中 伊芙.恩斯勒(Eve Enst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2928 放輕鬆,不焦慮: 自律神經的保健之道 林奕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110 幸福童年的祕密 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著; 袁海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127 宗教療癒與生命超越經驗 余德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134 宗教療癒與身體人文空間 余德慧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心靈工坊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文鶴



9789863570141 開心紓壓: 給壓力一族的心靈妙方 謝明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158 蘇格拉底的旅程 丹.米爾曼(Dan Millman)著; 野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165 不只是怪,可能是病了: 認識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劉震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172 醞釀中的變革:社會建構的邀請與實踐 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著; 許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189 夏娃的覺醒: 擁抱童年,找回真實自我 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著; 林硯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196 當村上春樹遇見榮格: 從《1Q84》的夢物語談起河合俊雄作; 林暉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202 比昂: 精神分析大師的臨床思想 納維爾.希明頓(Neville Symington), 瓊安.希明頓(Joan Symington)作; 蘇曉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219 健康飲食好心情: 厭食、暴食與肥胖的心理探討曾美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226 重新學會愛: 在傷痛中自我修復,創造幸福 鮑里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著; 吳馨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240 一日浮生: 十個探問生命意義的故事 歐文.亞隆(Irvin Yalom)作; 鄧伯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3800 藏傳佛教世界: 西藏佛教的哲學與實踐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著; Geshe Thupten Jinpa英譯; 陳琴富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817 人及其象徵: 榮格思想精華 卡爾.榮格(Carl G. Jung)主編; 龔卓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909 創造的勇氣: 羅洛梅經典 羅洛.梅(Rollo May)著; 傅佩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916 一行禪師: 馴服內在之虎 一行禪師著; 高志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930 自由與命運: 羅洛.梅經典 羅洛.梅(Rollo May)著; 龔卓軍,石世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992 Rumi: 在春天走進果園(經典版) Rumi著; 梁永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0091 弗洛依德: 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 Richard Appignanesi文字; Oscar Zarate繪畫; 張弘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107 尼采：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 Laurence Gane文字; Kitty Chan繪畫; 蔡偉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275 傅佩榮生活哲思文選. 第二卷, 修養.理念.志趣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282 傅佩榮生活哲思文選. 第一卷, 處世.人際.簡樸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367 憤怒: 看見紅色 尼古拉斯.漢弗萊(Nicholas Humphrey)著; 梁永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381 柳橙園 拉里.特倫布萊(Larry Tremblay)作; 張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398 醜聞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411 哈佛名師教你如何讀大學 理查.萊特(Richard J. Light)著; 趙婉君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立緖文化



9789863600435 達賴喇嘛說喜樂與開悟之道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著; 拉吉夫.梅赫羅特拉(Rajiv Mehrotra)編; 鄧伯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600459 達賴喇嘛說慈悲帶來轉變 第14世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著; 葉文可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8905 一脈相傳耀汾陽 豐煊八十自述 郭豐煊口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38028 日檢N2: 1字1分搶分進考場 上澤社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087 精編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八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1939919 啊!肚子好痛 陽子文; 小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964 BABY觸感認知學習盒 IVY編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4290130 迴力滾筒媽媽寶寶一起玩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67068 易經與禪學 張元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7075 承先啟後 陳正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218 明白: 蒙冤18年.人權奮鬥史 譚民淵, 丁萍帆, 黃晴白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正一善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大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正鍀正為鋼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41010 麥先生的帽子魔術 強.亞吉文.圖; 林俊義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072 過...過...過馬路 陳潤芃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941089 臺灣會生存下去: 兩蔣因應美中關係正常化內幕(一九六九-一九七九)王景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096 「小的」與1895 潘繼道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102 鞦韆的彼方 星新一原著; 許書寧翻譯.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119 大樹開花 程克琳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569 潛能探秘之旅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9176576 老年人的好幫手 鄧韻梅編作 平裝 1

9789869176583 請聽我那呢喃的愛語 鄧韻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6590 斜陽冉冉春無極 鄧韻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919448 我也繪漢字 陳學志, 林振興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919455 我也繪漢字 陳學志, 林振興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919479 走。不停: 旅行跟你想的不一樣 高伊玲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486 漢字積木: 字本位學習法 林振興, 陳學志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0919493 漢字積木: 字本位學習法 林振興, 陳學志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必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4898 嫚娜的世界 瞿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3077 桐花秘密基地 陳銘霖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8173 聖手王妃 楚楚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78333 聖手王妃 楚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78326 我要快樂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357 聖手王妃 楚楚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78364 聖手王妃 楚楚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78371 那些不能告訴大人的事 饒雪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388 別有天地非人間: 歷代詩詞百首賞析 王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395 羈絆千年. I, 長生 洛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01 花間錯: 公主,妳好帥! 歐倩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18 WOW!我開始長毛了：給9到16歲男生女生探索身體與心理變化的專屬讀本溫蒂.達佛(Wendy Darvill), 柯西.鮑威爾(Kelsey Powell)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25 大家來找碴: 挑戰右腦開發280則圖形遊戲 江樂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56 羈絆千年. II, 前世 洛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63 羈絆千年. III, 輪迴 洛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70 挑戰金頭腦. 生活篇 張亦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87 挑戰金頭腦. 歷史篇 陳啟鵬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幼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出色文化

古今藝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39568 從容的力量 雅莉安娜.哈芬登(Arianna Huffington)作; 林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75 無盡的危機 海倫.寇迪卡編著; 周佳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82 你並不特別 小大衛.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 Jr.)著;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99 女生跑起來 克莉絲汀娜.米德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605 教養無國界 克莉絲汀.葛羅斯-駱(Christine Gross-Lo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629 大人的日本史 涂豐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667 你累了嗎?: 讓工作、學習效率UP UP的睡眠超技法菅原洋平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674 讓廢柴變人才: 這樣帶人,讓部下尊敬你、老闆信任你、對手佩服你!小山昇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681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零錢包?: 想要年收入1000萬,就要記住「1塊錢」的使用方法!龜田潤一郎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698 沒有成績單的童年: 瑞典媽媽這樣教出獨立、自信、有創意的孩子蘿瑞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1008 展望21世紀: 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談集 阿諾爾德.J.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 池田大作原著; 正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91138 希望的明日: SGI會長池田大作指導珠玉集 池田大作作; <>編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268 21世紀的拿破崙: 談創造歷史的精神(簡體字版) 夏爾.拿破崙, 池田大作; 劉焜輝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282 一生青春: 女性365日指針 池田大作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91299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幸福指針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278456 簡易教學: 給新朋友 聖教新聞社教學解說部原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278647 母親是太陽: 給青婦的你 日本創價學會婦人部編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6683121 幸福抄 池田大作作; 朱萬里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683176 法華經的智慧 池田大作等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83374 給未來的諸君 池田大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683411 孩子!我們愛你 池田大作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5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正因文化



9789866683480 生死一大事血脈抄講義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683671 生老病死: 開啟健康之鑰 池田大作原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23085 新時代.新老人.新關懷: 銀髮族社區照顧國際研討會. 2013弘光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025 電磁模擬教學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087 COMSOL Multiphysics 聲學應用有限元素分析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8855 Basic English for you 周益芳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8328 睡得好人不老 古賀良彥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42 部落.斯卡也答(泰雅語版) 陳銘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73 拉拉熊懶洋洋粉絲完全收藏手冊 Aki Kondo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97 征服臉書: 成功建立百萬粉絲團: 有效集客、建立品牌、並從中獲利的臉書經營法則鄭至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8403 拉拉熊: 四格漫畫 Aki Kondo圖.文;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28410 只有夜晚,看得見星星 咖啡因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巨匠美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弘光科大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皮托科技



9789865728427 幽玄: 陳銘磻文學紀 陳銘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434 今天,你好嗎? 麵包樹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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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458 覺醒的力量: 改變世界的關鍵: 從全球視野到超宇宙視野聖塔達瑪(Sat Dhar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465 愛怎麼穿就怎麼穿 愛愛LOV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472 大商的味道 許宏, 黃心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489 用小錢這樣做也能成為千萬包租公: 一次學會成功收租穩賺不賠的密技,30歲前輕鬆退休賴志傑, 施文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496 那些大海教我們的事: 54天,1200公里,8位女孩的獨木舟冒險之旅王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0096 小公子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作; 林玫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11266 謝謝你: 愛與感恩創作繪本 張晉霖作; 張鎮榮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02 星光盒子: 同心協力的行動 趙冰波文; 洪毅霖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19 蚊子的聲音: 相互協助的學習 張晉霖文; 龔燕翎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26 第24個故事: 轉念體諒的智慧 張秋生文; 張郎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33 森林裡的紅鬼和藍鬼: 情誼友愛的學習 張秋生文; 謝宛庭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40 媽媽不在家: 克服分離的焦慮 延玲玉文; 陳佩瑋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57 大象爺爺的帽子 張秋生文; 林莞菁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64 生日禮物: 真心誠意的學習 張晉霖文; 趙維明, 農彩英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71 老師的家庭訪問: 真實面對的學習 張晉霖文; 趙維明, 農彩英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570 小熊艾力的鞋子 薛琬婷文; 李文斌圖 初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2911587 兔子小白的鄰居 張晉霖文; 李文斌圖 初版三刷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立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巧育文化



9789862911594 小鼴鼠的太陽眼鏡 張晉霖文; 李文斌圖 初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2911600 蜜蜂普普的計畫 林真卿文; 李文斌圖 初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2911693 對不起 張晉霖文; 張鎮榮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709 請 張晉霖文; 張鎮榮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716 我愛你 張晉霖文; 張鎮榮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730 畫畫好簡單. 簡易篇 張晉霖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747 畫畫好簡單. 趣味篇 張晉霖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754 畫畫好簡單. 綜合篇 張晉霖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761 畫畫好簡單. 基礎篇 張晉霖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778 畫畫好簡單. 動物篇 張晉霖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785 畫畫好簡單. 食物篇 張晉霖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808 小老鼠搬新家 張晉霖文; 洪毅霖, 陳佩瑋圖 初版2刷 其他 1

9789862911815 不玩水的鴨子 張晉霖文; 陳盈帆圖 初版2刷 其他 1

9789862911822 樵夫的奇幻歷險 張晉霖文; 陳瑞苗圖 初版2刷 其他 1

9789862911839 吉娜的布偶小狐狸 張晉霖文; 程千芬圖 初版2刷 其他 1

9789862911853 袋子裡的狼 張晉霖, 李美華文; 蔡美雲圖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2911860 彩虹豬 張晉霖, 李美華文; 雷秀卿圖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2911877 換來的陽光 張晉霖, 李美華文; 洪文卿圖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2911884 一個小瓦盆 張秋生原著; 李美華改編; 林莞菁圖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2911907 豬爸爸賺力氣 延玲玉原著; 李美華改編; 張郎, 陳家宏圖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2911914 大嘴巴 張秋生原著; 李美華改編; 張郎圖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2911921 受困的獅子 張晉霖, 李美華文; 黃麗珍圖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2911938 農場的月光 張晉霖, 李美華文; 張鎮榮圖 初版三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7170 平安: 感恩的心.咱ㄟ媽祖: 白沙屯媽祖北港徒步進香. 2015駱調彬總編輯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白沙屯媽祖婆網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3203 我是鄭家純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2215 全世界最幸運的人 比爾.皮特文圖; 巨河文化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8821 愛自己,別無選擇:每天練習跟自己在一起 Joyce Huang (喬宜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852 人類圖: 區分的科學 鈴達‧布乃爾Lynda Bunell, 拉‧烏盧‧胡Ra Uru Hu著; 喬宜思Joyce Huang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869 陳明珠愛我: 貓來了,是要教人得療癒 Emily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8163 料理,好時光: 小小孩的創意美味提案 唐富美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7215 趣味橫生的時光: 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周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7222 山屋憶往: 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自述 東尼.賈德(Tony Judt)作; 區立遠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四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皮克龍多媒體



9789865727239 當經濟指標統治我們: 從GDP、失業率、通貨膨脹、貿易差額......反思我們的經濟生活扎卡里.卡拉貝爾(Zachary Karabell)著; 葉家興, 葉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246 大象軍團:勇闖緬甸叢林 薇琪.柯羅珂(Vicki Croke)著;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6514 我要見天主 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父著; 逄塵瑩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8946521 我要見天主導讀 德蘭.雷米等原著; 逄塵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6325 檢察官迴避之研究 吳俊毅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8616332 妨害司法.亮票.假結婚與刑法 吳俊毅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06346 iPhone 5怎麼玩 夏天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06278 Google神奇的網路世界 巨岩出版編輯部, 懂得資訊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06421 Windows有趣的電腦世界 巨岩出版編輯部, 懂得資訊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06438 Google雲端服務: 我的好幫手 巨岩出版編輯部, 李振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06445 Scratch 2.0動畫遊戲疊疊樂 懂得資訊工作室, 王薏瑄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07421 巧用手腕創造優勢的讀心術 宋師道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巨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代表作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生命之母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典



9789866707438 打動人心的說話技巧 陳秦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445 一眼看穿99%人性的讀心術 王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452 把心機用在對的時機 宿春禮, 李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469 100%看穿人心的閱人術 恆言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476 你一定不知道的56個歷史真相 劉繼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483 改變心境,沒什麼搞不定 倪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490 給不了就放手,得不到就轉頭 張笑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06 學著傻一點,快樂才能多一點 夏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13 非玩不可!右腦王 顏珍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20 非玩不可!左腦王 顏珍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37 欲罷不能!偵探王 宋思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44 欲罷不能!機智王 宋思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51 叢林社會的生存法則: 超實用的人際關係利用術宋師道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68 震驚歷史的50則黑色幽默 劉繼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75 不怕!到哪裡都可以勇敢生存的厚黑學 宋思飛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582 叱吒三國的那些人與事 金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636 魔鬼賽局: 讓自己贏!與魔鬼打交道時你必須了解的互動決策理論江子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704 態度決定了一切 隋曉明, 趙文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707711 戰勝人性的弱點 刑群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735 打動人心的說話技巧 陳秦先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707742 一眼看穿90%的人性 王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681 星座x生肖=144種戀愛性格超解析! 趙心如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759 超人氣!12星座+家人+朋友+同事=288種人際關係書!趙心如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4205 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修持儀軌 大醒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卡居林大圓滿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8826 玄空法語 玄空法寺著 平裝 第3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878 猶太智典<>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58 北京大學能給你什麼 王保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65 清華大學能給你什麼 王保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72 快樂人際心理學 麥凡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89 厚黑學新魅力 林郁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96 努力沒用,要往對的方向才有用!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03 一分鐘識人術 麥凡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10 愛情不用翻譯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27 有錢人的想法和你不一樣 趙凡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41 人際空間趣味心理學 張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58 俄國文學巨匠: 托爾斯泰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72 富人不會告訴你,他如何理財 趙凡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0955 重啟咲良田 河野裕著;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80993 誘惑伊斯頓 蒂芬妮.瑞茲(Tiffany Reisz)著;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662 不朽夜族: 冷月魔戀 瑰絲莉.寇爾(Kresley Cole)作; 唐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四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空法寺管委會



9789868992702 墮落邪惡組織,擁抱美少女大勝利!! 岡沢六十四著;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079 雖然我不記得,但還是喜歡妳 比嘉智康著; 青涸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116 墮落邪惡組織,擁抱美少女大勝利!! 岡沢六十四著;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86277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284 機率搜查官御子柴岳人 神永学原作; マジコ作畫;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291 隔壁的 腰乃作;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307 永恆之星 綾瀨麻結原作; 千川なつみ あ漫畫;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314 方舟九號. 1, 死亡天使 安井健太郎作; 青涸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321 本日提早打烊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338 想辯倒她大概是不可能的事 うれま庄司著;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345 電腦愛麗絲與因幡同學 草下シンヤ原作; 藤也卓巳漫畫;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352 KISS MY ASS痔瘡大作戰. 1, KISS MY ASS 大見武士作; 猴譯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5686369 遠藤同學的觀察日記 ハヤカワノジ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376 生存之道: 任俠書房 渡边保裕作; 今野敏原作; 猴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383 聖銀幻想曲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86390 東京心中. 2, 不說愛我就殺了你 トウテムポ一ル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406 時久與涅生 阿仁谷ユイジ作; 唯川聿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86413 時久與涅生 阿仁谷ユイジ作; 唯川聿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86420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86437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86451 方舟九號. 2, 源體的魔導士 安井健太郎作; 青涸軒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86468 R.I.P天使抱著鏡子和子彈 深沢仁著; 藍繡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475 紳士的謊言 松尾マアタ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499 想辯倒她大概是不可能的事 うれま庄司著;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505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86512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86543 文豪Stray Dogs. 1, 太宰治的入社試驗 朝霧カフカ;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567 K-Lost Small World- 壁井ユカコ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0303 絕對不會失敗的麵包製作: DVD特別版 65分鐘點!麵包教學全收錄。伊原靖友作; 胡家齊翻譯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0310 小小米桶的廚房教科書 吳美玲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327 Gateaux Magiques神奇魔法蛋糕 歐荷莉.戴卡吉作; 林惠敏翻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334 志賀勝榮的麵包: Signifiant Signigié對美味的極致追求志賀勝榮作; 胡家齊翻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341 生牛奶糖與手工糖果: 日本大排長龍的生牛奶糖3種材料及鍋子即可完成!63道甘甜誘惑Caramel & Confiserie上村真巳作; 胡家齊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358 帕尼尼三明治&開放式三明治 淺本充作; 許孟菡翻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1108 鋼鐵心靈總裁學：從小護士到連鎖企業CEO20堂身價躍升50倍的必修課余麗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1115 8顆糖: 從8個故事,8種人生中學會善用血糖機管理X糖尿病照護讓人生活出無限可能羅福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1139 藥都不能吃了嗎!?:究竟你的身體得到的是治療還是傷害？！:別讓藥品綁架你的健康，史上最完整的藥品安全報告船瀨俊介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1153 愛的禮物: 單親媽媽的心靈十三堂課 陳珮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1160 贏在命比別人苦 慕裕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1177 癌症生死書：名醫的食療新方案 王曉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89850 微軟MOS大師級(Master)國際認證: Office 2003專業能力通關秘笈吳玄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0213 會計學領先講義(升科大四技商管群) 林玥彣, 林鈺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084242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易鼎工作室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086611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立京實業



9789863088943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連文乾, 廖明德, 張肇芳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389706 Arduino微電腦專題製作:邁向AMA Essentials Level 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位明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1821 基礎電子實習(含工業電子丙級術科實作) 江賢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2071 乙級印前製程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倪慧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2118 PVQC電機與電子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戴建耘,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2163 BAP 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Using Microsoft® Excel®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實戰指南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2170 BAP Presentations商業簡報Using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實戰指南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2200 CPLD數位邏輯實習: 邁向DLA數位邏輯應用認證Fundamental Level劉國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2255 套裝軟體應用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0: 邁向BAP Fundamentals Master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2279 日語會話 許曼莉等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82309 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項)學科題庫必通解析吳秀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2491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實作祕笈 乾龍工作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082729 主題式單晶片原理與專題製作: 使用Keil C語言 徐毅, 張正賢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2873 升科大四技數學A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巫曉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3047 升科大四技數學B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劉源禎(劉慎), 巫曉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3054 升科大四技數學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B 陳富慶, 吳東樺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3061 升科大四技數學C跨越講義 許燦興, 黃秀雯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3083092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化學升學寶典 蔡永昌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3083115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與外語群計算機概論升學寶典黃俊凱, 黃慧容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3083184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二升學寶典(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魏明堂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3191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普通化學含實驗升學寶典 蔡永昌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3083405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分析化學與分析化學實驗升學寶典蔡永昌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3733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理及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本黃旺根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3083757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學寶典 江元壽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083764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跨越講義 柯雲龍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3795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 張誠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3801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林昂, 林欣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4112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二淡定高分王(機械製造.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林英明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4211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 江元壽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5058 升科大四技數學C領先講義含解析本 林宸卲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5591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實習突破寶典 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5676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 I 林政煌, 郭欣, 王鑫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5874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 II 林政煌, 郭欣, 王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5904 升科大四技數學最佳方略. B 林燕玲, 簡美智, 陳彥蓉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6031 升科大四技數學B領先講義含解析本 張宗睿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6048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件原理跨越講義 鍾義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086055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歷屆試題(專一.專二)含解析本郭庭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6550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工程力學升學寶典 鶴嘉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6802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實習升學寶典 江賢龍, 周玉崑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6970 升科大四技電機類歷屆試題 周達峰, 施士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7519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工程材料升學寶典 張盛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8639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歷屆試題 航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646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測量實習升學寶典 鄭育祥, 黃文才, 李俊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8691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 張文澤, 李光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490 升科大四技國文高分必勝訣竅含解析本 王厚傑, 李郁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9506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升學寶典含解析本黃錦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9513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本蕭文章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520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本黃傑編著 八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89537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本黃傑編著 八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9544 升科大四技電機類電工機械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黃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551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本邱佳椿, 林孟郁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568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數位邏輯含實習升學寶典 黃傑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089575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呂巧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582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子概論與實習淡定分高分王含解析本李宗榮, 蔡文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9599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應用力學升學寶典 林楓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605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戴麒, 斐永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612 乙級室內配線術科實作秘笈 林朝金, 蕭盈璋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9629 國文雙面進擊含綜合測驗與寫作測驗附解析-2016年-升科大四技盧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636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突破寶典含解析本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643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衛生與護理類: 基礎生物升學寶典呂春森, 呂宜倩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650 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吳鳳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9674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上, 緒論、餐飲、旅館篇蕭如妙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681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下, 旅行業、總結篇蕭如妙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698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與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超越講義黃慧容, 黃俊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704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工概論與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本高敏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711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與外語群計算機概論跨越講義: 工程與管理類亦適用致勝研究室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9728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升學寶典 胡秝羚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86308973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學寶典 曾清旗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974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基礎術科(基本設計與繪畫基礎)考前秘笈蘇文雄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3089759 升科大四技數學A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陳富慶, 吳東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773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跨越講義 蔡耀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780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升學寶典. 化工裝置篇劉復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797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孫明華, 賴育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9810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會計學挑戰A+高分講義 陳惠華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9827 升科大四技國文歷屆試題完全攻略含解析本 孫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9834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基礎化工篇升學寶典含解析本蔡永昌, 王丹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841 乙級化學學術科必勝寶典 化學技能檢定編輯工作室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3089865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許雅惠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089858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許雅惠編著 五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089872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許雅惠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3089889 升科大四技數學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C 陳富慶, 吳東樺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9902 iPOE A1輪型機器人互動設計 智創工作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9919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英語類專業二歷屆試題含解析本張玉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9933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庭教育升學寶典 林佳蓉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940 家政群幼保類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升學寶典 蘇淑慧, 韓京倫, 張秀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957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升學寶典高登, 黃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957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升學寶典高登, 黃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964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專業一、二(家政概論、家庭教育、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歷屆試題含解析本林佳蓉, 郭宜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9971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美容科)專業一、二(家政概論、家庭教育、色彩概論、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歷屆試題含解析本林佳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9988 BAP 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0核心能力大師級(Master)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通關寶典(三合一: Documents文書處理、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Presentations商業簡報)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089995 基本電學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汪深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0005 飲料與調酒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范之(土薰)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550012 色彩原理升學寶典 耿立虎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0029 升科大四技色彩概論升學寶典 詹升興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0036 餐旅服務升學寶典含解析 劉君慧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50043 餐旅服務升學寶典含解析 劉君慧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50050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本楊玉清, 郭靜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0067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學寶典 陳新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0081 AMA中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學科研讀攻略 臺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0098 Arduino積木應用(iPOE P1積木機器人)與專題製作: 使用ArduBlock圖控程式介面賴鴻州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4550104 升科大四技數學B決戰60回含解析本附公式集 巫曉芸, 施議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0111 升科大四技英文歷屆試題與模擬試題題卜書(Tips)許雅惠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0128 聊齋志異 蒲松齡原著; 盧源淡註譯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550159 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 郭鳴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166 乙級中餐烹調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邱麗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258 乙級汽車修護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陳富民, 林繹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296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實作指南(Windows 7+Word 2010)附贈學評系統(Word 2010)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86910 Word 2010實例演練: 含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學評系統與學科題庫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3504 PLC可程式控制實習與專題製作使用FX2N/FX3U陳冠良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83849 職場倫理: 邁向WE職場倫理認證 楊政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102 丙級國貿業務術科通關寶典 謝沄芸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246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易鼎工作室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50302 乙級工業配線PLC可程式設計FX2N術科實務 郭英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319 聊齋志異 蒲松齡原著; 盧源淡註譯 初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613501 曲式超入門 王真儀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9627 不說話才會賣!讓顧客主動掏錢的7堂銷售課 松橋良紀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634 專櫃小姐不知道的保養真相！肌斷食計畫 宇津木龍一作; 卡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641 世界的故事. 第四冊, 現代史篇: 從維多利亞帝國到蘇聯的終結蘇珊.懷斯.鮑爾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79658 生生不息催眠聖經: 創造性流動的體驗之旅 史蒂芬.紀立根(Stephen Gilligan)著; 林知美, 莊馥宣, 吉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665 即刻救牙！良心牙醫教你一口好牙咬到100 歲！木野孔司, 齊藤博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672 世界第一簡單營養學 薗田勝作; 卡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689 人體圖形: 黃帝內經的啟示 魏哲彰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696 如何跟孩子有效的溝通 安戴爾.法柏等合著; 王明華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79702 世界第一簡單電力系統 藤田吾郎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719 世界第一簡單數位電路 天野英晴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726 機械構造解剖圖鑑 和田忠太著; 劉明成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79733 輕鬆駕馭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卡關，你就是自己的控糖好幫手王慧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740 漫畫NLP就業求職筆記: 勇敢踏出第一步,改變態度通往錄取之路山崎啟支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757 刺蝟達西的異想世界 塚本翔太作; 徐端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764 有趣的科學實驗100 牧野賢治著; 沈永嘉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79771 國際體壇御用整復師：教你舒筋整骨不求人 羅鈞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788 倉鼠萌屁屁: 救贖你的苦悶時光 世界文化社作; 徐端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114

送存冊數共計：118

世界文物



9789865779795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整數篇 結城浩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801 長壽醫學專家教你打造無病生活: 5萬人實證,百病從氣生,心通病自癒辻一郎作; 陳政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825 洞見孩子的靈魂: 行動中的海寧格教育 伯特.海寧格(Bert Hellinger)著; Desine Song, 梁寶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863 黑芝麻食療養生: 明眼補虛,通便解毒,調理體質永不老李鴻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443 你為什麼不睡覺 鄭欣挺文; 盧崇真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7268 走到哪玩到哪. 一分鐘探案 龔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7304 沉香物語 陳育輝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604993 霞外攟屑 (清)平步青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5099 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孫子集校 (魏)曹操等注; 楊炳安校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0605426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風車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映軒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主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23996 社會學與臺灣社會(精簡本) 王振寰, 瞿海源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7324221 社會心理學 彭懷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986 成效導向的方案規劃與評估 鄭怡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325006 書寫臺灣第三部門史. II 蕭新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13 團體工作: 機構實務指導手冊 Lupc Alle-Corliss, Randall Alle-Corliss著; 溫如慧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20 臺灣地方環境的教訓: 五都四縣的大代誌 蕭新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37 看見垂老的世界 Jeremy Seabrook作; 周素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37 看見垂老的世界 Jeremy Seabrook作; 周素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44 誤解網際網路 James Curran, Natalie Fenton, Des Freedman著; 馮建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51 安寧療護與悲傷輔導 秦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99060 人體攝影: 創意與技法 付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9077 巧學編織: 潮流配飾 王春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9084 簡單編織: 潮流小配飾 王春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9091 巧學編織: 生活小物 王春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9107 簡單編織: 創意披肩 王春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9114 路漫漫兮 古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9138 高爾夫科學全揮桿. 上集, 半揮桿八週 鐵桿木桿打直球王建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145 時裝系列設計表現技法: 時裝設計專業進階教程劉婧怡作 平裝 1

9789866399152 卡哇伊素描: 25種可愛動物 兔小小作 平裝 1

9789866399169 卡哇伊水彩: 48幅可愛動物 塗塗貓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北星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巨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54178 吾皇把命拚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4192 狂火的冷薔薇 吉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08 忠犬送上門 練霓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39 吾皇把命拚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4246 被虐當補吞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53 無敵老公追不追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60 我在古代當暴君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77 試婚人 樂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84 悍將的罪妻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91 璧咚惡房東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07 璧咚壞學生 菲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14 璧咚黑祕書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21 璧咚奧買家 萬里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38 烘焙愛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507 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 第一冊 閻沁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8590 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 閻沁恆主編 3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4218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24423 金光明懺齋天法儀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史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玄奘印刷文化

禾馬文化



9789865924430 大蒙山施食儀規 其他 1

9789865924478 西湖靈隱道濟古佛玉瑣真經; 濟公活佛救世真經; 濟佛大菩薩四字禪經; 濟公禪師度世妙法經(精裝版)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4485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其他 1

9789865924492 大寶積經寶梁聚會 (北梁)沙門釋道龔譯 平裝 1

9789868733831 佛說延命地藏菩薩經 不空三藏奉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225 佛說十善業道經 (唐)于闐三藏法師實叉難陀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508 大悲咒、十小咒、心經(合刊)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515 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539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063 一直都在: 詹獻坤(阿卜極)創作論述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89124 從「青葉落白」到「植.樹」: 蔡獻友創作論述 正修科技大學藝文處著 平裝 1

9789865689148 色線: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04級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89155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造形藝術美展 我們的. 2015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9209 水墨正修.振明給你看: 李振明創作集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186 衝突 潘佩琪等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39928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期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正修科大妝彩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056 英華集: 學生作品精選. 捌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5689056 英華集: 學生作品精選. 捌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5689216 英華集: 學生作品精選. 玖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131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512 點京: 找回耀眼的孩子,杜絕霸凌,搶救快樂 李泰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108 幸福,從乾拌砂漿開始!上好牌乾拌砂漿 民峰行銷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36863 一氧化氮讓你遠離病痛: 一氧化氮改變了人類的命運,主宰了人們的健康與壽命劉接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民峰關係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司馬國際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文史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78238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淺釋 嚴建忠編 平裝 1

978957297824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三體;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嚴建忠書寫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53564 市地重劃實務全輯 莊仲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908 刑事官司與狀例 李永然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991 像我這樣的法律人: 蔡文斌律師的精彩人生 蔡文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004 公司節稅看圖一點通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作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4011 勞資爭議處理與預防實務 黃才昱等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4854028 法律與生活 李永然, 施盈志合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035 一本學會政府採購最有利標 林炳坤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042 土地開發與建築規劃應用 黃宗源作 七版 平裝 1

9789574854059 你家違建拆不拆?: 違章建築實例百問 林旺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0513 教育論叢 吳慶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67 瑜道佛 黃思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74 瑜道佛 黃思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1130 費城鬼不跑(簡體字版) 陳語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352 鄭煥生全集. I, 土牛溝傳奇 鄭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369 跳痛的單親爸爸 李思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白象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堂精舍慈善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永然文化



9789863581376 解脫煩惱的智慧 真蓮行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383 鄭煥生全集. II, 蘭陽櫻花祭 鄭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390 鄭煥生全集. III, 春滿八仙街 鄭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06 鄭煥生全集. IV, 崖葬 鄭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37 臺灣流行歌日治時代誌 林良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75 在人看 吳璨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512 溫哥華房地產買賣100問 陳張賢, 姚俊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529 充氣娃娃之戀 劍城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536 蘇庭毅Bass Modes Connecting Improvisation Book 蘇庭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81567 JoJo螢造幸福の魔髮書 李育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574 手掌上的星砂 陳正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581 六四王: 一位六四劊子手的輝煌人生自述 戴建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598 與誰同行 吳振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04 在黑白鍵上行腳 釋大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11 覺之夢 倪慧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28 留留軒館藏筆 劉珊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35 終極控精術 桑摩雷波葛斯(Somraj Pokras)著;江瑞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66 太陽心語 太陽盛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73 U.K的冰源 曾緗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97 再見紅毛港: 行船人的愛 紅毛丫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03 律師嘛係狼 Darc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10 <>與西方經濟學之異見 艾利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68 媽媽永遠守候你: 白象文化母親節徵文「鐵窗內的母愛芬芳錄」專輯. 2015凌餘等人合著; 白象文化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27 一個八九民運分子之死 戴建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1734 李鵬總理與他的中國夢 戴建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41 星海之城: 奧羅拉 曾昭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58 早到甜筆記: 醫學生成為路障之前的甜點&早午餐生活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M54甜點早午餐作家團隊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65 Stan Duke 陳立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72 盜賊.演員.進化人: 實現夢想的三重門 Roxas Yo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89 匕下紅 鮮血的信仰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796 達爾文的妄想: 一個「偉大」的科學笑話 張堅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02 邁向盛世中國的最後一哩路: 文化和民族雙足挺立時代來臨吳瓊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51 左頰 高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26 您我祂e故事 高薛琳姬著; 馬裴玉華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33 櫻木花道: 霧社王海清回憶錄 王金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40 這一刻THE Moment 花沐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57 人名研究：中國傳統取名習俗及命名個案分析 采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64 阿育圖. 卷一, 世道崩壞 月無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71 八字流年與修行人生 謨言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88 太陽心語 太陽盛德著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3581895 傷.信 鬱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01 迴藝兒時.猶眷: 阿閣老師與610的畢業手記 廖政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18 阿貴建築師的速寫手札. 2, 生活的風景 曹登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25 暗戰: 真實謊言 華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32 化學偵探居禮先生 喜多喜久著; 倪志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56 每日一思臺灣亂象 生病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63 導盲犬留日行不行? 呂千毓, 辜進心, 吳亭慧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70 在施恩座前 晨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87 新英格蘭遊學一年: 陪孩子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蔡雅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94 獵字遊戲 田振明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07 Mor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ei-Chun(Petrina)Fe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14 臺灣的社區營造策略分析 柯一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21 遊程規劃師認證: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考試用書鍾任榮, 黃永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38 統一場論 胡萬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45 思華年 劉姿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52 超實用澳洲打工度假武林祕笈 彭健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69 搶救真史: 揭發馬英九、中研院造假史、賣假史黃端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76 寶誼之心. 2 一杯飲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83 葡萄成熟時 郝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090 雨路 黃露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06 第三隻螢火蟲 陳正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37 童心童語 莫宜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44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nglish Compliment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 and L2 ChineseTaiwanese Learners張佑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51 芳香CHANNEL為LOVE綻放: 郭宜渲新詩隨筆集郭宜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75 中華古玉龍騰鳳舞 羅基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2205 幫老闆做決策: 3x7思考力解放術 折原浩著; 黃建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212 紅塵詩心 劉懿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236 柬埔寨房地產投資聖經入門篇 彭偉鎧, 盧維武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298 現代極短篇之詩情話意 夏保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311 心到的地方 梁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2328 注音符號的魔法書 木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335 熱血玉中.改變 陳思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342 生命......請解密 虞碩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4514 靈山留一笑 王妙音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5358 優婆塞戒經講記. 第一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365 優婆塞戒經講記. 第二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79

禾雅文化書版



9789865655389 優婆塞戒經講記. 第四輯 平實導師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396 優婆塞戒經講記. 第五輯 平實導師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426 實相經宗通. 第七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433 實相經宗通. 第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440 阿含正義.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457 淨土聖道: 兼評日本選擇本願念佛(簡體字版) 正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464 法華經講義. 第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464 法華經講義. 第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3706 真實的敬拜者 張漢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3737 心靈的天空 趙鏞基著; 朴仁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751 全面經歷寶血的大能: 明白寶血真理,應用寶血功效,倚靠寶血得勝金良培著; 以斯拉事奉中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768 聖潔巡禮: 跟隨耶穌的腳踪,遇見同走人生路的主李東元著; 劉信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9707 房東房客休戰書: 避免租屋糾紛100招 徐銘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3601 數位邏輯. 2015 張義和, 賴岳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3618 工程材料. 2015 楊錦懷, 張盛進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73625 電工機械. 2015 郭塗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永勝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揚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以斯拉



9789866073632 電工機械. 2015 郭塗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73649 工程概論. 2015 呂守陞, 鄭慶武, 候惠仁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60212 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 新聞事業 成舍我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749200 喂咕嗚愛情咒 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著;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繪; 顏銘新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5749200 喂咕嗚愛情咒 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著;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繪; 顏銘新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5749965 愛情是怎麼回事?: 17位作家的萌戀大公開 桂文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96 國際情勢 沈明室等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0004 國防政策 沈明室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0011 國防科技 幼獅編輯小組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28 新生 羅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作; 李紫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28 新生 羅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作; 李紫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35 青春修鍊40堂課 江連君著;詹迪薾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42 禁區 李如青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059 中國妖怪故事. 植物與器物篇 管家琪文; LOIZA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59 中國妖怪故事. 植物與器物篇 管家琪文; LOIZA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66 天神的釣竿 張友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066 天神的釣竿 張友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073 中國妖怪故事. 雜怪篇 管家琪文; LOIZA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97 枴杖男孩 艾倫.馬歇爾作;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97 枴杖男孩 艾倫.馬歇爾作;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9789864490103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彭永成編繪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90103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彭永成編繪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90110 釋迦愛上小黑貓 溫小平文;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10 釋迦愛上小黑貓 溫小平文;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27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II 彭永成編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0127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II 彭永成編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0202 西洋史大事長編 陳逸雯, 邵祖威, 沈超群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8204 身體都知道 武志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228 Espresso咖啡聖經: 成為咖啡大師必學秘技 劉家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242 舞麥!麵包師的12堂課 張源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36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7~12 戴勝通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61328 咖啡拉花大師: 51款極緻藝術拉花 林冬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1335 人文使者: 鋼琴演奏家陳瑞斌 陳瑞斌, 姜漪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342 面對失智症,你可以不恐懼! 奧村步作; 李璦祺,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359 彩繪石頭:一堂療癒系的畫畫課 丹妮絲.施克露娜(Denise Scicluna)著;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366 倫敦樂遊: 暢遊英倫不能錯過的100個吃喝買逛潮夯好點李慧實作; 沈希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373 烘豆大全: 首爾咖啡學校之父的私房烘豆學 全光秀著;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380 日本Free Pass自助全攻略: 教你用最省的方式,深度遊日本Carmen T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397 人氣餐廳這樣開店最賺錢:從義大利麵餐廳學會餐飲業的賺錢密技吳敏鍾, 黃佳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403 婦產科醫師跟你聊懷孕: 懷孕期間的必備寶典 田吉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410 家庭必備的醫學事典: 疾病X藥品X醫用語,實用的醫療小百科中原英臣監修;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427 名錶入門大全 佘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434 不凋花基礎技巧x手作集 莉朵女孩不凋花工作室, 玩創達人愛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441 100家東京甜點店朝聖之旅:漫遊東京的甜點地圖daruma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24

四塊玉文創



9789865661472 治癒系不凋花: 純手感花樹(綠) 莉朵女孩不凋花工作室, 玩創達人愛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519 關西Free Pass自助全攻略: 教你用最省錢的方式玩大阪、京都、大關西地區Carmen T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526 日本料理大不同: 細說日本料理 讓你做個日本通林麗娟, 吳寧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39469 雖然媽媽說我不可以嫁去日本 茂木先生, 茂木太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612 10萬元環遊世界 943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8039636 老娘駕到 大S徐熙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643 終疆. 3, 冰封輝皇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643927 新運動醫學與健康:勞動是造成肌肉疲勞或障礙的活動, 運動是針對肌肉障礙的活動徐照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43934 足部密碼與健康 羅明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43941 薑黃(鬱金)的科學觀 張慧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43958 酸痛.足底.貼布排毒健康法: 純中草藥貼布不光是酸痛麻,連疾病都可以根本治癒!張慧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43965 褐藻醣膠.遠離癌症與慢性疾病的守護者 張慧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4753 臺灣廢墟迷走 姚瑞中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04760 廢島: 臺灣離島廢墟浪遊 姚瑞中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04777 缺席的照片: 關於那些沒有拍下的瞬間 威爾.史岱西(Will Steacy)編著; 吳家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807 魷魚干電影院 吉本由美作; 嚴可婷, 張克柔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正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平裝本



9789866204821 與(普及版) 李國民作 平裝 1

9789866204838 與(經典版) 李國民作 平裝 1

9789866204845 海市蜃樓. IV, 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姚瑞中+LS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852 Taipei 1/2: 建築大叔的城市異想 建築大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883 TYPORFORM ZOO Cind Wang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4876 SUEP.Book. 1: 末光弘+末光陽子建築作品集 SUEP.建築事務所著; 方尹萍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87602 肌力訓練 National Strength, Conditiong Association作; 劉錦謀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619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學. III, 臨床實務應用 毛慧芬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633 物理治療精選. 2, 肌動學與生物力學 夏語穗, 夏語彤, 張俊詳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6287640 研究方法 Mildred L. Patten作; 黃倩儀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87664 最新食品技師. 1, 食品化學 黃上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671 最新食品技師. 2, 食品微生物學 黃上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688 最新食品技師. 3, 食品加工學 梁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695 最新食品技師. 4, 食品分析與檢驗 黃上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701 最新食品技師. 5,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黃上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718 最新食品技師. 6, 食品工廠管理 黃上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732 Nancy Clark運動營養指南 Nancy Clark作; 李寧遠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749 體育教材教法: 科際整合模式 Theresa Purcell Cone, Peter H. Werner, Stephen L. Cone作; 施登堯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42579 白羊座: 別懷疑,我就是A咖!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2920 金牛座: 別放棄,我堅持到底!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禾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可道書房



9789866642937 雙子座: 別管我,我愛變變變!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2944 巨蟹座: 別害怕,我會照顧你!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2951 獅子座: 別擔心,我一定挺你!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2968 處女座: 別瞎搞,我有規矩的!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2975 天秤座: 別生氣,我愛好和平!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2999 射手座: 別檔我,我熱愛冒險!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85003 摩羯座: 別說笑,我是認真的!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010 水瓶座: 別逼我,我就愛自由!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027 雙魚座: 別難過,我一路陪你!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034 就愛下象棋: 學會象棋的第一本書 黃少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041 案情不單純!: 犯罪現場推理大考驗 詹姆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058 兇手在偷笑!: 犯罪現場偵探推理題 詹姆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065 跟著大師學象棋: 從入門到進階 楊延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089 象棋大師講座. 布局篇 李艾東, 桔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096 不要一個人看的鬼故事,校園煞到鬼 鬼谷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5102 猛鬼抓交替,醫院卡到陰 鬼谷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33546 簡筆畫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553 指印畫小百科 斯嘉圖文設計工作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413 植物百科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420 我會摺紙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437 365成功寓言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444 昆蟲奧祕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451 兒童百科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468 5分鐘成功寓言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幼福文化



9789862434482 伊索寓言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輯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499 一千零一夜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505 初學卡通簡筆畫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512 彩色卡通簡筆畫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529 格林童話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536 安徒生童話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543 卡通簡筆畫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013 形相好女人. 2, 微整你的好運道 曼樺, 王祚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3013 形相好女人. 2, 微整你的好運道 曼樺, 王祚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90348 森林女孩的夢想公司: 用心凝聚員工向心力,老闆一定要學的經營策略石川康晴作;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355 圖解NLP擺脫大腦控制,改變心態立刻行動! 北岡泰典作; 許昆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721 臺煤采風 張偉郎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尼歐森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四熙策略公關顧問



9789868989580 名門正妻. 卷一, 搏嫁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342 雙面淑女擒夫計. 卷三, 誤裡探花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403 雙面淑女擒夫計. 卷四, 守到情來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410 奈何江山. 卷二, 打怪掉寶的日子 胡小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427 奈何江山. 卷三, 天運的博弈 胡小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434 拐個皇帝來現代. 卷一, 看皇上與國師相愛相殺的日子月斜影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441 拐個皇帝來現代. 卷二, 翻牌也是苦差一件 月斜影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458 奈何江山. 卷四, 明月鑑狼煙 胡小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465 拐個皇帝來現代. 卷三, 衰尾佳人與七暴君 月斜影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489 拐個皇帝來現代. 卷四, 落漆灰姑娘的豪門初體驗月斜影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519 拐個皇帝來現代. 卷五, 愛情裡必備的英雄救美 月斜影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557 拐個皇帝來現代. 卷六, 伊人芳心落誰家 月斜影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0108 韓訓成潑彩世界 韓訓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0122 赤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8769 製造音樂 大衛.拜恩(David Byrne)作; 陳錦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8534 FAB: MIT教授教你如何做出所有東西 尼爾.格申斐德(Neil Gershenfeld)作; 蔡敦仁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541 創業週末: 如何在54個小時內建立一家新創公司馬克.納傑, 克林特.尼爾森, 法蘭克.諾里格特共同撰寫; 王惟芬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558 討海魂：13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法，找尋人海共存之道李偉麟, 王妃靚, 駱亭伶採訪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100 短暫飛行: 創業家與腳踏車的五大洲之旅 張向東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正觀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724 遠離塵囂 湯瑪士.哈代作; 許純華, 游佳霖,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24 遠離塵囂 湯瑪士.哈代作; 許純華, 游佳霖,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31 好散，也是一種幸福 賴芳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31 好散，也是一種幸福 賴芳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48 永恆的優雅:奧黛麗.赫本、第凡內早餐與好萊鎢璀璨魔法山姆.華森(Sam Wasson)作; 張家綺, 謝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48 永恆的優雅:奧黛麗.赫本、第凡內早餐與好萊鎢璀璨魔法山姆.華森(Sam Wasson)作; 張家綺, 謝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55 機艙機密: 關於空中旅行,你該知道的事實 派崔克.史密斯作; 陳思穎, 郭雅琳,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5077 出走吧!一個人的旅行: 北歐行腳日誌 林詩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084 水之禪 黃煌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60236 四色女人之紅色女人 百央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8722 王丹獄中回憶錄 王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245 六四備忘錄 王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向上

送存冊數共計：5

好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0809 女社訓錄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編校 三版 平裝 1

9789868970830 真經管窺錄 張靈泳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8970885 傳經史略 鄭嬰芝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70892 信仰與道修的蠡測 游篤慧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149303 經咒擇要彙錄 至聖先天老祖, 蓮臺聖等眾神佛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310 臺院訓錄(甲午年). 卷二六 至聖先天老祖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500 獨臂籃球夢 凱文.勞伊(Kevin Laue)作; 王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500 獨臂籃球夢 凱文.勞伊(Kevin Laue)作; 王凡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053 真正的靜心: 放下一切靜坐技巧,向純粹的覺知全然敞開阿迪亞香提(Adyashanti)作;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077 少爺 夏目漱石著; 劉振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084 我有那麼一種心情: 哲學、美學與生命的刻痕 史作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091 昔日之味 池波正太郎著; 金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507 愛上海島旅行!地球上最讓人無法遺忘的15座靛藍島嶼葉孝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吉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同心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2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9789868598577 哲玉集: 古典詩創作 陳秀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57348 絕對制霸電子學大意 王冠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7881 圖表式社會(工作)研究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185 速記漫話社政法規大意重點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314 國考達人教你擠國考窄門 金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383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390 租稅申報實務 許金源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8406 租稅相關法規概要 許金源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413 圖解制霸人事行政大意 藍乙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437 速記漫話戶籍法規大意 林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444 圖解制霸英文 Eileen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451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齊得勝, 林沛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468 租稅申報實務 詹誠一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475 速記英文重點漫話 Eileen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48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呂堯欽, 高士峯, 沈哲平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658499 會展初階認證8合1 郭彥谷, 郭燦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529 土地法攻略本 甄慧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658536 土地稅攻略本 甄慧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58536 土地稅攻略本 甄慧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58543 異文化包容力 川崎貴聖著; 林宜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550 初五等一般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567 食品技師6合1應試寶典 曾皓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8574 初五等人事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581 領隊導遊日語速戰攻略 林士鈞著 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9789862658611 善用30分鐘日檢N2樂樂過 林士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635 圖解制霸旅運經營學(含概要) 李承峻, 劉靜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642 領隊導遊考照實務. 二 汪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659 超詳細不動產經紀人4合1題庫 甄慧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666 導遊人員 張萍如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658673 領隊人員 張萍如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658680 領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658697 導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5579 世界65個懸疑詭譎神祕現象 圖說天下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821 冠心病保健新知識 李興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456 精銳部隊揭祕 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75463 宇宙人UFO 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562 全球42起驚人懸疑案件 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838 非常旺宅風水: 現代住宅風水詳解 黃一真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705 宇宙從我心中生起: 羅伯.蘭薩的生命宇宙論 羅伯.蘭薩(Robert Lanza), 鮑伯.博曼(Bob Berman)作; 隋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3906 浮生葉子: 譚軍作品 譚軍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亦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地平線文化



9789869063906 浮生葉子: 譚軍作品 譚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63951 黃丹 黃丹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63968 我們 李濤 李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3975 ,,,,,王一韋 王一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3982 林中境: 李濤 李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317 通識教育教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 張貴傑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2324 文化.創意.設計學術研討會. 2015 李健儀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13647 夠了：回到理財初衷，跳出金錢困局 約翰.伯格(John Bogle)著; 陳雅汝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36791 西藏密宗百問 談錫永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936807 如來藏經密意 談錫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814 勝鬘師子吼經密意 談錫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821 文殊師利二經密意 談錫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838 萬法唯心造: 金剛經筆記 侯承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845 龍樹二論密意 談錫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852 菩提心釋密意 劭頌雄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早安財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竹宇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63936 養心治本: 長庚中西醫聯手教你,連哈佛、梅約都讚嘆的太極養心操與心血管食療保健長庚醫療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64186 手作冰棒50款: 從紐約紅到倫敦,天然、美味、時尚!娜迪亞(Nadia), 凱薩.羅丹(Cesar Roden）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64254 聊不停有什麼用?說得讓人相信才重要: NHK教我的一分鐘信任說話術矢野香作;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261 神奇的小花圖作文法: 68個學生,57個六級分,還能提升思考力周恬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278 東京新食感!人氣主廚的不用捏飯糰: 主食、配菜、甜點, 一口滿足, 好看、好做、美味、營養!Sansai books編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285 法國女人這樣優雅瘦:不流汗、不怕醜的80個水下運動(特製防水漂浮書)蕾絲莉.貝多斯(Leslie Bedos)著; 曾淯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64292 工作忙又沒海外經驗,只花1年就練好英文 三木雄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308 譯界天后親授!這樣做,案子永遠接不完 王蘊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308 譯界天后親授!這樣做,案子永遠接不完 王蘊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322 一休陪你一起愛瘦身: 5個燃脂動作,甩肉25公斤,線條再升級!李一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64322 一休陪你一起愛瘦身: 5個燃脂動作,甩肉25公斤,線條再升級!李一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64339 史上最強翹臀深蹲操!: 練下半身等於瘦全身 陳玉軒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1980 比成功更重要的事 丹.克拉克(Dan Clar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06 美女中醫親授．氣血調養書 吳茱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37 人生原來如此有趣：你能輕鬆解開心中不必要的結王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44 其實你可以過得更好 黃亞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68 選對男人,穩賺不賠: 聰明女人的愛情投資學 楊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75 別再抓狂了: 創造100%的好運氣 林慶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82 心情放輕鬆,開心過生活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99 自信力: 對抗低潮,走出困境的29個正向法則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105 讓心減碳: 你對世界簡單,世界就對妳簡單 Seeds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7

好的文化



9789865626112 四季花語: 春夏秋冬花心事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129 20幾歲，就定位:搶進頂尖百大企業的職場成功法:人氣經營顧問親授:職場菁英的自我養成術袁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136 一個人的世界也精彩 任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143 拿回人生發球權: 與自己的內在對話 徐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174 總是有理由快樂: 簡單生活禪 宋潔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5247 小塔的冰山 海倫.史蒂芬(Helen Stephens)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6722 瘦孕、順產、讓寶寶吃贏在起跑點: 自然醫學營養治療師的懷孕生產育兒指南賴宇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739 一堂說話課：鍛鍊自己的大腦和嘴巴，把自己推銷給全世界狩野未希著; 默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746 中美新型戰略關係：走向戰爭還是走向合作？ 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著; 蔡曉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54281 境隨心游: 生活意象繪畫創作研究 林清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9607 未竟之事: 來自靈魂的訊息 詹姆斯.范普拉(James Van Praagh)作; 林雨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9614 聖雅各之路: 莎莉麥克琳的光之旅 Shirley Maclaine作; 嚴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出版



9789868949621 解構前世密碼: 你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珊卓.安.泰勒(Sandra Anne Taylor)作; 劉永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9669 Dear Marko: 星球F206呼叫星球M1018 Fran Fran文; Pencil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8949676 監護人: 外星綁架內幕 Dolores Cannon著; 林雨蒨, 張志華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49683 監護人: 外星綁架內幕 朵洛莉絲.侃南(Dolores Cannon)著; 林雨蒨, 張志華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3406 帕維爾 阿法納新耶維奇 切爾諾夫 精裝 1

9789868713420 托爾瓦 瓦西里耶維奇 倆聶里. 1921-2012 鄭明岳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13437 伊戈爾 伊萬諾維奇 西蒙諾夫 李長豐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51629 LBD science. 1, wind and air Patricia Lee[主編] 平裝 1

9789866851636 國民小學英語課本RIGHT ON(student book). 第七冊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07 歡樂城堡: 全能運動王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14 歡樂城堡: 我們的好朋友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21 歡樂城堡: 影子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38 歡樂城堡: 偶來演戲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45 誰最勇敢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52 森林運動會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69 小狐狸的生日禮物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76 樂樂村的偶族們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宇宙織錦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名典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吉的堡網路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8608 我舞動我存在: 天天優律思美 絲芬.卡內利(Sivan Karnieli)著; 妮娜蘇菲.尤達格雷斐(Nina-Sophie Jutard-Graewe)圖; 莊金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615 人智醫學療癒的祕密: 以靈性科學開展治療藝術的基礎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 伊塔.薇格曼(Ita Wegman)著; 韋萱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8385 美好生活就此展開 鄔一名作 平裝 1

9789869131803 無名百篇 維特.貝拉諾 5.23-6.21.2014/巴別輪廓 派翠西亞.伊斯塔柯 6.27-8.2.2014維特.貝拉諾(Victor Balanon), 派翠西亞.伊斯塔柯(Patricia Perez Eustaquio)作平裝 1

9789869131834 ReVision: 安卓藝術五周年特展 郭怡孜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6307 光影的氛圍 郭敦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9464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一本稅務書: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陳信賢, 楊華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5552 汪心茹暢談開運人生 汪心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569 古今變奏曲: 經典俳句詩詞改寫 廖繼坤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香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光采攝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侯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安卓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49369 林添福九十.壺 鄧淑慧編著 平裝 1

9789868049376 林添福九十.壺 鄧淑慧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64725 基礎會計與報表解讀 周容如, 莊素增, 蘇淑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4099 二胡初級必修教學 官俊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129 初學小提琴教本 謝朝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136 跳躍在音符上的詩情 葉青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143 77輪唱曲歌唱與教學 劉英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150 樂易: 小提琴教程 張家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54167 樂易: 小提琴教程 張家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54174 音樂花園 艾晴編曲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54181 屈文中: 合唱作品選: 黃山.奇美的山: 李白詩四首屈文中作曲; 晏明詞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198 鋼琴伴奏大全888 張議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204 普羅高菲夫鋼琴奏鳴曲中奏鳴曲式的傳承與創新蔡佳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211 幼兒小提琴教本 謝朝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音樂譜

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



9789866659461 臺灣戒嚴時期中國佛教會的領導群與組織 陳雯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406 樂玩樂繪.幼兒音樂啟蒙繪本遊戲書 施芳宜製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3825 Step to preliminary: student book John Ross作 2nd ed 平裝 1

9789868893856 Step To AcCEPT Proficiency: student book John Ross作 2nd ed 平裝 1

9789868893887 Step To Primary: sudent book John Ross作 1st.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69917 頭痛的自然療法: 不吃藥、不打針讓您安心和放心地對抗惱人的頭痛Ramon Rosello, Pepe Landazuri原著; 顏嘉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17 頭痛的自然療法: 不吃藥、不打針讓您安心和放心地對抗惱人的頭痛Ramon Rosello, Pepe Landazuri原著; 顏嘉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467692 與怕共舞: 面對恐懼、透視恐懼、治癒恐懼 華雷仕(Carlos G. Valles)著; 蜀山諫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019 保祿牧靈書信詮釋: 弟茂德前書、弟茂德後書、弟鐸書、費肋孟書Terence J.Keegan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8064 牧靈指南 大聖額我略著; 馬千里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071 保祿獄中書信詮釋: 得撒洛尼前書、斐理伯書、得撒洛尼後書、哥羅森書、厄弗所書Vincent M. Smiles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8088 活出大人生: 頂尖商業領袖教你制定成功的人生策略克里斯.勞尼(Chris Lowney)著; 陳曉夫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格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合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益



9789575468095 跟教宗方濟各學領導 克里斯.勞尼(Chris Lowney)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101 弦外之音 戴邁樂著; 周佩玉譯 六版 平裝 1

9789575468125 新約公函詮釋: 雅各伯書、伯多祿前書、猶達書、伯多祿後書Patrick J. Hartin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8132 為兒女一生的祈禱文 奎茱莉(Julie Cragon)著; 黃美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149 基督宗教靈修學史. 第三冊, 正教及新教靈修 黃克鑣, 盧德主編 平裝 1

9789575468156 基督宗教靈修學史. 第四冊, 當代基督徒靈修 黃克鑣, 盧德主編 平裝 1

9789575468163 基督徒靈修的回顧與前瞻: <>初版補充本 黃克鑣, 盧德主編 平裝 1

9789575468170 聖母七樂 羅曼紐斯.撒塞里歐(Romanus Cessario)著; 周瓊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194 壯志未酬!: 聖母聖心會會祖南懷義的中國夢 聶斯托.畢克(Nestor Pycke)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9561 第1次帶團就成功: 領隊導遊自學Book(解說技巧升級版)李奇悅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9639 西點麵包烘焙教室: 乙丙級烘焙食品技術士考照專書陳鴻霆, 吳美珠作 十版 平裝 1

9789866029677 傳奇與時尚: LADUREE馬卡龍(典藏版) LADUREE團隊著; 黃舒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9738 123人的家 Masanori Araki編著; 徐曉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45 甜蜜巴黎: 美好的法式糕點傳奇、食譜和最佳餐廳麥可保羅文字.攝影; 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52 麵包機做饅頭、吐司和麵包 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69 第一次搞懂全球流行居家設計風格 Casa Living編輯部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76 法國料理,基礎的基礎 音羽和紀監修; 陳文敏, 鄭維欣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83 LOHO異國風蔬食好味道: 在地食材x異國香料,每天蔬果多一份的不偏食樂活餐金一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90 法國廚神的自然風家庭料理: 190道經典湯、沙拉、海鮮、肉類、主食和點心阿朗.杜卡斯(Alain Ducasse)著; 許妍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9806 百靈遊戲. 1, 一定要在21天內看見100個鬼魂 凱佳(Kajao)著; E. Q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813 百靈遊戲. 2, 2531年的那枚5元硬幣...... 凱佳(Kajao)著; E. Q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820 二年的育兒日記: 出生-2歲寶寶記錄 美好生活實踐小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9837 百靈遊戲. 3, 與另一個世界通話中 凱佳(Kajao)著; E. Q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844 大臺北自然步道100. 2, 郊遊!想走就走 黃育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朱雀文化



9789866029851 法國廚神的家常風甜品: 簡單、天然!87道法國家庭天天上桌的甜點菜單阿朗.杜卡斯(Alain Ducasse)著; 夏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9868 百靈遊戲. 4, 還沒說完的祕密 凱佳(Kajao)著; E.Q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875 用潑水&防水布做提袋、雨具、野餐墊和日常用品: 超簡單直線縫,新手1天也OK的四季防水生活雜貨水野佳子著; 陳文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882 美食家的餐桌: 拿手菜、餐具器皿、烹調巧思,和料理專家們熱愛的生活便利生活慕客誌編輯部編著; 邱香凝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899 4個月-2歲嬰幼兒營養副食品(超強燜燒杯離乳食收錄版): 全方位的寶寶飲食書和育兒心得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905 小清新迷你水族瓶: 用喜歡的玻璃罐、水草小蝦,打造自給自足的水底生態田畑哲生著; 徐曉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929 從少女到媽媽都喜愛的100個口金包: 1000張以上教學圖解+原寸紙型光碟,各種類口金、包款齊全收錄楊孟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9936 來交換麵包吧: 橫月歐美亞非,1,300條麵包的心靈之旅莫琳.艾姆莉德(Malin Elmlid)著; 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943 香港HONG KONG: 好吃、好買、最好玩. 2016-2017版王郁婷, 吳永娟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81730 一張全票,靠走道: 青春歐吉桑的電影本事 施昇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85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蔣勳手抄 蔣勳書法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81860 捨得,捨不得: 帶著金剛經旅行 蔣勳文字.攝影.書法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1877 微塵世界: 蔣勳念誦金剛經(有聲書) 蔣勳文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1884 我願: 金剛經的祝福 蔣勳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463700 痌瘝在抱: 病人及醫療事業的主保聖嘉民 Jose Villa Cerri著; 劉宜芬,姚翰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212 見法開悟四念處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光啟



9789869139229 四念處禪觀要訣: 從恐懼中解脫的智慧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4709 愛,讓世界變天堂: 珠寶女王楊麗琴的有情人生 楊麗琴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00504 做自己心靈的療傷師: 15個法則 活出真實的自己柳迦柔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528 安德魯.卡內基傳 安德魯.卡內基著; 王少凱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535 別慌一切都還來得及 赤根祥道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1007 易鼓作氣: 鼓棒的兩手策略 王自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5607 價值擴展創新利基: 價值創新整合的思維與應用何毅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614 輕鬆做錢的主人: 憨厚窮小子翻身大法 吳政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621 了凡四訓心想事成: 改造命運的21個法則 陳亦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638 打造新世代人氣社團: 社團達人的社團經營心法梁修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645 情緒管理的幕後推手: 上醫治未病與五臟六腑 卓錦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652 幸福與財富: 幸福人生、財富相隨 曹健齡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陽國際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老菸倉音樂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全球亞洲星媒體



9789869195669 生活要經踩、生命才精彩: 勇熱學分的酷生活 林憲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676 現場管理不只是管理現場: 絕對憾動人心之16招秘技華玲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683 翻轉式高績效團隊力: 打造翻轉式價值創新高績效團隊創新體系林美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690 翻轉改變、夢想起飛: 小改變創造大不同 陳素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184738 電子學實習(97年課綱) 蔡朝洋, 蔡承佑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5544 工業管理 王來旺, 王貳瑞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5544 工業管理 王來旺, 王貳瑞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8354 製圖實習. II 林英明, 林欣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392 成本與管理會計 陳育成等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8415 會計學. IV 黃麗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439 電腦稽核: 理論與實務應用 黃士銘, 嚴紀中, 阮金聲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8446 網頁設計三合一: PhotoImpact.Dreamweaver.Flash 郭欣怡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8453 機器人單晶片微電腦控制 王允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88477 電腦網路概論 陳雲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507 結構力學 毛昭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552 超簡單!Dreamweaver 互動多媒體網頁設計與行動瀏覽張文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8569 空調實習. II 楊海濤, 沈崇詩, 許明財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8620 熱處理 洪忠喜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644 高中歷史透析教學講義. 2 湯振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651 丙級會計事務技能檢定學科講義 黃麗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682 高中選修化學透析教學講義. 下 劉嘉慶, 洪瑞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699 農業安全衛生 陳新安, 郭澤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712 國文. I 何堅萍等編著; 潘麗珠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729 自動量測技術 姚凱超, 賴長興, 方俊修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全華圖書



9789572188736 計算機概論. A 林志隆, 王麗琴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88750 時尚經營概論 王秀菁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767 材料力學 劉上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774 薄膜科技與應用 羅吉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8835 SolidWorks 2013原廠教育訓練手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8842 會計學. II 黃麗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873 指考特訓週複習計畫數學乙 李善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880 應用力學 黃國淵, 洪銘信, 翁國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927 Unity3D 4.X全方位遊戲設計基礎 楊東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8941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 上冊 紀俊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965 計算機概論. B 巫嘉倫, 王麗琴編著 四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188989 旅館管理. I 蔡孟蒨, 徐億茹, 潘鳳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016 普通化學實驗. II 段清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023 數位模組化創意實驗(附數位實驗模組PCB) 盧明智, 許陳鑑, 王地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030 自動控制 蔡瑞昌, 陳維, 林忠火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9054 會計學. III 黃麗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061 會計學課堂講義 程淑美編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189108 餐飲衛生與安全 朱碧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115 中式點心 陳楨婷, 呂哲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122 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技術士術科題庫整理 田金榮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89153 設計GOOD JOB: 懂設計,讓你身價三級跳 吳秋瓊, 許雅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160 臺灣當代水墨特殊技法 王源東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177 樂高機器人 郭銘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191 指考特訓週複習計畫數學甲 李善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207 統測作文練功寶典 許富堯等編著; 潘麗珠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238 IMATH教學講義: 高中數學. 一 錢寶明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9245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化學教師手冊. 二 林萬寅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9252 終極解碼物理學測複習 戴仁欽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9283 遊戲與商業應用程式設計. 專題製作實作篇(VB2010)李保宜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9306 經濟學 伍忠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313 高中基礎化學透析教學講義: 社會組 劉嘉慶, 洪瑞和, 許麗吉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89320 高中選修化學透析教學講義 .上 劉嘉慶, 洪瑞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337 高中基礎化學透析教學講義 劉嘉慶, 洪瑞和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89344 終極解碼數學學測複習講義 范文榮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9351 透析教學講義高中選修數學甲. 上 吳新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9368 透析教學講義高中選修數學乙. 上 吳新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9382 感測器 陳福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405 透析高中基礎物理教學講義. (二)A 王健欽, 江偉菁, 張仁壽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412 高中基礎物理課本. (二)B上冊 楊宗哲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9481 基礎工程數學 黃學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9498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化學. 二 林萬寅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9528 密碼學 鄧安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542 高中基礎生物. 上, 透析教學講義 張瑜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9559 高中基礎生物. 下, 透析教學講義 陳妙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566 汽車學. I 賴瑞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9573 高中基礎地球科學透析教學講義. 上 江玉燕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9580 銑床實習. I 蔡俊毅, 陳順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603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致勝秘笈 致勝研究室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89634 癮標誌: 品牌設計案例剖析 蔡啟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665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 下冊 紀俊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672 冷凍實習. I 蔡嘉祥, 陳晉榮, 賴錫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9689 網際網路應用實務 王麗琴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9825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試題解析合訂本 張炳雄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9832 行銷管理 鄭華清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9856 懂專利才能擁有競爭力 卓胡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863 升科大四技: 基礎生物C(含B版) 李彥霖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894 升科大四技: 數位邏輯(含實習)總複習 呂景富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89924 高中化學學測終極解碼 陳紀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948 乙級工業配線術科技能檢定試題 曾偉智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9962 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9993 Verilog硬體描述語言實務 鄭光欽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0012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鄧富源, 張弘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050 升科大四技: 餐旅服務 吳宜真, 張涵茹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0173 乙級工業配線技能檢定學科歷屆試題解析 陳文軒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0180 高中選修生物透析教學講義.上 陳妙嫻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265 透析高中基礎物理教學講義. 一 吳建毅, 子軒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0272 施工安全與環境管理 沈永年, 潘煌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30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 林怡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0333 國文統測GO!GO!GO!. 語文篇. 2014最新版 曾家麒, 吳韋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357 國文統測GO!GO!GO!. 文選篇. 2014最新版 楊秀慧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395 食物學. I 朱碧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0401 升科大四技造形原理重點嚴選 林明錚, 蔡須全, 康柏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432 國文歷屆統測試題分類. 2014最新版 逸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456 升科大四技色彩概論 巫素貞, 宋妍嫿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500 數位邏輯設計與晶片實務(VHDL) 劉紹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0609 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余思漢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2190623 高中基礎地球科學透析教學講義. 下 江玉燕, 鄭可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630 生活科技(傳播課程) 余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647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AutoCAD 2012教學講義 許中原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0678 計算機概論. III 王麗琴, 許蓮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0685 數學快攻秘笈 致用高中數學科教師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722 餐旅英文與會話. I 黃瓊慧, 黃鐘瑩作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2190739 英文Easy Go 致用高中英文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821 升科大四技: 工程管理類專: 基礎化學總複習 趙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838 重點整理: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B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876 現代汽車新科技裝置 黃靖雄, 賴瑞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0890 汽油噴射引擎 戴永鏗, 劉君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937 丙級美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陳麗珠, 余燕子, 李鶯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968 優勢高中基礎生物參考書 裘文馥, 沈家玉編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90982 高中歷史透析教學講義. 1 陳雪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999 優勢參考書高中數學 朱綺鴻編著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191002 學測特訓數學週複習計畫 羅添壽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91026 電工機械實習 楊得明, 傅榮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1033 汽車工業英文 林振江, 陳重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1057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優勢參考書 傅志強, 鄭可萱編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91101 地球科學學測複習 陳忠信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91118 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術科題庫寶典 黃志仁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156 高中選修化學優勢參考書 林意志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1217 透析高中基礎物理教學講義. 二B 吳建毅, 陳基培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1224 機車原理 陳永章編著 平裝 1

9789572191231 汽車學. III, 汽車電學篇 賴瑞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1248 中西禮服史 蔡宜錦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1279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家政群專業一奪分王 蔡家佳, 楊玉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286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專業二奪分王蔡家佳, 楊玉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293 工業配電 謝建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316 圖解Visual Basic 2012入門與應用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1330 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透析教學講義 鄭皓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354 專題製作 陳凱俐, 柯銳杰, 王俊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408 生活基本素養 陳智慧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2191484 升科大四技: 快easy通經濟學總複習講義 羅郁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1552 國文 吳玉如等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1590 基本電學實習 張益華, 張義和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1637 機械電學實習 黃煌嘉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651 領隊與導遊 蕭新浴, 蘇涵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1699 CPLD數位電路設計. 使用MAX+PlusII入門篇 廖裕評, 陸瑞強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1729 高中歷史優勢參考書. 1 安後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781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數學B奪分王 趙文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866 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術科圖解與演練 徐信義, 陳文軒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1880 自動變速箱 左成基, 楊明欽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1897 透析教學講義高中數學. 第二冊 吳新吉, 鍾祺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1903 高中選修數學甲優勢參考書. 下 朱綺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910 高中選修數學乙優勢參考書. 下 朱綺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934 透析高中選修生物教學講義 .下 余惠如, 簡湘誼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958 指考特訓生物週複習計畫 莊雪芳, 施芳鄞, 陳婉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989 高中基礎物理課本. (二)B下冊 楊宗哲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92009 計算機概論 許蓮桂, 郭欣怡編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192078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數學B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085 IMATH教學講義: 高中數學. 二 錢寶明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92092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化學 林萬寅主編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19211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電機類專業二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122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電機與電子群專業一模考王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139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資電類專業二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146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數學C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207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餐旅群專一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221 精密工具機技術 張堅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238 電腦數值控制原理與應用 陳紹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276 透析教學講義高中數學 吳新吉編著 五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192283 透析教學講義高中選修數學乙 .下 吳新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92290 汽車原理 黃靖雄, 賴瑞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306 透析高中選修數學甲教學講義. 下 吳新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2320 指考特訓物理週復習計畫 戴仁欽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240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設計群專業一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436 基本電學. II(乙版) 陳加山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2467 IMATH教學講義: 高中數學. 四 錢寶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474 指考特訓化學週複習計畫 侯俊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504 Flash CS6輕鬆學 郭欣怡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2511 旅館管理. II 曹佳鈴, 潘鳳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535 電視原理 許元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2542 電子學: 汽車科專用 廖福源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2559 冷凍空調工程. II 蕭明哲, 陳國龍, 沈志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2573 電腦輔助繪圖AutoCAD 2012 王雪娥, 陳進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2580 汽車材料 尤新來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2603 有機化學. I 詹明興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2610 精密量具及機件檢驗 張笑航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2634 高中基礎化學透析教學講義. 三 劉嘉慶, 洪瑞和, 李青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2641 基礎圖學 林合懿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266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基礎圖學統測高分祕笈 樹。設計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2192689 色彩概論 巫素貞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2702 繪畫基礎 張宏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2719 繪畫基礎 馬世聰編著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2740 基本設計 李美惠編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2757 銑床實習. II 蔡俊毅, 陳順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2771 普通高級中學: 公民與社會. 4 溫明忠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92788 基本電學 陳加山等編著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2825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生物優勢參考書. 下冊 洪永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856 農業概論. I 游富永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2894 高中選修物理參考書 黃詩淵, 黃詩翔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92924 電工法規 黃國軒, 陳美汀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2962 美容實務 郭慧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3013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楊仁聖, 黎安松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037 高中公民與社會透析教學講義 洪士捷, 陳運欽編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193044 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透析教學講義 李易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075 觀光學概要 黃廷合, 吳德晃, 潘盈仁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3082 食物學 朱碧貞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3174 Word 2010範例教本 郭欣怡, 王麗琴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3204 引擎原理及實習 賴瑞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211 動力機械概論 黃旺根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3228 機械製造 王千億, 王俊傑編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3235 會計學 黃麗華編著 三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193242 機電識圖與實習 許榮添, 許佑任, 黃宜弘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3259 SolidWorks 2014原廠教育訓練手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266 機械製造 林英明, 徐文法, 林彥伶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3327 商業概論 陳昇, 丁琴美, 董瓊雲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3334 會計學 黃麗華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3365 製圖實習 康鳳梅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419 計算機概論. A 王麗琴, 郭欣怡, 林志隆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93426 數值方法: 使用MATLAB程式語言 G.R. Lindfield, J.E.T Penny原著; 黃俊銘編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3464 膳食與營養實務 張芳玉, 張淑女, 偉莉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3556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三 邱炫煜, 張桓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563 餐飲採購概要 楊美霜, 朱孟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587 家政概論 林佳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3600 國文 林貞吟等編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193648 普通高級中學高中數學 楊壬孝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716 嵌入式系統: 以瑞薩RX600微控制器為例 洪崇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723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化學教師手冊. 一 林萬寅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730 普通高級中學高中選修數學甲 楊壬孝等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3754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化學. 一 林萬寅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785 普通高級中學高中選修數學乙 楊壬孝等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3792 99版完全制霸化學學測複習講義 劉燕孝, 譚利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815 99版完全制霸物理學測複習講義 周志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839 99版完全制霸地球科學學測複習講義 王貞琇, 葉鈞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3853 高中生物學測系統精解 莊雪芳, 蔡欣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877 高中基礎物理課本. (二)A 林志明等編撰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3891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張弘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3914 雲端通訊與多媒體產業 曲建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921 基本電學實習 張益華, 張義和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3945 餐旅財務管理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983 丙級國貿業務技能檢定講義: 學術科 歐陽耀中, 廖文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990 時尚飾品設計 羅孟瀅, 陳慧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4010 創業管理理論與實務: 非知不可的幸福創業方程式李宗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4027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 莊雪芳等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4034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課本 王乾盈等作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4058 Creo Parametric 2.0入門與實務. 進階篇 王照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4096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講義: 筆試及清潔作業(附門市服務理論)林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4102 丙級門市服務術科講義: 櫃檯作業(微創POS系統)林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4126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林致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4133 基礎圖學 曾翊如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4157 色彩原理 詹升興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4164 電路學 賴柏洲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4171 配飾製作 傅妘淇, 陳秋金, 程濬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4195 雷射加工實務 金岡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4201 電機學 范盛祺, 張琨璋, 盧添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4218 化學程序工業: 附高普考試題精解 薛人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4218 化學程序工業: 附高普考試題精解 薛人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4225 汽車實習. V, 綜合 賴瑞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4249 機械設計大意 吳思達, 林金財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4300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解析 岦陽資訊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4317 液氣壓原理與迴路設計(for Windows: 含Automation Studio模擬與實習)胡志中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4379 Delphi 2006程式設計範例教本(含資料庫) 洪國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4447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4508 發變電工程 江榮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4522 音響工程 鄭群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539 SOC系統晶片設計: 使用Xilinx EDK 劉紹漢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4553 升科大四技-會計學總複習講義 曹政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4584 VHDL驅動晶片設計實務 劉紹漢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4591 數位電視技術原理 賴柏洲, 林世欽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614 Autodesk Inventor 2014. 特訓教材基礎篇 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477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數學B奪分王(2015最新版) 趙文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4782 升科大四技: 數位邏輯(含實習)總複習(2015最新版)呂景富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4805 國文歷屆統測試題分類. 2015最新版 逸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4812 統測力: 國文奪分王. 2015最新版 曾家麒, 逸凡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4829 高職國文降龍十八招 陳凱鈞, 李進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836 髮型梳理: 創意髮型設計 石美芳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4843 嵌入式C語言程式設計: 使用MCS-51 郁文工作室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4850 基本線性系統理論 容志輝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867 數位電視 王勝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874 高壓電工程 粘孝先, 溫坤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881 熱處理: 金屬材料原理與應用 李勝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4966 升科大四技: 基礎生物C(含B版) 李彥霖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4980 國文統測GO!GO!GO!. 文選篇. 2015最新版 楊秀慧等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2194973 國文統測GO!GO!GO!. 語文篇. 2015最新版 曾家麒, 吳韋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5017 農業概論 林鴻崇等作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5031 可程式控制與設計(FX3U) 楊進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079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優勢參考書 李文禮, 黃玫琪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5086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 林怡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5093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歷史. 上冊 張桓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5130 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 黃人傑等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5147 機電整合實習. 2014最新版 張世波, 洪志育, 王坤龍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5154 Word 2010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161 計算機概論: 與資訊接軌 張雅惠, 黃俊穎, 趙坤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5178 乙級工業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試題解析 陳文軒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5185 計算機概論 趙坤茂, 張雅惠, 黃俊穎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5215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5222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95253 升科大四技造形原理重點嚴選 林明錚, 蔡須全, 康柏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260 高中基礎化學參考書. 一 林意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277 SolidWorks 2012基礎範例應用 許中原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5284 電腦輔助繪圖AutoCAD 2014 王雪娥, 陳進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5291 飾品設計 葉淑慧, 吳姜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5307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一)海量題庫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307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一)海量題庫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314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二)海量題庫: 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張朠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321 升科大四技: 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5338 高中選修數學(乙)參考書. 上 朱綺鴻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95345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A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352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369 升科大四技: 飲料與調酒 劉貞秀, 王彬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376 電腦與網路概論 黃乾泰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5383 升科大四技統測力: 設計群專業一奪分王 黃立青, 葉郡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390 工業安全與衛生 陳重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406 乙級建築物室內設計暨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學科題庫彙編田金榮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5413 優勢參考書高中數學 朱綺鴻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5420 Verilog晶片設計 林灶生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5437 升科大四技: 快easy通經濟學總複習講義 羅郁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5451 優勢高中基礎生物參考書 裘文馥, 沈家玉, 吳惠琪編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5468 升科大四技統測力: 家政群專業一奪分王 蔡家佳, 楊玉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499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一考前急救包 曾清旗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5529 夢想家帶路: 計概總複習精選學習地圖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536 電腦網路原理 廖宏瑩, 王世如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550 汽車實習. I, 引擎 賴瑞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5567 汽車實習. II, 底盤 賴瑞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574 數位邏輯電路實作與應用 張榮洲, 張宥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5581 TQC+AutoCAD 2015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5598 高中基礎化學參考書. 一 林意志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5635 Finite element simulaytions with ANSYS workbench. 15Huei-Huang Le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5642 網際網路應用實務 王麗琴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5659 設計不用管我們講道理: 設計管理隨行手札 王炳南作 二版 精裝 1

9789572195666 重點整理: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B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673 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學科題庫秘笈 呂俊德, 曾國睿, 張議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680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5697 Access 2010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5703 汽車實習. III, 電系 賴瑞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710 升科大四技家政概論 施如意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572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基礎圖學統測高分祕笈 樹。設計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741 統計學 劉明德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758 半導體製程技術導論 蕭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772 專題製作: 機械(點石成金.飆創意. 專題創意設計之實務應用篇)楊仁聖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416 微積分 黃學亮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5789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致勝秘笈 3Men工作室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5796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致勝秘笈 致勝研究室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572195802 Excel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5819 Access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5826 數位漫畫插畫創作技法寶典 張重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5840 丙級視覺傳達技能檢定學科術科題庫整理與分析黃鴻綺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5864 中餐烹調實習. III、IV 李之恩, 沈盈貝, 賈寶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871 工程圖學(精簡版) 王輔春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5888 工程數學 蔡繁仁, 張太山, 陳昆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895 資料庫管理系統: 使用MS SQL Server實作 段文平, 羅勇夫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5901 基本冷凍空調實務 尤金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918 專題製作: 餐旅、觀光科 陸泳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925 西餐烹調實習 陳麗雯, 賴佳羚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5932 中式點心 陳楨婷, 呂哲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949 食物學 朱碧貞編著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5956 餐飲安全與衛生 朱碧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963 銲接學 陳志鵬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5970 專題製作: 商業管理群適用 陳凱俐, 柯銳杰, 王俊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987 美顏. 眼鼻美妝心法篇 王亭權, 謝薏如, 姚家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014 旅館管理 蔡孟蒨, 徐憶茹, 潘鳳珠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6021 電機學 楊善國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2196038 機械加工實習 王金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6045 商事法 吳威志等撰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6052 升科大四技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 詹妙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6069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試題解析合訂本 張炳雄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6076 Word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083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090 VB 2010程式設計輕鬆學 全華研究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6113 材料力學 許佩佩, 鄒國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6120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術科試題解析 王溢川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6137 Unity跨平臺全方位遊戲開發入門寶典 黃新峰, 劉哲宇, 徐靜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144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結合生活與遊戲的C++語言 邏輯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151 動畫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C# 李春雄作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6175 活用經濟學 朱容徵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6199 Word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6205 無線網路與行動計算 陳裕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6229 認識中華民國憲法 林有土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6236 交通法規 林保超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6243 統測力: 國文重點王 全華評量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298 工程聲學 白明憲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6304 營造工程管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精華解析 楊秉蒼, 社團法人臺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6311 資料結構概論: Java語言實作 張真誠, 蔡文輝, 林家禎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6328 知識管理理論與實務 黃廷合, 吳思達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572196335 靜力學 曾彥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342 圖形監控系統設計實務 方昭欽, 陳致弘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6366 藝術與美學導論 郭廣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373 數位色彩工程學 汪建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380 生產與作業管理 鄭榮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6397 時尚整體造型彩妝畫 連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403 數位電路DIY 張榮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6434 消費者行為 汪志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6441 初級會計學 王偉權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6458 經濟學32講 顏吉利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6465 Tourism English 陳祖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496 高中歷史優勢參考書.3 安後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502 顧客關係管理 徐茂練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6519 程式設計基本功與實務範例解析: 使用C# 邱宏彬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6526 Java 8程式語言學習手冊 陳會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540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基礎篇 廖文煇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6557 機械製造 林英明, 卓漢明, 林彥伶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6571 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優勢參考書 施佑霖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6595 乙級工程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育祥, 黃文才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6601 高頻電路分析與設計 賈志靜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6649 女子美髮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本. 2015最新版黃思恒, 黃美慧, 王財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656 汽車材料學 吳和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6663 科技英文導讀 李開偉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6687 憲政與法治 吳威志, 楊智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717 Unity跨平臺全方位遊戲開發進階寶典 黃新峰, 汪筠捷, 黃鈴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724 程式語言. II, Visual basic 2010 余忠潔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673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748 TQC 2013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 辦公軟體應用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755 程式設計: 使用Visual Basic 2012 黃建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762 Office 2013範例教本. 商務應用篇 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779 動畫圖解資料庫系統理論: 使用SQL Server實作 李春雄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6786 企業資源規劃: 理論與Oracle ERP系統實務 張碩毅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6793 職業安全與衛生 楊昌裔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6809 ACL資料分析與電腦稽核 黃士銘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6830 實用生活工具: APP inventor 2動手做! 曾靖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847 一個專業按摩師必須知道的事: 美體按摩與保健施珮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6854 高低壓工業配線實習 黃盛豐, 楊慶祥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6861 物料管理 梁添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6878 老人政策與法規 簡志文, 廖又生, 黃敏亮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885 ACA國際認證: Illustrator CS6攻略本 陳建男、陳淯渝、張妙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892 實用保護電驛 李宏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6908 實用板金學 黎安松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6939 升科大四技: 家政群專二考前急救包 郭慧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953 中文寫作 朱心怡, 陳韋銓, 蔡慧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960 電工法規 黃文良, 楊源誠, 蕭盈璋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6977 數位邏輯設計 林銘波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572196991 Autodesk Inventor 2014特訓教材. 進階篇 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7028 綠色能源 黃鎮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042 導遊與領隊實務. 二 石慶賀, 張倩華, 吳炳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05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試題與解析 全華研究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080 汽車實習. IV, 柴油引擎 賴瑞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7097 C語言程式設計 劉紹漢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7103 導遊與領隊實務. 一 石慶賀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110 飲料與調酒: 與職場接軌 飲調實作示範 閻寶蓉, 周玉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127 管理學: 觀光.休閒.餐旅系適用 黃廷合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134 精密量測 張郭益, 許全守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7158 餐飲採購概要 楊美霜, 朱孟玲, 王美玲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7165 奈米科技導論 羅吉宗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172 Excel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楊明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189 Word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202 GPS定位原理及應用 安守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219 財務報表分析 李元棟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226 氣油壓控制 許宗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233 創意彩妝造型設計 王惠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240 臺灣觀光資源概要 石慶賀, 蔡漢生, 沈文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257 投資學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271 科技論文英語寫作 方克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288 鑽模與夾具 盧聯發, 蘇泰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7295 創意中餐烹調 黃景龍, 鄭春子, 周玉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301 食物學. II 朱碧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7325 Arduino全能微處理機實習 艾迪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7332 天然災害防治導論 吳瑞賢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349 零售業管理: 理論與個案分析 伍忠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356 MicroStation V8i學習手冊 吳翌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363 汽車學. II, 底盤篇 賴瑞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7370 汽車學. I, 汽油引擎篇 賴瑞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7370 汽車學. I, 汽油引擎篇 賴瑞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7387 汽車學. IV, 柴油引擎篇 賴瑞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7394 Allegro PCB Layout 16.X實務 王舒萱, 申明智, 普羅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7400 組織行為 張仁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417 工程圖學與電腦製圖之關聯 王輔春等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97424 專題製作: 百變專題: 在遊戲與實例中學習 陳凱俐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7448 電子電路實作與應用(附PCB板) 張榮洲, 張宥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462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朱碧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516 懂專利才能擁有突破22K的競爭力 卓胡誼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7530 觀光學概要 陶德芳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7547 第四代行動通訊系統3GPP LTE-Advanced: 原理與實務李大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554 Office 2013範例教本. 餐旅應用篇 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7561 微電腦控制: 8051/8052專題實習(C語言) 王振裕, 林純民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7578 Access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章美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608 專業凝膠美甲設計 陳美均, 許妙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639 CNC綜合切削中心機程式設計與應用 沈金旺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7646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張世波, 王坤龍, 洪志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7653 機械設計 光灼華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660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鄧富源, 張弘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684 FPGA/CPLD數位電路設計入門與實務應用: 使用Quartus II莊慧仁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7691 機電整合控制: 多軸運動設計與應用 施慶隆, 李文猶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7707 科技英文: 電子、電機適用 石印滇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7714 電氣設計施工實務 朱明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721 人機介面與圖形監控應用實務 宓哲民, 顏見明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572197745 汽車學. III, 汽車電學篇 賴瑞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7769 基礎髮型設計實務: 20種創意編梳 葉孺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813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指導手冊 張秋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7820 MATLAB程式設計. 基礎篇 鄭錦聰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7844 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余思漢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882 銑床工作法 沈金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899 塑膠模具設計學: 理論、實務、製圖、設計 張永彥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572197912 會計概論 黃麗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936 設計美學 楊裕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981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張弘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7998 升科大四技: 數位邏輯(含實習)總複習(2016最新版)呂景富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8032 基本電學 賴柏洲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8063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剖析 Raymond A. Mack原著; 林伯仁, 羅有綱, 陳俊吉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8070 計算機概論: 探索資訊科技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094 Engineering statics labs with solidworks motion. 2015Huei-Huang Le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8100 休閒事業經營管理 陳鈞坤, 周玉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117 Mastercam 2D繪圖及加工使用手冊 楊振治, 鍾華玉, 林似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8131 電腦網路概論 陳雲龍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8148 現代色彩學: 色彩理論、感知與應用 戴孟宗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8155 Access 2013圖解與實務應用 張育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8162 中餐烹調. I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179 芳香療法: 現代精油芳香保健師課程 呂秀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8216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 專二基礎圖學實戰講義 曾清旗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8223 統測單字記憶拼圖 陳星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8230 專利實務論 冷耀世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8247 公職考試大專用書: 鋼結構設計 毛昭綱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8254 公職考試大專用書: 結構力學 毛昭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8278 升科大四技: 快easy通商業概論總複習講義 商管研究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285 最新C程式語言教學範本 蔡明志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572198292 管理學 牛涵錚, 姜永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8322 Solidworks 2015 3D鈑金設計實例詳解 鄭光臣, 陳世龍, 宋保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8339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林致宇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8384 現代汽車新科技裝置 黃靖雄, 賴瑞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8414 Visual C++ 2008程式設計 葉倍宏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8438 工業安全與衛生 陳重銘, 王國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8452 產業分析與創新 徐作聖, 林蒧均, 王仁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469 基礎工程數學 黃學亮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8490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Win Cad工作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8506 汽車基礎實習. I 賴瑞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8520 西餐烹調實習. I 陳麗雯, 賴佳羚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8537 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密技 王麗芬, 萬文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582 美姿美儀: 時尚優雅美麗聖經 徐筱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612 電機學 范盛祺, 張琨璋, 盧添源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8629 微電腦原理與應用: Arduino 黃新賢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8766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講義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773 乙級機器腳踏車學術科檢定題庫解析 楊國榮, 陳幸忠, 林大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780 升科大四技: 數學C總複習講義 陳重銘, 陳映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8797 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 盧美枝, 林台生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8810 統測力: 國文奪分王 曾家麒, 逸凡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8834 高職國文降龍十八招 陳凱鈞, 李進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8933 升科大四技: 基礎生物C(含B版) 李彥霖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015 設計史與設計思潮 林銘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9022 丙級美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陳麗珠, 余燕子, 李鶯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046 工業工程與管理 鄭榮郎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053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二)海量題庫: 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張朠紹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091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重點嚴選 耿立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107 升科大四技家庭教育 呂巧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9114 升科大四技: 餐旅服務 吳宜真, 張涵茹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9121 工程數學 張元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138 升科大四技: 造形原理重點嚴選 林明錚, 蔡須全, 康柏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145 升科大四技: 色彩原理重點嚴選 李崇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169 計算機概論 趙坤茂等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9183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考前急救包 凌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190 升科大四技: 飲料與調酒 劉貞秀, 王彬如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152 工程材料科學 洪敏雄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9206 升科大四技: 快easy通經濟學總複習講義 羅郁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9213 丙級視覺傳達技能檢定學科術科題庫整理與分析黃鴻綺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9220 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技術士術科題庫整理 田金榮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57219923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一考前急救包 曾清旗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9244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英文奪分王 邱志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268 升科大四技: 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572199275 升科大四技: 餐旅群(專一)海量題庫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299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設計群專業一奪分王 黃立青, 葉郡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9305 攝影棚人像: 閃燈基礎學 胡齊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367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2016年版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9374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2016年版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99466 計算機概論 郭欣怡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9497 創意思考訓練 周卓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503 職業衛生 侯宏誼, 吳煜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510 嵌入式微控制器開發: ARM Cortex-M4F架構及實作演練郭宗勝, 謝瑛之, 曲建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541 中華大數據資料採礦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第一屆潘文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596 Arduino全能微處理機實習 艾迪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9633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 林怡均編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9635 臺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14 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9705 打造A咖腦: 懂這些,工作就是比別人獨到! 加藤俊德作; 鍾淑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712 躺下的藝術 貝恩德.布倫納(Bernd Brunner)作;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7009 洞洞人去旅行 查爾斯(Lion Clown)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7016 進化V.S.重生 井上裕起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2007 全圓道次第淨土法門: 結合道次第教授而修學的淨土法門釋慶昌編撰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曲嘉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達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圓淨苑

送存種數共計：548

送存冊數共計：554

行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路



9789869027571 跟著上師去修行:在聖地菩提迦耶走過的智慧足跡曲嘉仁波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27588 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 釋迦牟尼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8188 百孝經聖訓輯要講義 (泰文版) 萬義昉等作; 翁松亮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362 笠翁對韻、龍文鞭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843 音樂腳註: 我用腳,改變法國號世界! 菲力斯.克立澤(Felix Klieser), 席琳.勞爾(Celine Lauer)作; 駱俊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9772 決戰大西北: 剖析國共內戰之西北戰場. 下篇, 赤焰燎原王立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654 813鐵血印記: 八一三淞滬會戰戰地影像紀實 滕昕雲圖說撰寫; 老戰友編輯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661 M4薛曼戰車: 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主戰車之征戰傳奇滕昕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107 牛仔界的成吉思汗: 年興紡織創辦人陳榮秋的巔峰傳奇何來美, 瞿欣怡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年興紡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戰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慧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7403 把錢花回來 趙明澤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3756 1塊錢，為什麼「值1塊錢」？ 茂木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770 日本IBM的超強簡報術:日本IBM「培養專家的專家」，教你1秒鐘傳達想法，1分鐘打動人心清水久三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800 工作要聰明,努力才有用 李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817 飯局學：吳睿穎教你用5W1H，吃出翻倍業績 吳睿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824 世界頂尖企業主管必修的15堂心理學：可口可樂、西南航空、聯邦快遞、摩根大通都希望主管具備的特質與風格。該如何掌握?提姆.歐文(Tim Irvi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831 魔鬼藏在細節裡: 職場成功關鍵30法則 詹雅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848 學好英文！我跑遍全世界賺大錢 宋壹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3855 GDP的多情簡史 黛安.柯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862 超越22K職場求生術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879 贏家邏輯 徐渭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886 靠創意不靠運氣: 不必操到死也能成功的職場秘訣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461 不存在的人 萬金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4306 太白陰經 (唐)李筌作; 林志商, 涂振茂重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4412 不朽的故事. 五, 孟子篇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多識界圖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自轉星球文化



9789866574429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解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436 不朽的故事. 六, 莊子篇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443 不朽的故事. 七, 佛陀篇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450 字詞乾坤 邱華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467 不朽的故事. 八, 論語篇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474 不朽的故事. 九, 文昌篇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481 不朽的故事. 十, 神仙篇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498 傳心法要淺解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504 周易會意. 續編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511 孟子會意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卷上 1

9789866574528 孟子會意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卷下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42535 經營戰略全史: 50個關於定位、核心能力、創新的大思考三谷宏治著; 陳昭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542 在客戶的腦中畫出一張圖: 23冠企畫女王的視覺溝通簡報術朴信榮文; 朴慧營圖; 邱敏瑤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559 22歲起,選那個不做會後悔的決定 鍾子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566 康乃爾最經典的思考邏輯課: 大數據時代,你一定要避開的自以為是湯瑪斯.吉洛維奇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573 令人著迷的生與死: 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雪萊.卡根(Shelly Kagan)作; 陳信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42573 令人著迷的生與死: 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雪萊.卡根(Shelly Kagan)作; 陳信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42580 一杯咖啡的商業啟示: 從最飽和的市場,掌握獲利與創新的祕密永井孝尚著;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580 一杯咖啡的商業啟示: 從最飽和的市場,掌握獲利與創新的祕密永井孝尚著;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597 放膽射月!全球最聰明大學「奇點」教我的事 葛如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603 世界太精采,請你趕快站出來: 30世代的勇氣與未來路怡珍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4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先覺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82034 名人,這一天 蔡漢勳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9916 傳道法師年譜 邱敏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29916 傳道法師年譜 邱敏捷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0409 竹圍仔的故事: 李啟仁先生110週年誕辰紀念專輯李豊明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3752 佛陀舍利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2427 人的風景: 婁燁(with宋琨/韋嘉/齊星) 平裝 1

9789868842434 無&存(簡體字版) 繼木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谷公館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文館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氏金鐘公族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心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心



9789866501364 寫給情人的一封信 古能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1388 了屘仔子 古能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1449 六十老人愛生死:古能豪一甲子的書 古能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280 海峽兩岸高校文化與創意論壇/紀實. 第四屆 平裝 1

9789865796280 海峽兩岸高校文化與創意論壇/紀實. 第四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43737 絕世逆女 寒武記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744 絕世逆女 寒武記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3775 絕世逆女 寒武記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3782 絕世逆女 寒武記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43799 絕世逆女 寒武記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43850 錦繡凰妃 醉瘋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867 錦繡凰妃 醉瘋魔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3874 錦繡凰妃 醉瘋魔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881 錦繡凰妃 醉瘋魔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3898 錦繡凰妃 醉瘋魔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3904 錦繡凰妃 醉瘋魔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43911 錦繡凰妃 醉瘋魔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43928 錦繡凰妃 醉瘋魔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希代多媒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671 東大實驗附中校刊. 71期 江宛倫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744 CLA 2.0: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in theory and practiceSohail Inayatullah, Ivana Milojević[著] 其他 1

9789865982928 What works: Case studies in the practice of foresight Sohail Inayatullah[作] 平裝 1

9789865982959 社會未來 陳國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82959 社會未來 陳國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904 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十二屆李命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583893 兩岸高等教育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第十二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583886 漢傳佛教研究的過去現在未來會議論文集 謝大寧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淡大財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

東大附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未來研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7807 十八羅漢圖文書. 1: 佛陀 釋滿濟改寫; 釋有紀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14 十八羅漢圖文書. 2: 舍利弗 田薏楨改寫; 跳舞鯨魚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21 十八羅漢圖文書. 3: 目犍連 陳慧君改寫; 夏宜嵐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38 十八羅漢圖文書. 4: 富樓那 釋覺旻改寫; 夏宜嵐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45 十八羅漢圖文書. 5: 須菩提 釋妙曇改寫; 蕭惠敏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52 十八羅漢圖文書. 6: 迦旃延 吳怡佳改寫; 蔡媛婷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69 十八羅漢圖文書. 7: 大迦葉 釋覺昱改寫; 釋有宏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76 十八羅漢圖文書. 8: 阿那律 釋永應改寫; 釋妙麟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83 十八羅漢圖文書. 9: 優波離 吳怡佳改寫; 跳舞鯨魚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890 十八羅漢圖文書. 10: 阿難 釋道璞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906 十八羅漢圖文書. 11: 羅睺羅 劉容秀改寫; 釋有紀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913 十八羅漢圖文書. 12: 賓頭盧 王盈堯改寫; 釋有澄, 釋有宏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920 十八羅漢圖文書. 13: 迦留陀夷 釋妙曇改寫; 許乃文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937 十八羅漢圖文書. 14: 周利槃陀伽 跳舞鯨魚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944 十八羅漢圖文書. 15: 大愛道比丘尼 妍音改寫; 王羅莎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951 十八羅漢圖文書. 16: 妙賢比丘尼 妍音改寫; 王羅莎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968 十八羅漢圖文書. 17: 蓮華色比丘尼 妍音改寫; 王羅莎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975 十八羅漢圖文書. 18: 伏虎羅漢 降龍羅漢 田薏楨改寫; 釋有宏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607 蹲在廟口遇見品牌創意: 打開廟門發現企業創意百寶箱林國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我在品牌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老師易經陽宅研究中心

佛光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309 陽宅高樓公寓化煞何知篇全書 何俊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6316 紫薇斗數七句話解四化忌星專論全書 何俊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6323 五格生肖命名法: 選擇手機號碼、密碼的奧妙 何俊德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86808 行政學概要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815 國文測驗百分百 謝金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860 全真模擬考: 高考/地方三等-稅務法規 普考/地方四等-稅務法規概要張建昭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884 一般行政複選題精華本 金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921 計算機概論歷屆試題詳解 簡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938 計算機概論混合式歷屆題庫Q&A 簡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945 犯罪學主題式題庫講座 王碩元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952 新進雇用人員考前速成(綜合行政:企業管理、國文、英文、行政學概要)公孫策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027 交通行政大意測驗Easy通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065 臺電新進雇員考前速成(機械運轉維護、機械修護類)朱武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072 臺電新進雇員考前速成(電機運轉維護、電機修護類)程金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102 經濟學新式題庫Q&A 許偉, 許碩傑編著 六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1287126 中級會計學詳論 郝強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287423 民法關鍵讀本(鐵路特考) 陳曄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454 民法關鍵讀本(司法特考) 陳曄著 平裝 1

9789861287539 民法關鍵讀本(臺電考試專用) 陳曄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775 國文精粹(郵政考試) 朱武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062 基本電學(國民營考試專用) 程金, 陳逸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116 初等: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張旭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116 初等: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張旭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志光教育文化



9789861288185 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精選測驗 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369 政治學: 秒速記憶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376 銀行考前攻略 黃炳南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376 銀行考前攻略 黃炳南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383 保健食品食品初級工程師考前速成 阮籍, 陳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390 公共政策秒速記憶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413 法學緒論(大意)秒速記憶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420 財政學秒速記憶 林泉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444 公共管理秒速記憶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468 稅務法規秒速記憶 張建昭, 鄭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475 憲法(含概要)秒速記憶 呂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482 行政學秒速記憶 陳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499 行政法秒速記憶 程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512 公共管理: 秒速記憶 王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529 會計學: 秒速記憶 陳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1288550 行政學葵花寶典(臺電考科適用) 程明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288574 觀光資源概要: 強效讀本 呂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581 警專化學 石益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598 物理(國民營考試專用) 蘇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604 物理(警察特考專用) 蘇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611 導遊.領隊實務. (一)(二) 呂行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628 物理(警專入學考試專用) 蘇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635 警專英文 郭政一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642 深入淺出: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高分攻略 劉秀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659 政治學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666 公文速成兵法 江何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673 公共政策析論(議題應用)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697 心理學(包括諮詢與輔導) 喬伊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703 本國文學概論 殷平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710 行政學析論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727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 高才訣學 高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8734 憲法24組經典主題 劉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741 行政學新編 王濬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1288772 土地法規(高普專用) 蕭華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8789 土地法規(地政士專用) 蕭華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8802 現行考銓制度體系與爭點(含公務員法) 楊易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819 公文速成兵法(司法特考) 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840 國文(測驗) 金庸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864 國文(測驗)初等考版 金庸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871 國文(測驗)司法專用 金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501 Word 2010快樂學習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518 Writer快樂學習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525 PhotoCap6快樂學習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4152 人體修鍊科學首部曲 謝繡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4152 人體修鍊科學首部曲 謝繡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良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61

宏全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6688 聖經教你做一個有智慧的企業家 葉澤一, 王學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695 CNN主播教你看國際焦點新聞學必備英語單字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749 TAKING OFF Book1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5776855 TAKING OFF Book. 2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4410019 TAKING OFF Intro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77465 真傳茅山符咒秘笈 永靖大法宗師著 平裝 2

9789866677472 創意萬年曆 張秀皪, 廖士義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489 神奇姓名學 林家驊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91039 明辯論道: 王明道的思想溯源(簡體字版) 倪步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300 回家的路 呂旻晉文; Coya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0112 保卜的邊走邊彈 保卜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松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欣芸音樂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宏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3980 提早退休25年: 揭開理財商品不為人知的驚人秘密劉憶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711 佛教學生論文 釋忠定, 釋會忍編輯 初版 平裝 第9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1175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忠貞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43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交友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67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寬仁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74 宜蘭海傳說: 海上夢幻王國.天神的旨意 張秋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81 宜蘭海傳說: 海上夢幻王國.永遠的家園 張秋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98 小學生寓言故事: 品德禮貌 錢欣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04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勤學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11 第七本相簿 蘇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28 閱讀一點靈: 深耕語文能力的二十二個小故事 廖文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59 宜蘭海傳說: 蘭陽溪的風雲.海上不安定 張秋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66 宜蘭海傳說: 蘭陽溪的風雲.藏身好過冬 張秋鳳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希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治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林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39958 跨文明對話: 葛蘭的伊斯蘭理念與人文主義話語B吉爾.卡羅爾(B.Jill Carroll)著; 葉大瑾譯 平裝 1

9789868339965 Living the peace: contributions of gulen-hizmet movement to the world civilizationsNabil Chang-kuan Lin, Ching-ming Lin[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950 幫我記得 詠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0815 行.攝.靜觀 羅嘉文, 范姜秀桂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4114 <>綱要: 八事七十義講記 釋法音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87600 新約希臘文十七堂課 麥安迪(Andrew McCafferty)作; 成仁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617 講道與聖經神學 克羅尼(Edmund P. Clowney)著; 駱鴻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624 信仰的基石: 關於上帝的問答 朵拉.馬聖蒂(Dortha Musante),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杜昀睿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631 神聖盟約: 聖約神學初探 麥克.布朗(Michael G. Brown), 扎克.基利(Zack Keele)著; 王一, 駱鴻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648 自我形象: 如何克服自卑感 派羅(Lou Priolo)作; 王之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655 傷痛: 學習接受生命中的損失 艾瑞奇(Howard Eyrich)作; 王之瑋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音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吾皇多媒體行銷



9789866687662 害怕: 掙脫恐懼的枷鎖 派羅(Lou Priolo)作; 王之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679 苦毒: 汙染之源 派羅(Lou Priolo)作; 王之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686 操控: 如何回應別人的掌控 派羅(Lou Priolo)作; 王之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693 自私: 從愛自己到愛鄰舍 派羅(Lou Priolo)作; 王之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09 欺騙: 棄絕說謊 派羅(Lou Priolo)作; 王之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16 評斷: 草率或公正 派羅(Lou Priolo)作; 王之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23 信仰的基石: 上帝的奇妙圖書館 朵拉.馬聖蒂(Dortha Musante),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林千俐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30 默想受苦十架: 追溯基督的加略山腳蹤 弗雷德里克.李海(Frederick S. Leahy)作; 鍾越娜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85925 Microwave active circuits design Man-Long Her[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4812 <>段富軒低音號獨奏會樂曲詮釋 段富軒撰寫 平裝 1

9789868444829 <>段富軒低音號獨奏會樂曲詮釋 段富軒撰寫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1907 漂泊與追尋: 顧肇森的文學夢 陳榆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1938 實用英文寫作 曾春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1945 趨勢未來新策略 歐崇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1952 上班二三年開始減壓過生活: 38則職場幸福小練習佳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1969 國族迷思: 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 符杰祥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育英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低音號



9789869181983 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 1930年代臺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白春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1990 詩藝錄 舒蘭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63067 民間文學的整體研究 劉錫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19 存在與言說: 中國當代小說散論 王德領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33 周作人研究九十年 黃開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71 尋詩vs尋思 向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88 原住民族文學的非典型現象: 以達德拉凡.伊苞、董恕明以及阿綺骨為例林瑜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95 情慾之間: 海派小說的性愛敘事 韓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5302 追尋文學的肯定性 陳曉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8594 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 臺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林佩苓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8686 死時誰為你哭泣: 101則以終為始的人生智慧 羅賓.夏瑪(Robin Sharma)著; 鄭煥昇, 蜜蠍兒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63712 我們下定決心讀書的理由: 100位一流名校考取生如何念書、如何生活楊賢等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729 跟任何人都能打好關係: 把平凡聯絡人變超強人脈的整理課尹善鉉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4600 沉默: 臺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 陳昭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215 核彈MIT: 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 賀立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246 無窮奶奶的富足人生: 不用錢, 只需交換! 海德瑪麗.施維姆(Heidemarie Schwermer)著; 管中琪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我們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秀威資訊科技



9789869125253 當單眼愛上複眼: 看見最精美的大自然 楊維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533 華盛頓內科學手冊 Hemant Godara等作; 田豐銘等譯 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3564 ACSM's銀髮族運動指引 Wojtek J. Chodzko-Zajko作; 彭雪英, 杜清敏譯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2573 左兒的奇幻冒險之旅: 我在Bethel school的日子 左聿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15513 孩子教我的那堂課 楊映淳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9115520 如果沒有神 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作; 黃大業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72044 心理諮商師: 拉開診療室的布簾,窺見心的療癒面貌最相葉月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051 所有煩惱都是人際關係的煩惱: 用漫畫輕鬆讀懂你需要的阿德勒向後千春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075 用漫畫輕鬆讀懂阿德勒職場勇氣心理學 岩井俊憲著; 深井Aki繪;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075 用漫畫輕鬆讀懂阿德勒職場勇氣心理學 岩井俊憲著; 深井Aki繪;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082 一週七天的心理學, 找回原本美好的你 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099 科青的趕時間科學教室: 解答最奇怪的問題、永不退流行的謠言,和無法解釋的現象米契.莫菲(Mitchell Moffit), 葛瑞格.布朗(Gregory Brown)著; 林步昇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沃特庫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希望之聲文化



9789869044844 普門自在: 公案拈提集錦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260 幻隅: 劉家瑋 劉家瑋[作] 平裝 1

9789869112277 墨.彩: 限界 吳軒慧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237 新天堂美術館 李清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244 24hrs吃在臺南 DarkBringer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7670 機器人世界. 1, 機器人運動會. A冊 貝登堡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7687 機器人世界. 1, 機器人探險樂園. B冊 貝登堡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7694 機器人世界. 1, 機器人城市生活. C冊 貝登堡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405 機器人世界. 1, 機器人設計實驗室. D冊 貝登堡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91494 原理講論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9191500 信仰與生活 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9191517 原理故事. 上, 國民小學教材: 神的故事(彩色版)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貝登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言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希甦文化



9789579191524 原理故事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編著; 鐘美香翻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191531 天愛一生: 李耀翰牧師傳記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32755 八仙的故事 郭士宏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299208 全日語交換學生留學手冊 樂大維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134 卓彌.釋迦益西大譯師 釋迦拉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141 瑪爾巴大師傳 釋迦拉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1317 文化形象與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選. 2015 陳盈儒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911324 文化表徵與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選. 2014 陳盈儒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911348 休閒新視野,跨界新思維.國際休閒創意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5黃蕙娟, 顧兆台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育達科大應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慈佛教文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宏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貝塔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1355 育達科技大學應用日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北見吉弘, 陳慧瑩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1357 剎那定格: 給初學攝影朋友的叮嚀 區國強作 平裝 1

9789868581364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第九期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編審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8581364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第九期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編審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8581371 文化傳播與文化行銷學術研討會論文選. 2012 華文傳播與創意系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581395 跨文化管理之應用 胡桂玲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7818 幸福の宿 劉綵荷等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616 第一次自助遊日本超簡單 吳秀雲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623 義大利玩全指南 林玉緒等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630 沖繩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647 倫敦玩全指南 Double L.觀光客不知道的倫敦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654 第一次自助遊美國超簡單 李思嫻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661 超人爸比征服全臺玩 寶寶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678 東京鐵道日歸小旅行 陳郁屏, 陳維玉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685 搭地鐵玩首爾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692 巴黎玩全指南 廖苑伶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708 新加坡花小錢玩很大 萬頻文字; 顏繼強, 魏寶琳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715 開除老闆!不上班打造自在人生 韓小蒂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722 搭JR山手線玩東京 林倩伃文字攝影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商業科大



9789863490739 香港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746 祕密的甜點家 斑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746 祕密的甜點家 斑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753 大阪神戶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760 天然食材對症養生 趙廣香, 張偉, 雙福編寫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784 植物學家教你吃得更安心 史軍文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0008 初級寶典系列: 精選單字/片語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78133 Hippo Math(Green)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140 Hippo Math(Green)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8157 Hippo Math(Green)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78164 Hippo Math(Green)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78171 Hippo Math(Green)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78188 Hippo Math(Orang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195 Hippo Math(Orang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8201 Hippo Math(Orang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78218 Hippo Math(Orang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78225 Hippo Math(Orang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78232 Hippo Math(Purpl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249 Hippo Math(Purpl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8256 Hippo Math(Purpl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5

吳爾夫國際文教



9789574778263 Hippo Math(Purpl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78270 Hippo Math(Purple)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文]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78287 Beyond the Sky Student Book Gerry du Plessls, Inez Cheng, Vincent Hsu[編]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294 Beyond the Sky Student Book Starter Gerry du Plessls, Inez Cheng, Susan Lee[編] 1st.ed 平裝 1

9789574778300 Beyond the sky StudentBook Gerry du Plessls[編]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8317 The forest 1st.ed 精裝 1

9789574778324 EFL 5: Reading Keith Beckett, Ben Marquis[文]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331 EFL 5: Reading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文]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0101 愛的成功寶典 俠客烏鴉C.L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1148 博雅與融通: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王祥穎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7503 時尚男士髮型 平裝 1

9789869187510 時尚造型美容美髮百科全書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榮陶藝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貝爾莎莉美容美髮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1

杜爾



9789869168700 臺灣交趾陶吳榮 陳品合, 廖呈韋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168700 臺灣交趾陶吳榮 陳品合, 廖呈韋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1049 吳鳳學報. 第二十期 李永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230 中國-歐盟發展援助關係研究 葉怡君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0805 包膜達人操作手冊 張博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18596 許那畫集 齊樂樂文字編輯; 祁夫潤翻譯 精裝 1

9789572818596 許那畫集 齊樂樂文字編輯; 祁夫潤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704 達摩百態: 葉國鋌陶藝印象 葉國鋌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沁德居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沃德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克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車膜王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吳鳳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5400 自我領導力3年級活動手冊 富蘭克林柯維公司教育部門製作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9493 上館子必點中菜 陳楓洲食譜作者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615 燜燒罐的魔法料理:100種省時節能的無油煙美味薛文龍著 平裝 1

9789866199622 第1本素西餐料理書 李耀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639 療癒舒壓的美好時光 朴英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2318 SHADOW神光乍現 邱德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5536 史上最強英文閱讀單字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543 史上最強職場英語 鄧靜葳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迅騰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宏擘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沛德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邦聯文化



9789869178808 QR系列: 學測自然科滿級分影音秘笈 學測自然科師資團隊編著 二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607 良心一斤多少錢？ 文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529 一日宜蘭人: 親水樂農、依山傍海、舊城慢遊的理想生活果力文化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1536 名廚出任務!翻轉餐桌的飲食革命: 傑米.奧利佛飲食基金會,教你打造美味餐桌、親子廚房、學校菜園郭又甄, 張簡如閔, 蔡奕屏合著; 果力文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1543 小小廚房酷食育: 孩子的第一堂食育課,在遊戲中認識食物,動手做料理,玩出健康力!Mini Cook迷你酷兒童食育生活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83937 真証與謊情 黃胤禎著 增修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19329 故鄉事還記得 吳慶杰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19336 做文化顯祖宗 吳慶杰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山面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山科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山自然科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谷靈



9789868383944 大自然法治的天例 黃胤禎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2577 英文閱讀與寫作實用導引 鄭宗諭, Wayne W. Wodrich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4271 細說鯊魚與其他海洋動物 DK出版社作; 黃彼得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003 臺北松山慈惠堂: 開山宗師郭葉子 王介芸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930398 餐旅英文與會話(九十七年職校課綱) 黃招憲, David Walter Goodman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930923 英文自學手冊(八課版). B版 張清秀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930954 左海鉤沈 劉正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0978 職業學校英文(B版)(八課版) 陳美伶等編著;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1930732 臺灣佛教一百年 闞正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050 英文自學手冊(八課版). B版 張清秀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931067 老子: 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 劉笑敢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1074 墨子 王讚源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山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阜士特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山



9789571931081 哲學演講錄 吳怡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931098 海德格 項退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1111 莊子的生命哲學 葉海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0824 牧場實習. 二 鄭三寶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142 莊子 吳光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159 自說自畫. 二, 彩墨詩韻之承與變 高木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166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張瑋編著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571931173 宗密 冉雲華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05173 禁斷關係 : 妖之僕 DARK櫻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180 八百鬼. 9, 聖殿騎士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227 妖的忍法帖. 2, 戶隱鬼女!夜牡丹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234 鬼尾巴: 人偶村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241 屍城: 鎮魂曲 Doki Dok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258 同學會: 凶手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265 新黃泉委託人. 4, 頂尖對決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272 美男週年慶: 男公關戀愛守則. 4 原惡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289 亡魂: 鎮魂曲 Doki Dok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296 死胖子: 鬼開眼 馬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02 赤神傳 紅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19 殺手不二價. 5, 指甲刀殺手 鐘小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26 獸鬼城: 末日列車 羅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33 讀者來信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40 鬼界教條: 淡定鬼 鐘小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57 淵葬島: 五鬼位 乙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明日工作室



9789862905364 討鬼債 D51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71 山難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88 謊殺 尾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395 鬼陰緣 馬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01 辦公屍 柚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18 地獄人魚: 求愛卡陰妹 薔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25 妖的忍法帖. 3, 四凶獸!燦蓮華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32 八百鬼. 10, 武神降臨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49 三年闇班 路邊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56 妖瞳. 7, 狐妖劫 圈羊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63 戀愛季.戀愛實習生 D51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70 童話體魘館 燕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87 我的短刃抽出,便是長長的一生 張英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494 城主逆天 邢墨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87 楊無敵 慕容無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1748 莊子說 蔡志忠漫畫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07276 孔子說 蔡志忠漫畫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07283 老子說 蔡志忠漫畫原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0543 財務風險管理初探 戴允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0260 加利波利的回聲 莫里斯.沙伯特(Maurice Shadbolt)作; 丁迺靜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中文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亞允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09891 武裝中學生2045: 夏 岡本夕クヤ作;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90719 臺北之戀: 阿蘭的第二春 徐夢筆作 平裝 1

9789862390726 歡喜禪: 開發生命能量的泉源 陳常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90733 浯江花月夜 吳鼎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1806 金色的聖山 袁紅冰作 平裝 1

9789868971813 自由在落日中 袁紅冰作 平裝 1

9789868971820 燃燒的安魂曲 袁紅冰作 平裝 1

9789868971844 西門世紀.百年風華: 臺南市西門國民小學百年校史臺南市西門國民小學編著 精裝 1

9789868971851 臺灣大劫難 袁紅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1868 被囚禁的臺灣: 「三.一九槍擊案、紅衫軍、扁案」,「中共主導、國共聯手」幕後真相大解密!袁紅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6752 漢字古義今意每日一字. 第一輯 曾彬儒作 平裝 1

9789869086769 漢字古義今意每日一字. 第二輯 曾彬儒作 平裝 1

9789869086776 漢字古義今意每日一字. 第三輯 曾彬儒作 平裝 1

9789869086783 漢字古義今意每日一字. 第四輯 曾彬儒作 平裝 1

9789869086790 決戰二0一六: 創建「臺灣共和國」自由臺灣的唯一生路袁紅冰著 平裝 1

9789869173902 六四之殤: 袁紅冰小說體自傳 袁紅冰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5235 Workplace English: listening & speaking. book 3 Ryan Campbell, Guy Redmer, Joe Henley[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5426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965617 New English for life and work David Vickers, Michael Vergara, Whithey Zahar[編]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965624 The last knight Guy Redmer[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0200 東方書畫學會專集. 二 張淑雅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0927 血歌二部曲: 高塔領主 安東尼.雷恩(Anthony Ryan)著;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80934 都市傳說. 5, 裂嘴女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941 是誰在說謊 卡莉雅.芮德著;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958 亞特蘭提斯.基因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965 亞特蘭提斯.瘟疫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972 亞特蘭提斯.新世界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996 審判者傳奇. 2, 熾焰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116 生死谷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183123 生死谷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183130 生死谷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方書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5326 名揚視海.東風再現: 國際華文研討會論文集. 2013何孟穎, 呂文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5364 驚奇的連續形態: 何孟穎多面體系列創作展作品集何孟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5319 「名揚祝海.東方再現」國際海報設計展作品集. 2013楊欽榮專輯主編 平裝 1

9789866415371 「新朝科技.創意東方」國際海報設計作品集. 201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5289 光的饗宴: 宋璽德作品集 宋璽德作 平裝 1

9789866415302 11th international detail design in architecture conferenceShu-Ming Wu等[作] 平裝 1

9789866415340 產業設計行銷與創新服務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5395 文創.生活 東方設計學院設計產學中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上 1

9789866415401 文創.生活 東方設計學院設計產學中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下 1

9789866415418 文創.生活 東方設計學院設計產學中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415425 文創.生活 東方設計學院設計產學中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415432 文創.生活 東方設計學院設計產學中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415456 產業設計行銷與創新服務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5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所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方設計學院福田繁雄設計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方設計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10

東方設計學院美術工藝系



9789868572492 邏輯即戰力: 75個謬誤幻術,讓你說話有說服力、話術有免疫力、辯論有戰鬥力、談吐有魅力梅森.皮里(Madsen Pirie)著; 蔡依瑩譯 平裝 1

9789869092104 別讓畢業變失業: 有了博士學位還不夠,你更需具備學術和業界的生存力彼得.費貝爾曼(Peter J. Feibelman)著;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111 英文寫作風格的要素 威廉.史壯克(William Strunk Jr.)著;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135 在「客廳」培育出雙語兒童：八大法則，讓你的孩子英文一級棒羅派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142 愛上作文: 學會想像、思考、書寫、表達 王瓊璜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159 學會說話,你贏定了!: 笑傲職場與生活的辯論藝術喬納森.赫林(Jonathan Herring)作; 吳煒聲譯 平裝 1

9789868572447 學會思考,你贏定了!: 45個讓你站穩立場的論證法則安東尼.威思頓(Anthony Weston)著; 王志弘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071008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0419 早安新聞: 女主播天堂 小林拓己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2314 貧窮公主又怎樣? 鬼塚たくと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6763 極樂女子宿舍 宮崎摩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1379 最高機密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41386 最高機密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1799 春VS.夏的戰爭 武田寸作; aitsae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7791 貓娘道草日記 いけ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0043 第七女子會徬徨 茅花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3235 通靈童子0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6267 末日救世主Kappei 若杉公德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6519 魔法少女普莉堤☆貝兒 Kakeru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27363 時空建築幻視譚 冬目景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254 匠三代 倉科遼原作; 佐藤智一作畫; 韶安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8278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29732 英雄傳說: 空之軌跡 啄木鳥しんき漫畫; 日本ファルコム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9749 英雄傳說: 空之軌跡 啄木鳥しんき漫畫; 日本ファルコム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東立



9789863370567 萌少女的戀愛時光 私屋カヲル作; 柳佳鈴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0925 同窗生 柴門ふみ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932 同窗生 柴門ふみ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0949 同窗生 柴門ふみ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1168 幻海奇情 田村由美作; 黃萱惠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71380 三隻眼的夢二 大塚英志原作; ひらりん作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1397 三隻眼的夢二 大塚英志原作; ひらりん作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1403 三鬼本家的餐桌 犬童千絵作; 林琬清譯 平裝 1

9789863371625 進擊的巨人OUTSIDE攻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372387 黑鐵 池沢春人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2394 黑鐵 池沢春人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2462 ReverSal: 逆轉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479 ReverSal: 逆轉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278 BE DASH！向前衝！ 棚橋なもしろ作; Aitsae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3292 我老婆是學生會長! 中田ゆみ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773 R-中學生 ゴトウユキコ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4060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74176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4978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篠原健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75227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5388 雙面文學少女 天乃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395 雙面文學少女 天乃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685 絕對☆靈域 吉辺あく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6422 魔偵探洛基RAGNAROK: 新世界的眾神 木下さくら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6941 ANOREXIA: 志果羽華子得了厭食症 日日日x nini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7061 現視研: 二代目之五 木尾士目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77221 星際之門守護者 今野仁原作; 奧田ひとし作畫;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7238 星際之門守護者 今野仁原作; 奧田ひとし作畫;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7245 星際之門守護者 今野仁原作; 奧田ひとし作畫;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7337 WILD.HONEY.WORLD: 荒島.甜心.世界 後藤晶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8006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9072 萌鬼娘 近江鋸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355 新戀愛白書. IV 板橋雅弘, 玉越博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9577 妖怪便利商店 ヒライユキ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9614 烏龍麵之國的金色毛毬 篠丸のどか作; 管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812 家電女: crazy for home electronics　　 西山優里子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829 家電女: crazy for home electronics　　 西山優里子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0105 JUMBOR重機人間 武井宏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0419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1232 灰色羅曼史 楠木夏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1331 小鎮醫生JUMBO!! 越野涼作; 光依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1607 親吻犬神姬 宮田綋次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614 親吻犬神姬 宮田綋次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690 我在麻理體內 押見修造作; 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782 AREA D異能領域 七月鏡一原作; 梁慶一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904 住職系女子 竹內七生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911 住職系女子 竹內七生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178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りすまい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2741 塗鴉日記 東村明子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758 塗鴉日記 東村明子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2833 富士山同學正值思春期 オジロマコト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840 富士山同學正值思春期 オジロマコト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3007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3014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483076 浮戀 糸杉柾宏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3410 你的歸處 久織知慎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3793 星媽該做的事 星崎真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809 星媽該做的事 星崎真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219 偷x看 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714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4851 我們都是超能者! 若杉公德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5025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5087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485094 戀愛這回事 辻田里々子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7289 頂尖明醫 橋口隆志原作; 入江謙三取材;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485957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原作; 福原蓮士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6084 金魚草之池 須藤真澄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3486374 P&JK: 警察與女子高生 三次真希作; MU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6848 精英搜查官 新條真由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6930 琴浦小姐 えのきづ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7203 劍之女王與烙印之子 杉井光原作; あきやまねねひさ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7456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488316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鍋島雅治, はしもとみつお作; 吳侍賢譯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488880 你想殺死我嗎? シギサワ力ヤ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897 你想殺死我嗎? シギサワ力ヤ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290 魔法足球 佐久間力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489351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李彥樺譯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489399 Baby steps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489610 死刑執行者 幸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627 死刑執行者 幸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027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0300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0317 甜甜圈貓 コザキユ一スケ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0324 少年同盟 堀田きいち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0508 反面王子 鈴木有布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515 反面王子 鈴木有布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867 放課後的病歷表 日生麻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874 放課後的病歷表 日生麻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935 Golondrina鬪牛悲歌 愛思雁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942 Golondrina鬪牛悲歌 愛思雁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277 土木系純情娘 塩森惠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284 土木系純情娘 塩森惠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307 終焉之笑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3651512 再生魔人 和月伸宏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1710 辻堂的純愛之路 黑柾志西漫畫; みなと力一ニバル原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727 辻堂的純愛之路 黑柾志西漫畫; みなと力一ニバル原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789 撿到一隻鬼 金野斗飛呂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796 撿到一隻鬼 金野斗飛呂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864 屬於我的瞳 村上左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651994 少年洛克 五味秀数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007 少年洛克 五味秀数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038 帕瑪洛餐廳之事件簿 近藤史惠原作; 原尾有美子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274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652359 終焉之栞 スズム原作; 結城あみの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2571 在宅偵探福爾摩斯 青色イりコ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625 帝都☆男孩 宮城理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625 帝都☆男孩 宮城理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632 帝都☆男孩 宮城理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786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52793 靈媒老師在身邊 松本英吉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52809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652809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653042 小湊的未來∞ むらたたいち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059 小湊的未來∞ むらたたいち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158 10 count 宝井理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264 男子水泳社 木內辰哉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271 男子水泳社 木內辰哉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493 閒聊話 新井理惠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3653509 少年芝的煩惱 木村光博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516 少年芝的煩惱 木村光博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530 花咲小姐求職日記 小野田真央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547 花咲小姐求職日記 小野田真央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608 JUMBOR重機人間 武井宏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3912 這是戀愛故事 Chika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3936 問題小子孫六 貞安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3654124 吸血鬼僕人 田中ストライク作; 李文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4162 NO GAME NO LIFE 遊戲人生.6, 聽說遊戲玩家夫妻向世界挑戰了櫌宮祐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654339 七彩烏鴉 秋乃茉莉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346 七彩烏鴉 秋乃茉莉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575 像藤代這樣的女生 湯木乃仁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582 像藤代這樣的女生 湯木乃仁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629 IPPO一步 えすとえむ作;韶安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636 IPPO一步 えすとえむ作;韶安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735 三角窗外是黑夜 山下朋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766 色誘爹地 梅沢はな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3654810 BIRDMEN鳥男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957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655138 進擊的巨人: before the fall 諫山創原作; 士貴智志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5206 隱形交境曲 成田良悟原作; 天野洋一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282 怎麼啦?河本小姐! 目黑三吉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541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655589 非戰特攻隊 岩永亮太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655596 神通小偵探 加藤元浩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655701 小小初音未來 みなみ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5718 無重力交流 大柴健作; 林志昌譯 0 第1冊 1

9789863655725 無重力交流 大柴健作; 林志昌譯 0 第2冊 1

9789863655756 龍翼騎士 寺田晃輔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763 龍翼騎士 寺田晃輔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5794 南風 森永愛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5800 軍師x彼女 洋介犬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831 時鐘機關之星 櫌宮祐, 暇奈椿原作; ク口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5893 惡之華 押見修造作; 猴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5930 Tales of xillia side;MILLA バソダイナムグームス原作; hu-ku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5961 終極感應 たかしげ宙, DOUBLE-S作; 李彥樺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655992 南國湯姆索亞 UME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005 南國湯姆索亞 UME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135 RIN: 凜 Harold, 作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142 RIN: 凜 Harold, 作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197 Days 安田岡士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203 Days 安田岡士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265 瑪莉亞x瑪莉亞 河方薫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272 瑪莉亞x瑪莉亞 河方薫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333 瞄準目標! 篠原知宏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340 瞄準目標! 篠原知宏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388 少年怪廚 小林有吾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395 少年怪廚 小林有吾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661 就這樣成為新娘了 小出真朱作; 林琬清譯 平裝 1

9789863657002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658672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657095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作; 及川徹漫畫 ; 陳姿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7262 勇者凜的傳說 琴平稜原作; 小林徹郎作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347 囚人與紙飛機: 少年悖論 紅村岬作; 猫口眠@囚人P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7545 世紀末的大預言者 善內美景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552 世紀末的大預言者 善內美景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583 鄰座的山田同學 古閑裕一郎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7743 學園爆笑王 森田真法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58016 找到你了 桃川紗奈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3658030 人類領域的支配者 塩野干支郎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047 人類領域的支配者 塩野干支郎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146 圓眼小兔 豆芽作; 黎蕙慈譯 平裝 1

9789863658153 第一次也不錯 今井康絵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658177 瑪塔小姐的飽食日記 高尾Jing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177 瑪塔小姐的飽食日記 高尾Jing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184 瑪塔小姐的飽食日記 高尾Jing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214 銃聖器: 絕倫破壞者 友吉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221 銃聖器: 絕倫破壞者 友吉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313 鶴龜助產院 小川系原作; 有田直央漫畫;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658351 東遊記TO-YU-KI ツタラマサコ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3658368 其實我是... 增田英二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375 其實我是... 增田英二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450 修羅的禮服 寄田美幸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467 修羅的禮服 寄田美幸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559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8559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8559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8559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8559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8566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 舞阪洸原作; 村松麻由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8719 莫可與扭曲的殺人犯 反転邪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726 莫可與扭曲的殺人犯 反転邪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099 修羅場戀人! 岸杯也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59204 貓咪變姊姊 奈良一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211 貓咪變姊姊 奈良一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266 8♀1♂8女1男 咲香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273 8♀1♂8女1男 咲香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433 尼采大師兄: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商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卜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457 薔薇色社員的私生活 高井戸あけみ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9501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佐倉はなつみ, 倉木雅弘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556 動感假面 臼井儀人角色原作 ; 西脇だっと漫畫 ;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617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柳实冬貴原作; 華尾ス太郎作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693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漫畫版) 健速原作; 有池智実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952 赤與燈皆有詭異 七生漫畫; HaccaWorks*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0000 壞心眼的男孩似蜜糖 畑亞希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017 壞心眼的男孩似蜜糖 畑亞希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178 多國籍女子高 空絵組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185 多國籍女子高 空絵組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284 高球天才 七三太朗原作; 向山知成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291 高球天才 七三太朗原作; 向山知成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307 我與美貌律師的冒險 成島由利作; aitsa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314 我與美貌律師的冒險 成島由利作; aitsae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345 姊姊的妄想日記 田口健二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352 姊姊的妄想日記 田口健二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420 靈感! 瀬田ヒナコ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437 靈感! 瀬田ヒナコ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468 一起用餐吧! 高野聖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475 一起用餐吧! 高野聖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482 Arve Rezzle 機械妖精 山口優原作; 天羽銀漫畫;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3820659 長騎美眉 三宅大志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666 長騎美眉 三宅大志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734 南島三角戀 華谷艷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820826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820994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821045 帥氣男友: 學園王子 梅沢はな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821083 嵐之傳說 佐藤将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090 嵐之傳說 佐藤将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113 再見了,善良的紙鶴 有永稻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3821151 迷糊邱比特 山下文吾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250 BRAVE10S: 真田十勇士S 霜月灰吏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1274 魔彈之王與戰姬(漫畫版) 川口士原作; 柳井伸彥作; 謝怡苓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1748 ILLEGAL RARE 非法稀有種 椎橋寬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755 ILLEGAL RARE 非法稀有種 椎橋寬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793 小說家與家政夫 梶ヶ谷ミチル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821830 昇道解錠執行人 新條漸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847 昇道解錠執行人 新條漸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892 少年斑比 高橋真子作; 郝致均譯 平裝 1

9789863821908 閃亮娃娃 一瀨流花原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915 閃亮娃娃 一瀨流花原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939 從小開始戀上你 春木さき作; 李巧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977 妄想持家的道長同學 志賀伯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097 FAIRY TAIL魔導少年:大魔鬥演武後,各自渡過的一日真島浩原作.插畫; 川崎美羽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134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455 Half & Half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479 王國之子 びっけ 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660 一點也不懂我的心 菊屋きく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822677 同事是甜食王子 龍華哲作; MU譯 平裝 1

9789863822769 炎熱夏天的故事 小野アンビ作;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3822790 樓下的腐男子 黑岩チ八ヤ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822851 小僧來參訪! 山本小鉄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875 你就是我的全部 西田東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3483 我們這一家 はらえいこ作; 江荷思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823865 男子同居日常 西形真依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4398 請溫柔地告訴我 井戶ぎほう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824435 腹黑聲優的戲語 桜庭ちど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824503 通靈童子FLOWERS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4527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824534 再生魔人 和月伸宏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4541 如果折斷她的旗 竹井10日原作; 凪庵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4893 小虎仔的大冒險 春野アヒル作; 程馨頤譯 平裝 1

9789863824954 無量天擇 鐵柱 平裝 1

9789863825005 影子籃球員 TV動畫版角色書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616 事件記者兔兔子! 丸山薰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623 事件記者兔兔子! 丸山薰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293 開始戀愛吧 桜庭ちどリ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826309 愛上謎團的年紀 秋葉東子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3826521 豔麗的女子 富明仁作; 林琬清譯 平裝 1

9789863826545 最愛鄰居的惡夢 安住だいち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552 最愛鄰居的惡夢 安住だいち作; 刻托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576 高高低低少女心 原鮎美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583 高高低低少女心 原鮎美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606 女王桃樂絲 雅紳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736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林琪禎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826767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826866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826903 將太的壽司2 World Stage 寺沢大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7603 灰姑娘的故事 水名瀨雅良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610 灰姑娘的故事 水名瀨雅良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7658 SUGAR DARK甜蜜與黑暗 恋煩シビト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3828020 月影BABY 小玉由起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8099 水色、空色 慎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8136 鐵之王 佐野隆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8143 任性的千層派 ちさこ作;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3828167 鐵路便當之旅THE BEST. 夢寐以求的頂級海鮮篇櫻井寬監修; 早瀬淳作畫;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3828433 愛情的形態 鈴本ノンキ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3828471 高出地面10公分 日野ガラス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828648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828662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8709 亞爾斯蘭戰記 荒井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8754 灌籃少年. III 八神浩樹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828778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8785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828792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828808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8815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828822 聖哥傳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9430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1

9789863829959 新戀愛白書...之前的季節 板橋雅弘, 玉越博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829966 盾之勇者成名錄 藍屋球作; アネユユサギ原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081 鐵路便當之旅The Best. 全國地方私鐵篇 櫻井寬監修; 早瀬淳作畫;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4310111 屍體派對CEMETORY 0: 空前的死亡術 いちはや漫畫; 祁答院慎原作.監修;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135 龍族教義: PROGRESS 平野博寿, CAPCOM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142 龍族教義: PROGRESS 平野博寿, CAPCOM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203 屍體派對 紗知子戀愛遊戲 Hysteric Birthday 2U 祁答院慎原作; 柴田燕ウ, 5pb.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241 相對的伊勢田君 会川フゥ作; 王昱婷譯 平裝 1

9789864310258 箱子裡的草食兔 千葉たゆり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310289 看門狗的調教方法 待緒イサミ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0296 就愛對你惡作劇 むつきらん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4310739 御神樂學園組曲 Last Note.原作; 沙雪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746 御神樂學園組曲 Last Note.原作; 沙雪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791 Collectors戀物女 西UKO作; 韓珮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937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44冊 1

9789864310944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0968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0982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311095 UQ HOLDER 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1118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311132 鐵之王 佐野隆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1149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1156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311163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1170 龍狼傳. 中原繚亂篇 山原義人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311187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311231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311248 馥桂吉祥 依歡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262 理想上司的秘密 砂河深紅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4311279 愛上你只好認栽了!! 梅沢はな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4311293 初戀同盟 夏河シオ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311415 病嬌少女與我的戀愛戰爭! 非瓴作 平裝 1

9789864311415 病嬌少女與我的戀愛戰爭! 非瓴作 平裝 1

9789864311415 病嬌少女與我的戀愛戰爭! 非瓴作 平裝 1

9789864311422 我憧憬的戀情被病嬌徹底毀滅!? 啞鳴作 平裝 1

9789864311422 我憧憬的戀情被病嬌徹底毀滅!? 啞鳴作 平裝 1

9789864311439 中了40億圓樂透的我要搬到異世界去住了 すずの木くろ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446 我在異世界裡面臨輔助魔法與召喚魔法的選擇 橫塚司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460 銀閃戰乙女與封門公主 瀨尾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1484 軍師無所不知 タン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507 銀之十字架與吸血姬 十月ユウ作; 石學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1521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6, 琉璃色的二度契約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311538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文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1545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VII, 黑之女神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311552 不可以玩這種遊戲!. 3, 要是沒穿褲褲,就會擾亂風紀岩波零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311569 神明大人的工作 幹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1576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311583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1606 前任勇者想隱居 井々田K作; 張以潤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613 排球少年!!小說版!!. IV, 各自的暑假 古舘春一, 星希代子作; 曾鳳儀譯 平裝 1

9789864311620 薔薇與親吻 杉原理生作; KamuKamu譯 平裝 1

9789864311637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10集 1

9789864311828 四十四個夢 賴安[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146 幽界靈語 藤崎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207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214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245 凡爾賽玫瑰 池田理代子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2290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312306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312313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312320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312344 出包王女DARKNESS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312382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312405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312412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312429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2436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0冊 1

9789864312795 K: 青之日常 GoRA GoHands原作; 黒榮ゆい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825 雪之女王與5個碎片: 夢裡的安徒生童話 箱知子作; 程馨頤譯 平裝 1

9789864312900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億章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917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億章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948 黑色流星 小跳步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3174 青色紀念 尾上与一作; Y.S譯 平裝 1

9789864313181 速記愛情 一穗ミチ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4313198 萬事包辦退魔士的還債計畫. 2, 縛魂少女 SOW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313204 DEGEN MÄDCHEN銘刀少女. 1.臺場,兩斷 田口仙年堂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864313211 我無法說明她有貓耳與尾巴的理由。 三上康明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228 千嫁喵物語 マサト真希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3235 屍體派對Blood covered repeated fear Team GrisGris, 5pb., 都築由浩作; 林憲權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4313242 我們的存在: 有你的季節 高瀨由乃香作; 文渠譯 平裝 1

9789864313259 勇者和魔王的客廳之戰 緋月薙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266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3273 歌姬少女的創樂譜 雨野智晴作; 陳姿瑄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3280 究極初心者. 1, 等級1的最強劍士 田尾曲丈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313297 悠久騎士. IV, 袚咎之水衣 七烏未奏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313303 我的姊姊有中二病. 3, 暑假合宿導致人類滅亡!? 藤孝剛志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864313310 舞風的鎧姬 小山タケル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3327 七曲七海的奇妙祕密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蕪村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334 實境網遊(VRMMO)的課金無雙 鰤/牙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3341 羽月莉音的帝國 至道流星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3358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3365 百花繚亂. 卷之拾肆 すずきあきら原作; 石學昌譯 平裝 1

9789864313501 福禍少年 岳印作 平裝 第4集 1

9789864314188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314218 武道狂之詩 喬靖夫原著; 夢馬工作室漫畫 平裝 第14集 1

9789864314225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54集 1

9789864314263 假面教師BLACK 藤沢亨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253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315413 白銀龍王的搖籃 ツガワトモタカ作; 林以庭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5420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5437 IDOLISING 偶像擂臺! 広沢サカキ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5482 GOD W(ˋ．ω ．ˊ)RLD-神之世界 吉村夜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499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5512 機巧魔神. 13, 櫻花飄散 三雲岳斗作; 曾鳳儀譯 平裝 1

9789864315536 我的宅女神 すえばしけん作; 石學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5543 魔王的我與不死公主的戒指 柑橘ゆすら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5550 冰雪少女. 2, 冰雪少女憤慨不已 山田有作; 陽詠婷譯 平裝 1

9789864315567 我的欲望(女主角)難以招架 天音マサキ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5574 秋色 朝丘戾作; 羅怡蘋譯 平裝 1

9789864315581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315598 我在週末與龍冒險 星見圭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315604 進化果實: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 美紅作; 梅應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611 人生第4章 川岸殴魚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315628 東京闇鴉. 10, BEGINS/TEMPLE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316427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11集 1



9789864316540 十二機子 黃亞[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6203 大叫都是忍者的男孩 艾力克斯.拉提蒙(Alex Latimer)文.圖; 黃又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210 企鵝到底會什麼? 艾力克斯.拉提蒙(Alex Latimer)文.圖; 黃又青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3518 三國殤: 蜀殤 李民發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23594 變臉.變法.變錢: 王安石 高天流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23600 叩叩門,唐朝 第二才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4330 墨冊: 書法海報作品專刊 鄭中義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4689 古玉鑒定 華義武, 姚江波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0127 燃燒你的臺灣魂!: 身為臺灣人一定要做的10件事李31, 董珮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412 史上最完整專屬男人營養學 李馥, 曹麗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870 看了就會彈，烏克麗麗入門自學簡譜 林中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165 強化核心肌群基礎技法: 全身肌肉圖解,姿勢正確,效果加倍霍力斯.蘭斯利.伯曼(Hollis Lance Liebman)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青本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57

送存冊數共計：438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本家文化



9789863710189 史上最完整全身對症穴位按摩圖鑑 張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42456 觀音心: 四臂觀音禪修心要 第二世波卡仁波切傳授; 帕滇卓瑪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1303 完美蛋料理全書: 世上最好用食材的廚藝探索+105道蛋料理完全食譜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潘昱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310 一學就會!法國經典甜點: 70道老師傅家傳配方,人人在家就能輕鬆做法蘭西斯.馬耶斯(Francis Maes), 林鳳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81327 成功抗老!: 魚&肉健康飲食法 白澤卓二監修;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334 荻山和也X麵包機百變魔法書: 106款甜麵包和鹹麵包一次學會,在家就能輕鬆做出專業級美味荻山和也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339567 英語字母拼讀法. 2, 母音的發音 林素娥, 謝靜惠作; Walt Huanz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0339574 英語字母拼讀法. 2, 母音的發音(練習本) 林素娥, 謝靜惠作; Walt Huanz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0339857 英語字母拼讀法. 3, 字母的特殊組合 林素娥, 謝靜惠作; Walt Huanz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54371 Phonics kids 1A 溫佩華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54388 Phonics kids 3A 溫佩華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832166 Love English Starter教學大書. 2 溫佩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32593 Phonics kids. 4A, 短母音音組 林素娥, 謝靜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832609 Phonics kids. 4B, 短母音音組和混合音 林素娥, 謝靜惠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西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明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98306 感性設計系統化模式之研究 林東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203 迷路的小兔子 大兔彼得班(大班)全班共同創作文.圖 平裝 1

9789869089210 神秘島大冒險 彩虹魚班(大班)全班共同創作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0026 急診人文與經營管理 胡勝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03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 2015 曾健華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04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 2015 曾健華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057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 2015 曾健華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06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四). 2015 葉昌泰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07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四). 2015 葉昌泰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08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四). 2015 葉昌泰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095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四). 2015 葉昌泰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010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5 陳昱璁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11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5 陳昱璁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125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5 陳昱璁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132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5 陳昱璁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014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5 陳昱璁編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4015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5 陳昱璁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4016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六). 2015 林立德, 胡永信編著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兆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名圖書

松合



978986564017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六). 2015 林立德, 胡永信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187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六). 2015 林立德, 胡永信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19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六). 2015 林立德, 胡永信編著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6923 LOVE Phonics. 1A, The Alphabet Aa-Mm 其他 1

9789866146954 LOVE Phonics. 1B, The Alphabet Nn-Zz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1226 唐三藏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233 戲劇小說:法華經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240 愛的治療力量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257 善美正知見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264 戲劇小說:蓮花生大士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271 修証之歌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8435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 海峽兩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二0一三年(第十一屆)洪家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68466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 海峽兩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二0一四年(第十二屆)洪家殷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吳中文系墨瀾編輯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8

東西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色蓮花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8459 墨瀾. 41: 獨立書店專訪 蕭亦翔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1907 現代爵士鼓教程: 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卓越爵士鼓課綱朱介英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402 空腹美肌:啟動自我修復重現逆齡的透亮美肌 村木昭文作; 鄭禮涵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31378 金色性格之養成: 決定命運的性格心理書 盧倩倩, 張雲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1385 人人心理都有鬼: 實現自我價值的幽默心理學 李傑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8905 如夢、如幻: (表坊)三十創意路 蘇于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2534 視覺設計與美學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楊朝明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視傳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波希米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表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雨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廷生活



9789868832534 視覺設計與美學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楊朝明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32572 視覺設計與美學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李淑珠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32572 視覺設計與美學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李淑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424 日本滿州間諜戰 萬斯白作; 康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448 滇西戰事: 抗日戰爭唯一勝利戰線 知兵堂編輯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455 帝國興亡下的日本.臺灣. 1895-1945年寫真書 王佐榮, 知兵堂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462 戰火下的中國寫真 王佐榮, 知兵堂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2035 太平洋戰爭: 海島鏖戰 星塵等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8539 總複習講義 周龍鴻, PgMP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88546 國際專案管理師培訓教材 周龍鴻, PgMP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288546 國際專案管理師培訓教材 周龍鴻, PgMP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7553 減重及糖尿病手術病人的照護 李威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知兵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宏專案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知兵堂文化傳媒



9789869164214 運動表現的肌力與體能訓練 T. Jeff Chandler, Lee E. Brown作; 吳慧君等譯 平裝 1

9789869164221 腦神經鬆弛術 Jean-Pierre Barral, Alain Croibier原著; 蕭宏裕譯 平裝 1

9789869164238 教練的競技運動心理學 Damon Burton, Thomas D. Raedeke原著; 張育愷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4245 舞蹈運動.樂活人生 黃于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9407 渴望飛翔: 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童話作品集 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9414 吹泡泡: 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童詩作品集 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1407 人文殊致: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六輯 林美清, 簡宗梧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841 壓扁草莓的幸福 田邊聖子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858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黃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865 幻想郵局 堀川麻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5423 露露和菈菈. 15, 露露菈菈的湯圓甜點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836 培養世界觀的趣味找找看. 歐洲篇 Isobi Lab文; VOOZ圖; 李懿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管委會



9789865995850 尋找海盜寶藏 Isobi Lab文; Kyuseok Lim圖; 懿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867 知識大富翁 陳曉慧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874 天藍色香草的神奇魔力 安晝安子文.圖; 胡慧文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995881 魔界馬戲團 成田覺子文; 千野枝長圖; 胡慧文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0445 形容詞から転成した程度副詞 陳連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476 通識生活日語 林明煌, 翁頂升著 其他 上冊 1

9789866020483 現代日本の「フラット化」に文学はどう関わるか: 水村美苗、桐野夏生、吉田修一、津島佑子の作品を中心に坂元さお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490 日本文学管見: 和習、短歌、作品論 賴衍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506 商業文書的基礎.常識 東京スクール, オブ, ビジネス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0219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研究社社區化成果展刊. 1012期林雲騰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60226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研究社社區化成果展刊. 1002期林雲騰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1124 創業者的孤單心事 陳進賢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東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旺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尚昂文化



9789868632356 創新管理暨健康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集. 2015 管理暨健康學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32363 產業創新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2349 我的教學歷程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叢書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2370 生活中的性別觀察 劉明香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8462 多益測驗官方全真閱讀試題完全解析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作; ETS TOEIC臺灣區總代理編輯委員會編譯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8157 Reading process and practice for strategi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discussing context張延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7805 Juliana Huang藝術作品集 吳燕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593 音樂研究. 第十期100學年度 陳姵君等作; 彭聖錦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門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和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忠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定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8965607 音樂研究: 西洋音樂組碩士班. 第十期 陳姵君等人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65683 「臺北國際作曲學術研討會暨碩士生學術論文發表會」文集. 第三屆李愛蓮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2739 賄賂罪之研究 林麗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3959 千萬別相信法院 黃越宏作 平裝 1

9789868543966 紀庭長開講 黃越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7187 八字決戰一生. 生肖占卜篇 太乙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47194 八字決戰一生. 生肖占卜篇 太乙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74203 八字決戰一生. 生肖占卜專解下冊篇2-1 太乙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74210 八字決戰一生. 先天易數卦詩條文篇 易林堂編輯部整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4227 八字決戰一生. 先天易數白話專解篇 易林堂編輯部整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4234 八字十神洩天機 太乙作 初版 其他 中冊 1

9789868974241 史上最便宜、最精準、最實用彩色精校萬年曆 太乙作 增修初版 精裝 1

9789868974258 史上最便宜、最精準、最實用彩色精校萬年曆 太乙作 增修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易林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東岱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治家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時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65483 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 林虹妙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490 會計OK,棒!考衝懶人包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4582 機器人(簡體字版) 蔡侑玲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599 鏡子(簡體字版) 柚子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05 船(簡體字版) 李孝忠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12 星星(簡體字版) 朱家鈺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29 鞋子(簡體字版) 林蔡鴻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36 火(簡體字版) 桃子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43 筆(簡體字版) 李月玲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50 米(簡體字版) 潘佑容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67 月曆(簡體字版) 王美玲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74 電(簡體字版) 徐慧娟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81 帽子(簡體字版) 林文婷插畫 平裝 1

9789865704698 石油(簡體字版) 桃子插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41351 旅之繪本. VIII, 日本 安野光雅文圖; 黃郁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894 阿姨家的大餐 五味太郎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17 小傑的水桶 村山桂子文; 堀內誠一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24 大岩村的孤兒 金鎮完作; 柳東弼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31 小鹿村選大王 李香晏作; 張賢貞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青林國際



9789862741948 搶救卡奧斯星 林兌姬作; 文智娜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55 魔鏡啊,魔鏡! 車Bogeum作; 尹勝一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62 烏魯魯的祕密 岩村和朗作; 游珮芸翻譯 平裝 1

9789862741979 玩具國的規則 李英敏作; 李守鵗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86 猴子兄弟大冒險 俞孝真作; 林京禧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93 倒轉的時鐘 曹永姬作; 李粹仁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06 我的外星朋友 李鎔浦作; 金恩京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13 海岸國的勇敢王子 金楠中作; 李甲珪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20 逃離電玩世界 金敬玉作; 安世暎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37 媽媽的愛心毛衣 梁泰錫作; 朴鍾培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44 泰拉王子的地球之旅 宣anna作; 金真榮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51 娜娜玩具店風波 高Susanna作; 李首鍾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68 守護大白象 姜淨姸作; 朴Jihye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75 到市場抓小偷! 高Susanna作; 李俊善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82 漁村大搬家 鄭敬喜作; 金美廷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099 孩子的新圖書館 李美愛作; 鄭仁聖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05 黑蘋果的祕密 扈源嬉作; 朴貞順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12 消失的魔法力量 尹笑英作; 金元嬉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29 橡樹林的不法份子 李知懸作; 吳珍旭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36 地球村金牌特務 徐寶賢作; 郭真永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43 辛蒂公主的旅行 朴愛羅作; 金嫻娜繪; 楊明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50 小小糖果研究員 金楠中作; 金完鎮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67 大熊先生要養家 曹永姬作; 呂恕珍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74 飛向藍星大地 金敬玉作; 宋永旭繪; 金福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81 我什麼都知道 安.蘭德, 保羅.蘭德作; 汪和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198 夏日的一天 秦好史郎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204 那個傢伙的鈴鐺 岩村和朗作; 游珮芸翻譯 平裝 1

9789862742211 小青和小蛙: 好熱、好熱啊! 岩村和朗作;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228 Having fun at Tainan Confucius Temple Xing Jia-Hui[作]; Lin Bo-Ting[繪], Su Ya-Wei[譯] 精裝 1

9789862742228 Having fun at Tainan Confucius Temple Xing Jia-Hui[作]; Lin Bo-Ting[繪], Su Ya-Wei[譯] 精裝 1

9789862742235 Tainan snacks Yan Shu-Nü[作]; Zhong Yi-Zhen[繪]; Su Ya-Wei[譯] 精裝 2

9789862742242 找到你們囉! 木村裕一文; 黑井健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259 雲上的村莊 岩村和朗作; 游珮芸翻譯 平裝 1

9789862742266 一起快樂玩政經: 學習筆記 洪松煥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2273 兔子的生日宴會 木村裕一文; 黑井健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280 山頂的湖泊 岩村和朗作; 游珮芸翻譯 平裝 1

9789862742297 今天是西瓜日! 石津千尋文; 村上康成圖; 陳珊珊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1568 憂鬱症氣功療法 徐華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91575 觀光工廠情境體驗設計實務研究: 以大臺南市觀光工廠推動計劃為例莊育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91582 共享價值: 創新 優質 全民的終身學習 王昇徽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901 松果詩刊. 1, 自畫像 郭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7621 小資大翻身: 名諭爸從7.7萬出發到淨賺1635萬 名諭爸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玩股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3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林詩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7922 魔法衣櫥. 3, 紐約的芭蕾舞女伶 伊蓮娜.貝度齊(Elena Peduzzi)著; 費德麗卡.沙佛(Federica Salfo)繪; 莊曼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939 小綠葉蟬的魔法 李赫文; 吳佩蓁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37946 愛織毛線的男孩 克雷格.波莫朗(Craig Pomranz)文; 瑪格麗特.坎柏藍(Margarct Chamberlain)圖; 左馥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37953 媽媽,請妳好起來 羅蘭.麥丹尼(Lurlene McDaniel)著; 陳彬彬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960 2055年,一位冰凍少年醒來 許友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977 寶特瓶的神奇旅行 科學小丸子著; 楊建成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77405 一位男孩和一塊石頭的奇遇 李赫文; 楊建成圖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910 N4文法日文磨課師 林士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9216 毫光墨香. 2013: 金門彰化臺南高雄廈門: 海峽兩岸五地書法聯展合輯吳宗陵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899223 毛毛細語 吳宗陵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2921 轉個念頭...遇見快樂練習簿: 失智症家庭智照顧者之認知行為減壓手冊蔡碧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22938 失智症照護手冊 黃惠玲, 徐亞瑛, 徐文俊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庚科大老人照顧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東和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縣書法學會

狗狗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9253 奇怪ㄟ,怎這麼好笑? 張允中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260 有夠讚,外星人看了也會笑! 張允中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277 哇哈哈,讓我一次笑個夠! 張允中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284 妖獸喔,連豬都笑了! 張允中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51 那些最有錢的神仙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68 老中醫教你吃什麼,怎麼吃 陳詠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75 當心理諮商師遇見理心師 Vera, Ja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99 讀心經找回自己 張之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05 卜卦一本通 陳文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29 解風水: 風水長眼法 元空居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50 尋找古早遊戲 腦力&創意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67 如果愛,請這樣愛 張雨呈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74 嬰兒命名一本通 黃恆堉, 李羽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81 雙正宗算命姓名學 王博仕, 王艦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98 食「粗」: 女人不變老的吃法 王美如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04 餐桌上的美味野菜: 戶外常見可食用植物的健康吃法李偉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11 做大更要做久: 百年企業背後的商業邏輯和經營戰略張中孚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28 飛星紫微斗數,這樣學最快懂 周星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42 做一個最懂孩子的媽媽 李曉晴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59 出好你的每一張牌: 麻將桌上的商業智慧 林牧群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66 日本神明、神社與神話: 了解日本神明信仰,從這本書開始鍾怡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9976 心科技: 如何結合情感隱喻運用於互動設計與數位藝術作品之中黃心健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采泥藝術

知青頻道



9789868849983 石間秀痕: 鄧卜君 鄧卜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0603 那年盛夏 卡爾.索連(K.M. Soehnlein)作; 潘樂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627 強尼的烏克麗麗: 從音痴變音樂人的第一本書 張子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634 七天學會烏克麗麗 陳科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641 尋人啟事 麥可.湯瑪斯.福特(Michael Thomas Ford)作; 邢珮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658 雙面人生: 從百老匯到好萊塢之情史 艾倫.夏恩(Alan Shayne), 諾曼.桑夏恩(Norman Sunshine)合撰; 徐千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665 九堂課玩透木箱鼓 曾淵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50672 阿卡貝拉: 無線快速上手法 朱元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689 七天學會烏克麗麗. 進階技巧篇 陳科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806 你的人生使用說明書學生手冊 Lynda Bunnell著; 喬宜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95420 蕭世瓊: 榮獲「吳三連獎」書法集 蕭世瓊作 平裝 1

9789866395543 歷史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 王惠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611 歷史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 王惠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95628 書寫苑景: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活動全紀錄. 103年度賴昭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628 書寫苑景: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活動全紀錄. 103年度賴昭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95635 歷史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 王惠姬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亞洲人類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音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25777 強咖讀英語:7000單,強咖這樣背 李爵, 古貿昌作 一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94111 高分托福測驗677 江璞, 楊玉琦, Rick Crooks合著 一版 其他 v.1 1

9789865694128 高分托福測驗677 江璞, 楊玉琦, Rick Crooks合著 一版 平裝 v.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8704 鐵路腳的孩子們 呂游銘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08711 艾瑪與艾度爺爺 大衛.麥基文.圖; 謝淑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08728 艾瑪與風 大衛.麥基 文.圖; 謝淑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08803 用愛心說實話 派翠西亞.麥基撒克文; 吉絲莉.波特圖; 宋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08827 艾瑪回來了 大衛.麥基 文.圖; 林真美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6608834 艾瑪踩高蹺 大衛.麥基文.圖; 林真美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6608841 阿迪與朱莉 陳致元文.圖 初版七刷 其他 1

9789866608858 那年冬天 陳玉金文; 呂游銘圖 一版 精裝 1

9789866608896 大象艾瑪 大衛.麥基文.圖; 周逸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08933 吃六頓晚餐的貓 英格.莫爾文.圖; 黃迺毓譯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350001 練氣與氣功的科學知識 謝麗貞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英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84482 藥引小娘子 席夭夭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499 藥引小娘子 席夭夭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505 藥引小娘子 席夭夭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512 藥引小娘子 席夭夭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529 藥引小娘子 席夭夭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4536 么女的逆襲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543 么女的逆襲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550 么女的逆襲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567 么女的逆襲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574 福星小財迷 雙子座堯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581 福星小財迷 雙子座堯堯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598 福星小財迷 雙子座堯堯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604 福星小財迷 雙子座堯堯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659 巧妻戲呆夫 半生閑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666 巧妻戲呆夫 半生閑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673 巧妻戲呆夫 半生閑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680 獨愛小虎妻 陸戚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4697 獨愛小虎妻 陸戚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28656 大佛頂首楞嚴懺悔行法 平裝 1

9789867328670 勸發菩提心文淺釋 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撰; 宣化上人講述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867328717 人生要義 宣化上人作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867328724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淺釋 宣化上人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8

法總中文部

狗屋



9789867328731 照妖鏡: 宣化上人經典開示選輯. 一 宣化上人作 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7328748 金剛棒喝: 宣化上人答問錄. 第三冊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28755 宣化上人開示錄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328762 覺海慈航度香江: 宣化上人事蹟. 香港篇 宣化上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83860 Mini library stories D. Davies[作] 其他 1

9789574484164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1st.ed 其他 第1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706 永恆的莊嚴: 施金輝白描專輯: 十八羅漢禮拜觀世音菩薩施金輝作 其他 1

9789869179713 惟願: 施金輝白描專輯三十三觀世音菩薩 施金輝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3018 創世紀亞洲大學亞洲現代美術館開館專輯 朱庭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3001 創世紀亞洲大學亞洲現代美術館開館專輯 朱庭逸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4852 善居 馬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4876 絕路盡頭還有路 阿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河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相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現代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佳音



9789869130707 轉換 楊信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714 盤皇另闢天的毓老師 許仁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1378 武媚娘. 上卷, 女皇之路 王者覺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385 武媚娘. 下卷, 君臨天下 王者覺仁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17856 警世智慧語錄 項毓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613 用圈與線方式學習日語童謠. 上輯 吳奕儒日語教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620 用圈與線方式學習日語童謠. 下輯 吳奕儒日語教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620 用圈與線方式學習日語童謠. 下輯 吳奕儒日語教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7619 北極玄天上帝: 玉虛師相.萬法教主 許弘松執行總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松柏嶺受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京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芸奕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亞洲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3261 楊識宏. 1967-2014 馬于婷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2774 靈魂窗內有相信 周瑞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695 容身之器: 東海建築畢業設計作品集. 2014 林柏瑋, 許大維, 王思云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688 學海築夢. V, 2014臺灣-義大利國際職場專業實習楊芳欣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718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 陳惠美, 謝鶯興合編 精裝 1

9789865990718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 陳惠美, 謝鶯興合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9339 靜止的流水 阿姜查(Ajhan Chah)著; 法園編譯群編譯 二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會計產業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氣大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建築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28562 門市服務乙級學術科技術士技能檢定通關寶典 邱繼智, 李筱嵐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428623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33個理由 陳先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28647 租稅申報實務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15版 平裝 1

9789866428654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李娟菁, 陳妙香編著 13版 平裝 1

9789866428661 男子理髮檢定與競賽 卓聖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2867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惠雪編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2645 東南亞籍新移民家庭復原力之研究: 整合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的一個質性取向研究李麗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72652 倫理素養專題彙編 曾仕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702 老人學入門 劉騰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719 聯合國老齡問題國際行動 劉騰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740 加強阿茲海默氏症研究的努力 劉騰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757 尋找阿茲海默氏症最早的介入 劉騰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764 身心老化研究導論 劉騰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771 認識阿茲海默氏症 劉騰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34554 聖詩(客語版)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音樂委員會聖詩編輯小組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7134653 基督徒手冊. 3, 教會禮儀 羅光喜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長海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松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1400 原創指揮家樂團: 樂器卡拉伴奏有聲書 游智淇作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8439 Take me out to play, Daddy! Li Po Feng 其他 1

9789866218637 水果們的晚會 楊喚作; 龔雲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965 仔仔的旅行 游文綺作; NANA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972 童童的玩具兵 游文綺作; NANA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989 小冬向前衝! 游文綺作; 江秋錦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011 雪兔婆婆 耿建興作; 成佩玹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189 格里多傑霧裡詩 張世璿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240 姐姐和我 林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257 天使的農場 吳淑美作; 楊雅茜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288 夏天愛玩水 佟寧文; 江秋錦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295 我會自己做 佟寧文; 江秋錦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301 好大的青蛙 李伯峰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318 巧克力蛋糕 游文綺文; 周巍恩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325 待在原地不亂跑 佟寧文; 江秋錦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332 小管家 佟寧文; 江秋錦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349 雨滴公主 李伯峰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356 兔子與烏龜 游文綺文; 周巍恩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363 大紅帽 李伯峰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448 布萊梅樂隊 游文綺文;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陛娛樂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晉數位



9789865675486 爸爸說 李伯峰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493 想織布嗎?孩子 卓惠美文.圖; 張金城族語翻譯; 羅雪柔英語翻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9017 血友病幸福家庭: 與血友病當一生的朋友 余學林, 唐嘉敏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3009 古物舊事世代情 林馬騰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174 英文烹小鮮. 財金篇 陳足英, 鮮正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181 愛學日本語. 日本語基礎篇 李守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799 你是富有的覺醒者 張含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303 好好舞 廖之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310 2069樂園無雙 沈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327 動漫社會學: 別說得好像還有救 王佩迪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泛泰醫療產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馬騰文史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4701 祁連油畫創作集 祁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81465 最容易理解的爵士鋼琴課本: 用38個關鍵字來學習的技巧及理論藤原豐, 植田彰作; 張芯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472 超絕吉他地獄訓練所: 速彈入門 小林信一作; 張芯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502 超絕貝士地獄訓練所. 基礎新訓篇 Masaki作; 柯冠廷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526 39歲開始彈奏的正統原聲吉他 打田十紀夫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5921 精彩Flash CS6動畫玩家 蔡國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3800361 Visual Basic教學範本 林義証, 松橋工作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385 PhotoShop CS6影像創意魔法 林佳生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800392 Dreamweaver CS6網頁設計創意魔法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408 網頁設計.愛上jQuery 羅子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422 AutoCAD 2016電腦輔助設計. 機械設計篇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3800439 AutoCAD 2016電腦輔助設計. 建築設計篇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3800446 Excel2013多彩多姿應用寶典. 應用篇 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3800453 SolidWorks 2014實戰演練. 基礎篇 陳俊鴻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460 Creo Parametric電腦輔助設計. 進階應用篇 梁景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477 Alias 2016電腦輔助設計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3800484 Excel 2010公司財務管理職場應用寶典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491 Excel 2013多彩多姿應用寶典. 實戰篇 孫惠民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易習圖書

祁連油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絃音樂文化



9789863800507 簡易Excel 2010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514 舞動Excel 2010試算表 中文版 黃景增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3800521 精彩PhotoShop CS6數位影像處理 趙雅芝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601 壽石陳贊堯: 白描選輯 陳贊堯作 平裝 2

9789868983618 壽石陳贊堯: 硯雕選輯 陳贊堯作 平裝 2

9789868983625 壽石陳贊堯: 冶印選輯 陳贊堯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0405 建安宮重建專輯: 建安詮釋 東港下廍建安宮重建委員會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4457 圖解保健食品全書 江省蓉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34587 圖解大人的心理學 吳姵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624 圖解化學 山本喜一, 藤田勳作; 顏誠廷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4631 圖解美學 李佩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679 【圖解】暢銷學 梅澤仲嘉作; 裘鎮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693 圖解物理學 山田弘著; 顏誠廷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4709 圖解建築設備:110個規劃與應用知識，有效營造舒適安全、又節能的居家山田浩幸等作; 沈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716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2015年版 朱浩榜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6434730 圖解住宅植栽: 110個栽植規劃與主題設計,打造綠意盎然、會呼吸的居家空間山崎誠子作; 施金英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東港下廍建安宮重建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承啟齋



9789866434747 超世界史: 走進歷史現場,記住每一個轉變關鍵 祝田秀全, Freehand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754 圖解建築材料 arca045編著; 洪淳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761 圖解第一次看財務報表就上手 李明黎, 趙曉蓮, 易博士編輯部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6434778 圖解第一次看懂經濟指標就上手 李明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4785 圖解第一次買股票就上手 李明黎, 易博士編輯部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6434792 圖解自然風庭園 秋元通明著; 徐詠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808 圖解日本戰國時代 武光誠原監修; 黃琳雅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815 圖解人體素描 傑克.漢姆(Jack Hamm)著; 黃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822 圖解病毒.感染 生田哲著; 葉子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7233 英文文法有規則: 250個一看就懂的文法規則 蘇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257 我的第一本職場心理學: 笨蛋主管和聰明員工的距離只有0.01mm高城幸司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356 我用這幾句英文在全世界做生意 Dr. Jas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417 30個決定,改變女人一生: 女人,要勇敢做決定! 開欣格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448 圖解英語發音規則(修訂紀念版) 楊淑如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547 考一次就過關: TOEFL iBT托福核心單字 Raymond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561 天才理專的365堂理財課 潘信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592 臨時需要用到的一個字: 日本語關鍵字4000 李憶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608 圖解美國人天天在用的單字、句型 Josephine Lin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615 史上最簡單的生活經濟學: 發掘暗藏在巷弄的龐大商機!李榮植著; 劉中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639 圖解美國人天天在用的動詞片語 Kerra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646 細節的力量: 老闆不教、朋友不說的160個關鍵細節白亨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660 考一次就過關ALL PASS統測英文滿分應考攻略Kevin W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677 英文發音的10個規則 Josephine Lin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684 臨時需要用到的一個字: 英語關鍵字6,000 Kerra Tsai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易富文化



9789865927691 哈佛高材生的英文心智地圖 Michael Coughlin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707 王牌業務的365堂行銷課 李博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714 不會韓文也能玩樂韓國: 簡單、易懂、馬上開口閔敬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721 圖解真正會考的NEW TOEIC新多益單字: 用老外的一天考好NEW TOEICJosephine Lin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738 圖解英語文法的奇蹟 吳宜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745 圖解英文說不出口的祕密: 英文能溝通,才是王道!蔡詠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752 臨時需要用到的一個字: 韓語關鍵字6000 金淑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769 英語腦內大革命: 新多益單字 Dennis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776 把手伸進有錢人口袋: 用有錢人的腦袋,掏空有錢人的口袋法諾許.托拉比著; 何道原, 李佩珊, 曾婉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783 圖解日文文法的規則: 用日本人的思維活學、活用日本語吳奕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790 大人的英文課: 年過30,學英文的最後一次機會! Sarah Chang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7806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就會成贏家 蕭恩.貝爾丁著; 李璞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813 學校老師永遠敎不會的英文聽力口說技巧 Jacob Lavender, Josephine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820 圖解真正會考的7000單字 Josephine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837 考一次就過關GEPT全民英檢中級滿分攻略 彭明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851 圖解韓文的原理: 用韓國人的思維學好韓文 Joon Ko, Hannah Chi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868 我用3000短句學好英文 蘇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875 圖解英文動詞的奇蹟 朴鍾遠著; 陳馨祈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882 英語初學者的每日一字 劉婉瑀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899 跟著新多益滿分王一起戰勝新多益NEW TOEIC990分(全真模擬試題+解析)金丙奇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905 差異製造者: 利用20%的差異,創造100%的人生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以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27912 全世界都在用的英文會話分類大全 Josephine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912 全世界都在用的英文會話分類大全 Josephine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929 學校老師永遠敎不會的英文翻譯寫作技巧 蔡詠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936 一手掌握英文單字 Ian Crew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943 大人的日文課: 年過30, 學日文的最後一次機會!Lily Chen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7950 圖解商務英文權威的新多益NEW TOEIC單字 Charles Yang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7974 來聽聽馬雲怎麼說: 震撼50億人的馬雲談話 方圓之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7981 炒匯王: 賣在最高點(完全圖解) 鳥居萬友美著; 王文賜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27998 臨時需要的一句話: 英語會話辭典4000句 Edward Wu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55672 琴法小提琴教本 李啟宏作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149815 永遠的新娘(簡體字版) 張桂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206 專案管理理論與實務: 披普拉斯雲端專案管理資訊系統認證與操作手冊魏賜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065 5.4的幸運 孫采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3118 媽咪的聰明料理術: 60道幸福廚房好滋味 ㄚ曼達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3125 手縫OK!親子手作布雜貨: 彩繪X刺繡X印章X布偶黃思靜, 幸福咩咩, 阿布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3149 完美牛肉全牛烹飪料理事典: 57道全世界都在享用的經典牛肉食譜王永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3156 廚房鍋具幸福提案: 家用鍋具優劣勢大解密 帕斯頓編輯部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3156 廚房鍋具幸福提案: 家用鍋具優劣勢大解密 帕斯頓編輯部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3163 料理名人的世界廚房: 5國60道最經典的異國家常菜Sylvain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披普拉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5

卓著



9789868933170 義遊味盡: 深度暢遊義大利微醺之城 蕭欣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3194 最佳營養快速上菜壓力鍋料理 牛牛廚娘Crysta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02 食癒力,一位癌癒者的私房餐: 50道增強免疫力的食養舒活食譜沈曼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19 產地上的餐桌: 12位在地小農的55道吳毒每位私提案野菜人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26 日本回遊: Go Japan Again! 鄭世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40 天天不生病的印度舒瑜伽: 有效舒緩負面情緒,讓你具有成功能量X每日調息排毒練習X深度放鬆引導X自癒健康Jitu, Soni, Ind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57 激瘦!嬸級胖子的每日快瘦瑜伽 周韶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64 Chief手感烘焙: 60道幸福味!烘焙職人私藏超高人氣甜點X經典手工麵包鮮食感杜佳穎, 吳克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71 早上30分鐘決定你的美肌力: 晨型人才知道的神奇美顏術,膚況╳體態╳代謝一覺醒來就改善的秘密PHP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88 跟著節氣吃海鮮: 從魚市場選購X清洗與保存各式魚類X70道魚鮮料理林勃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595 甜蜜摩洛哥旅行繪本誌 若山由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06 日本家庭藥: 34家日本藥廠的過去與現在 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13 歐遊 如夢似幻的小日子 沈佳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20 時尚街拍聖經SNAP Shot 陳璧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37 看牙 你找對牙醫了嗎?: 牙齒掌握臉型美醜的基因密碼吳碧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44 跑去法國喝紅酒 何美憶, 陳旭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51 味噌養生食堂: 日本人長壽養生味噌食譜50道X5種黃金搭擋調味X日式主廚百變烹調王祥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68 女生玩印度: 女孩們的極樂印度旅行繪本誌 若山百合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75 我家就是咖啡館 黃敏婷, 黃竹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199 話畫: 希臘神話、星空醫學與人文的藝術漫遊 李昆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300 日本窩荷利: 薇薇鴨的大阪打工度假,事前申請╳就職訣竅╳日本祕境再發現李雅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317 我愛三明治 瓊.喬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324 美食家的醋料理: 不吃錯的養生食譜50道╳獨家收錄美味調製祕訣╳改變體質的醋食對策張瑀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355 長假 張棟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379 海鮮書 王永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393 JUICE健康飲 ダニ工ラ.シガ, 白澤卓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393 JUICE健康飲 ダニ工ラ.シガ, 白澤卓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9502 食光研究所 美味鬆餅: 用鬆餅機搞定70道創意鬆餅于美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8568 染墨之間: 親子藝術創作暨展演活動 林勤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8599 臺灣茶葉產製銷專刊 鍾健平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468605 綠色婚禮創意設計之實務應用研究 林勤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8414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摘要論文集暨大會手冊. 2013林佑祥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29280 妖妃不厭詐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97 成親不想奉陪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03 良人不請自來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10 貴女戲夫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27 允妳當妒妻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34 一夜成妾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41 見習董娘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58 貴婦進化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65 財閥夫人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72 農家夫人有官威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89 貧家王妃有財庫 馥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396 小戶娘子有絕活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明道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4

明道大學



9789862429402 副總的妻奴路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19 繼承者的冤家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26 前妻的小尾巴 橙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33 情定小吃貨 唐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40 追夫靠祕方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57 名廚的盤中飧 鐘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64 圓房這麼難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71 惡王后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88 奮起嫁惡夫 橙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495 親愛的乾妹妹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01 一抱換金主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18 爺想入贅 葉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25 灶房滿香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32 藥嫁國公爺 馥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49 鑒寶財妻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305 見證蝦紅素: 你的健康密碼 王渝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312 牽伴不牽絆: 幸福一生的30個關鍵策略 林蕙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329 這樣吃能補腎 柴瑞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336 5D逆齡拉提術: 多元活膚緊實達人 盧杰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3188 潤滑、保養年鑑. 2015 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松祿文化



9789868923195 新3.5噸六大天王電腦柴油引擎保養維修技術: 新堅達/新羅莎.新達.小霸王林永憲著 精裝 下冊 1

9789869191807 新3.5噸六大天王電腦柴油引擎保養維修技術: 日野H300/載娜/柯斯特.一路發.卡旺KRV林永憲著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986278 安身禪: 上班族40則安身立命指引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292 淨土直說 靈源老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339 素便當,好好吃! 張翡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551 佛國之旅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6575 Research on the dirgha-agama Dhammadinna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582 火宅清涼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6605 行雲流水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6636 春夏秋冬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6667 看見法鼓山最美的風景: 義工身影 李東陽攝影; 鄧沛雯文案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59 禪門直心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66 佛國留學紀實 淨海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73 早安好食! 藍子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97 Samyukta-agama studies Analay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803 陳那現量理論及其漢傳詮釋 釋仁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810 禪修入門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9112 普吉喀比攀牙灣自由玩樂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 第1版 平裝 2

9789865879129 雪梨.墨爾本: 澳洲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5879181 福岡九州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七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采葒



9789865879198 東京.關東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五版 平裝 2

9789865879327 東京.關東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六版 平裝 2

9789865879334 曼谷泰國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5879334 曼谷泰國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5879389 福岡九州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九版 平裝 2

9789865879396 香港地鐵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八版 平裝 2

9789865879402 日本東北信越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5879419 大阪京都關西廣域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10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5052 佛遺教三經: 佛遺教經、佛說四十二章經、佛說八大人覺經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645113 傳心道影 吳重德圖文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137 慈悲地藏寶懺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144 華嚴經: 淨行品.梵行品.初發心功德品.普賢行願品(華嚴四品)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645151 傳家之寶: 怎樣過個真正幸福快樂美滿的人生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175 一代高僧廣欽上人行持語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199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212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大唐)罽賓國沙門佛陀多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229 佛說無量壽經 (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243 消災延壽藥師懺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5800 衲衣缽杖處處行 釋大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800 衲衣缽杖處處行 釋大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2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長楓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780 通識教育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 劉崇治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4071 領隊教戰手冊: 帶團技巧與緊急事件案例分析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1700 侵權責任法 楊立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4622 常勝臺股:千萬部落客"九勝一敗"獲利全圖解 歐斯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8210 本土個案編著. 100學年度 曾信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8333 臺灣藝術系所校際水墨觀摩展. 2014 郭哲全, 鄭雅勵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源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新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欣傳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8326 墨眾: 長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書畫藝術學系畢業專刊. 第一屆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第一屆全體同學作 平裝 1

9789866358357 墨舞: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畢業專刊. 第二屆 書畫藝術學系第二屆畢業班全體作 平裝 1

9789866358371 遊藝論壇: 小麻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陳俊吉, 李姿瑩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8395 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全集. 2015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主編 其他 1

9789866358395 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全集. 2015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8166 兩岸運動訓練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2 周峻忠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58272 兩岸運動訓練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劉錦謀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9187 おはよう京阪神：瘋玩關西三都指南決定版，超簡單超實用，一本就足夠！王瑤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194 自己釀：DIY釀醬油、米酒、醋、紅糟、豆腐乳20種家用調味料徐茂揮, 古麗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460 おはよう名古屋+日本中部北陸精華: 自遊飛驒高山、白川鄉合掌造、新穗高、上高地、立山、黑部峽谷鐵道、妻籠馬籠宿、金澤、東尋坊......超級棒旅遊,一本就足夠!王瑤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系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系



9789862933411 魔尊曲 紅塵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3435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3466 艷獸都市 秦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3473 亡靈沸騰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3671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3688 亡靈沸騰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3732 艷獸都市 秦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4104 亡靈沸騰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3749 亡靈沸騰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3954 魔尊曲 紅塵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4326 亡靈沸騰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4371 亡靈沸騰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4579 魔尊曲 紅塵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4777 天外邪犽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4937 天外邪犽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4944 天外邪犽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5132 天外邪琅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5309 天外邪琅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5170 艷獸都市 秦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5187 艷獸都市 秦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5194 艷獸都市 秦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5200 艷獸都市 秦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5323 天外邪犽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5323 天外邪犽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5323 天外邪犽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5408 天外邪犽 微風妖來坊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702 美甲概論&彩繪入門 卓守鈞, 李帝龍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5706 大地的寶藏: 聽馬兒說話 思翔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23476 佛菩薩感應實錄 僧俗四眾佛弟子作 再版 精裝 2

9789868323483 弘一大師格言別錄 釋一淨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323483 弘一大師格言別錄 釋一淨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0329 人間天語天人行 承澐傳譯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830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會50週年特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310 航向卓越: 53位經理人的成功之路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企業經理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一大師紀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玉山菊元協會

花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谷文教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16532 婚姻新主張 陳公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57342 動物福祉 王佩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4139 荒野的孩子 許書豪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2518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4年度報告 林大利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3568 Schizophrenia Taiwan 2.0 李怡衛, 張晴文, Ruby Russell主編; 王聖智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5085 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十屆陳財榮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綠色能源科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視覺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護動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荒野保護協會

希伯崙全人關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6505 精密模具技術與應用 張致遠, 張朝誠, 許文政著 平裝 1

9789869026512 模具概論 吳政憲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026529 智慧型模具生產技術 林恆勝, 滿梓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7113 餐後血糖衛教手冊 王惠芳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6115 有效產出會計 湯瑪士.科貝特(Thomas Corbert)著; 許家褆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8313 中華無店面商務發展協會年報. 2013年 賴玲如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519 六堆文化講義彙編 曾彩金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無店面商務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六堆文化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糖尿病衛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高德拉特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模具技術發展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102 是誰？謀殺了機會: 我是唯一走出來向你報信的人曾金菊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613 八卦山郵刊. 第60期: 八卦山郵學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郵展特刊」[社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163613 八卦山郵刊. 第60期: 八卦山郵學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郵展特刊」[社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8538 Project WET臺灣水資源教育課程簡要指引 陳仕泓總編輯; 王喜青, 趙光夏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6821 墨研畫會水墨大展. 二0一五. 第九輯 陳淑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20598 紀曉嵐寫的因果故事精選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手語雙福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墨研畫會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天地社區轉化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八卦山郵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809 特殊教育之父: 甘為霖牧師漫畫傳記 蕭瑞益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6725 醫治創傷: 啟示性禱告內在醫治訓練手冊 珊卓菈.施瑪柯頓(Sandra Sellmer-Kersten)作; 林國仁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512 聖經: 新約附詩篇、箴言 社團法人臺灣全民臺語聖經協會[編著] 第1版 精裝 2

9789869125529 聖經: 新約附詩篇、箴言(白話字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4686 負擔經講記 馬哈希尊者(Ven-Mahasi Sayadaw)著; 鄔天發英譯; 陳永威中譯 平裝 1

9789869175401 迅速經講記 馬哈希尊者(Ven-Mahasi Sayadaw)講述; 柯苗怡英譯; 林憲宏, 陳怡如中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44474 臺灣法學新課題 社團法人臺灣法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虛原慈善功德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民臺語聖經協會



9789868949249 大道釋疑 無極禪化院, 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卷3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5603 上帝的同志計劃 Sandra Turnbull作; 張藝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805 原住民族命名文化教師資源手冊. (一) 瑪達拉.達努巴克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3326 庶民美學「藝術家園. 2014」專輯: 美的饗宴: 典藏與欣賞社團法人臺灣庶民美學發展協會全體理監事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19987 七0年代東亞風雲: 臺灣與琉球、釣魚臺、南海諸島的歸屬問題許文堂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103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摘要集. 2015梁財春, 張保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產學研策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庶民美學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真光基督教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6527 超級店長學: 高績效店務指南 賴淑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46527 超級店長學: 高績效店務指南 賴淑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46534 創新門市經營成功術: 精練江湖八大招式、多元商圈彈性出擊、洞察市場成功出招賴淑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46534 創新門市經營成功術: 精練江湖八大招式、多元商圈彈性出擊、洞察市場成功出招賴淑芬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49424 軟體工程 李允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6000 巴麥欽哲伏藏<> 第二世巴麥欽哲仁波切著; 第三世巴麥欽哲仁波切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416 第四次TREATS學會暨第五次TSICF學會聯合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大會手冊. 2015陳適卿, 邱弘毅, 林光華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4740 臺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 陳章波等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濕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欽哲光明壇城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臺灣連鎖加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軟體工程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212 都市懶人農法: 跟著亞曼走進樸門綠生活 亞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9746 環境信託: 給大地一個永恆的許諾 孫秀如等撰文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4368 TOGA.AWARDS個體審查紀錄. 2012-2013 劉黃碧圓主編 平裝 1

9789868934368 TOGA.AWARDS個體審查紀錄. 2012-2013 劉黃碧圓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1612 澎湖輕旅行 黃秀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6991 創世紀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編輯部編校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85905 智慧語錄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編輯部編輯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澎縣民宿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臺灣環境教育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1161 設計師X媒體X屋主超完美裝修關係: 解決居家空間大問題幸福空間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3353 Pronunciación del chino(Pinyin)para hispanohablantes 平裝 1

9789868943360 Sutras de ayer y de hoy 平裝 1

9789868943391 我的西班牙語參考書(西班牙語) Jose Ramon Alvarez, Miguel Roubio Lastra[作]; 柯玉純, 林姿如中文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607 海運提單釋疑 邱重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149 日本新幹線高鐵出發囉! 鎌田步文.圖; 廖宏成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301 TSIA美甲師專業技能檢定完全攻略 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6318 TSIA美睫師專業技能檢定完全攻略 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6325 TSIA美甲師專業技能檢定完全攻略 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86332 美甲女神: 打開美甲沙龍界秘密全解 洪逸恬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86349 神奇魔睫師: 第一次嫁接睫毛就上手 奧奇美睫講師團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網資訊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榮海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爾發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91195 小莉太偏食 姜慈惠著; 鄭喬安繪 其他 1

9789863791300 跨媒體影音特效創意剪輯 李佳欣著 平裝 1

9789863791324 NikonD750瞬間寫真，百分百驚艷 陳仁文著 平裝 1

9789863791423 你也可以撰寫Linux核心：從嵌入式系統切入 林錫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461 互動式網站前臺開發寶典: HTML5、CSS3、jQuery陳聖博主編 平裝 1

9789863791478 光傳輸網路: 循序次進OTN 李允博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485 雲端時代資訊安全白皮書 雷萬云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492 邁向UNIX/Linux的王者之路 張春曉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508 從零開始構築TCP/IP基礎架構 楊波, 周亞寧, 紀旻旻著 平裝 1

9789863791515 插畫魔女的創意同樂繪:12位塗鴉達人的創意技巧大公開曾凡麗著 平裝 1

9789863791539 鏡頭下的百轉人生：因為侷限，所以超越 宋剛明著 平裝 1

9789863791546 格林童話歐洲之旅 步兮瑤著 平裝 1

9789863791553 驚異北緯30度:62個不可思議的神祕巧合 鞠俊著 平裝 1

9789863791560 為什麼我無法控制自己？為什麼他這麼霸道？：看穿他人的透視心理學劉雪著 平裝 1

9789863791577 ASP.NET MVC 5實務專題範例教學 姜琇森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584 百億次的使用經驗: 網路運維管理極精華250篇 網路運維與管理雜誌社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591 物聯網關鍵技術與標準 朱雪田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607 前端設計師即戰力_RWD自適應網頁設計 陳聖博著 其他 1

9789863791614 前端設計師即戰力:HTML5 / CSS3 / jQuery互動網頁特效設計陳聖博著 平裝 1

9789863791621 奠定大數據的基石：NoSQL資料庫技術 皮雄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638 火星課堂: 室內設計手繪快速表現技法 羅晨盈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91645 Xilinx All Programmable Zynq-7000 SoC設計指標 何賓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652 MAYA 3D動態角色設定技巧解析 吳旻書著 其他 1

9789863791669 3ds Max動畫製作大賞 陳靜, 趙峰, 盤如潤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佳魁資訊



9789863791676 Android程式超實用開發: 全方位360度手機衛士案例王家林, 王家俊, 王家虎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683 揭開Maya動畫技法面紗 盧俊諺著 其他 1

9789863791690 勾勒名作的經典構圖 Sun I視覺設計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706 餐桌上的季節菜:隨著24節氣烹出95到鮮採現吃的美味健康料理蜜思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713 電信業者未來5年怎麼賺我們的錢：4G巨大商機宋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720 保全人員即將失業: 無人監控如何技術取代人工判讀謝劍斌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737 大數據的下一步──用Spark玩轉活用 夏俊鸞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744 快速成就PowerPoint：103個經典活用術 蔡志成著 平裝 1

9789863791751 Windows使用者玩通Linux Bash: 使用Ubuntu 馬玉軍, 郝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768 淘寶網的原理架構解密: Java中介軟體in巨型網站曾憲杰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775 幻繪: 以畫筆捕捉魔幻真我 度本圖書著 平裝 1

9789863791782 攝記色計: 美女攝影師教你這樣拍 羅曉韻, 許雉敏等著 平裝 1

9789863791799 Windows 8.1市集應用程式開發祕笈 周家安著 平裝 1

9789863791805 多元成畫.前衛精粹: 典藏全球多媒介插畫家作品經典聶佑佳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812 AutoCAD室內設計實務: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terior design林妍君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91829 按對，就舒服了：超有效讓你不生病、變美麗、調養體質的穴道按摩療法成向東, 劉紅著 平裝 1

9789863791836 萌の多肉樂園：栽培、養護、配色，達人分享100種超可愛療癒盆組慢生活工作坊著 平裝 1

9789863791843 愛上歐州的完美30天：直播下的微旅行 占夏著 平裝 1

9789863791850 萌翻了！創意塗鴉鋼珠筆手繪練習趣 Miu Miu著 平裝 1

9789863791867 熱門遊戲的關鍵技術: 用Unity3D建立有生命的角色王洪源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874 插畫高手の愛線主義: 全球最震撼人心的風格線條藝術光諸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881 一周學會設計眉角: 創意法則╳視覺構思 最實用的圖書裝幀法則南征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898 萌少女主題動漫大圖鑑. 服飾篇 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904 萌少女主題動漫大圖鑑. 日常姿態篇 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911 高手過招: 深入剖析Nginx原始碼 高群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928 深入OSGi: Equinox原理、應用與最佳實作 周志明, 謝小明著 平裝 1

9789863791935 Cocos2D權威指南: 用Cocos2D超高效開發商業版iOS遊戲王寒, 屈光輝, 周雪彬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942 深入理解Android 3D遊戲: 開發商業版硬體加速實戰吳亞峰, 于復興, 杜化美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959 啟迪3D列印未來新浪潮 郭少豪, 呂振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966 棋盤格裡的攻與防: 七堂圍棋課提升棋藝不含糊李昌鎬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91973 WOW!原來美女是這樣養成的: 妝髮.穿搭.保養.美甲一次學會不藏私于曉寧, 雙福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048 BJD娃娃全典: 人不語,形有意 清水baby, 元氣森林著 平裝 1

9789863792055 最新Excel VBA活用範例速查手冊 韓小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2062 Apache Cloudstack又小又快的雲端系統 中國Cloudstack社區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079 After Effects & Premiere Pro影片剪輯/製作精粹 梁家豪著 平裝 1

9789863792086 用Kali Linux破解每一台連網裝置 楊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8969 白水老人生活智慧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8976 修行九朽志節問答錄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99728 閱讀山城女書: 苗栗女性的在地生存境遇與反思李威霆等著 平裝 1

9789867599735 中東歐民主深化與挑戰: 捷克個案與比較社會研究鄭得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3508 木之真丹: 沉香 黎煥友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黎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0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4431 平板機多元化發展中國勢力崛起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547 中國手機廠商未來布局與商機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554 後PC時代邁向分眾化市場發展趨勢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561 手機創新將往智慧生活領域突破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1709 戀戀正心: 紀錄十二位傑出校友的青春記事 鄭旭凱等撰文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9011716 雲端: 站在雲端的雲林人 鄭旭凱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1723 浼浼虎語: 娓娓道虎中十二位傑出校友 陳榮俊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1730 巧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週年紀念專刊 黃聰榮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8818 積墨叠彩: 丁廣義畫集 丁廣義著 精裝 1

9789869078825 聖祖木蘭會親圖研究: 清宮散佚歷史性繪畫作品李理, 劉金庫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8564 王母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吳東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蓮勝安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花蓮粥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瑩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門德揚



9789869040617 全球中華粥會兩岸各地書畫展專輯 林佑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1316 張天軍: 煙濤微茫 黃杰敏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1323 夏炎<> EXECUTIVE EDITOR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1330 董橋墨趣 黃杰瑞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1347 格古圖 黃杰瑞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59039 佳偶 亦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218 不白馬也不公主 單飛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72713 追妻密技 子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720 愛妻如寶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737 順便喜歡妳 橙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744 真愛距離八百年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72751 真愛距離八百年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72775 黑暗熾燄 克莉絲汀.菲翰(Christine Feehan)著; 浩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034 妃常美好. 上, 冷酷暴君的收服方法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041 妃常美好. 下, 怪怪王妃的疼愛方法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799 禁愛氣象先生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805 面癱秘書真難纏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812 王爺,妾身很忙的!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829 包養前妻 子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果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9166 Action grammar Jim Zhang, Olivia Lin[文]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167257 格物師的歷史書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271 是妖精不是妖怪 萬小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7318 無刀BLACK 野野上大二郎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167332 亂世清流: 女中豪傑: 維新八重之櫻 松尾志世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417 蝴蝶與野獸 悠妃龍作; 蕭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431 就是要告白 紫依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455 泥鯨之子們在沙地上歌唱 梅田阿比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462 超可動女孩1/6 öYSTER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479 妖怪博士之明治怪奇教授錄 田中可奈子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7486 古董懸念三部曲 設計屍.始 芙蕖綠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493 古董懸念三部曲 設計屍.終 芙蕖綠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509 闇獵者 四隻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7523 被死神吃掉的D 神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769 被死神吃掉的D 神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547 緣結姬X透明君X隔壁殿 冰燈玉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622 17歲,親吻與抉擇 夜神里奈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7646 是忍者! 高宮智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707 我是她的、俘虜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714 Stars心星之眸 莯芽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738 格物師的歷史書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4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鴻



9789575168094 格物師的歷史書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7752 是妖精不是妖怪 萬小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167998 QQ掃除者 最富恭介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049 狼少女和黑王子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168056 Stella et mille feuille: 星星與千層派 渡邊加奈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063 刃牙道 板垣惠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087 緣結姬X透明君X隔壁殿 冰燈玉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100 雲頂學院 璇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8117 闇獵者 四隻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8124 暴動吧!小白花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168131 龍妃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148 黑kuro 走馬燈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155 手裏劍和百褶裙 樋野茉理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247 Honey: 親愛的 目黑亞夢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168254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8261 我是她的、俘虜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8308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8322 小雪會墮入地獄嗎 藤原飛呂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353 31☆idream 種村有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360 菇菇文學全集: 菇菇讓你愛上文學名著 小鳩万里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8377 秘密的炮友哥 ヤマヲミ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384 樹里亞的為愛痴狂 扇ゆずは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407 沉迷於情色快感的我被年下底迪告白了 彩景でりこ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452 燄凰: 凝秦遺夢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168483 Candy girl卡卡 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490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168506 傲嬌男友的安撫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513 魔界王子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168537 夕陽餘暉 宇佐美真紀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544 蜜味草莓 蜜樹海湖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551 STAR☆Knight: 超偶騎士 扇ゆずは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568 小不點 安野夢洋子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575 小紅帽恰恰N 彩花珉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54011 長案幽穰: 依舊草堂文房器具展 郭明德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8054028 樂只玅諦: 依舊草堂二十五周年精品特展 郭明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6760 逃避真愛: 跨越自我解離的心牆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6777 奇蹟課程誕生 羅勒.史考屈(Robert Skutch)著; 王詩萌, 若水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9545 戴帽子的女孩 林滿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552 文物拍賣大典. 2014 林婷玉, 蒲欣慧, 葉致良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569 亞洲現代與當代藝術拍賣大典. 2014 葉致良, 林婷玉, 蒲欣慧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576 書畫拍賣大典. 2014 蒲欣慧, 林婷玉, 葉致良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583 不要打翻牛奶 史黛芬.戴維斯(Stephen Davis)作; 克里斯多福.柯爾(Christopher Corr)繪圖;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590 醜: 萬物的美學 史蒂芬.貝利(Stephen Bayley)著; 郭玢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606 讀老子: 筆記62則 史作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3

依舊草堂古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蹟資訊中心



9789866049712 走近當代藝術家: 鄭勝天的五十一次訪談 鄭勝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873 藝術的故事 海瑟.亞歷山大(Heather Alexander)著; 周靈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880 中國書畫.日本收藏: 關西百年收藏記事 曾布川寬等作; 蘇玲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897 策展簡史 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著; 任西娜, 尹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903 跨界: 當代藝術中的游轉與鄉愁 陳明惠, 歐蒂.琳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910 我是忍者! 鍾阿力文圖; 馬筱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927 帝國的眼睛: 林惺嶽藝術評論及學術文集 林惺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934 人造地獄: 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 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著;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941 三月的哲思 史作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6950 一輩子一定要看一次,天下第一奇書推背圖 (唐)李淳風, 袁天罡原著; 徐文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0360 中國當代繪畫四人展: 上海.南京.成都.福州 上海月湖雕塑公園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6919 Ultimate photoshop 精裝 1

9789866976926 臺灣道路地圖 第二版第十一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寶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蘋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知識家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003 鹿公主 糖朝栗子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0010 熱心做自己 糖朝栗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0034 松鼠小弟大冒險 糖朝栗子著; Deer Ja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0041 真假公主 馬維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0058 最珍貴的禮物 馬維欣著; Stanley Dai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7518 活化器脊骨肌肉神經矯治整療學 邱九桁著 增修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2085 「藝飛蘭羊」宜蘭縣美術學會會員美展作品集. 2015鄒森均, 鐘銘誠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567 原住民傳統文化南澳泰雅族傳統工藝: 網袋 曹天瑞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5924 靠海女人的肖像 李阿梅, 蕭士堯文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924 靠海女人的肖像 李阿梅, 蕭士堯文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延齡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07537 魯班仙師真經禪解 混元禪師傳法; 元合編輯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7007544 卜筮正宗 元合總編輯 1版3刷 精裝 1

9789867007568 易經證釋 1版4刷 精裝 全套 1

9789867007575 八卦堪輿學 混元禪師傳法; 元合編輯 1版 平裝 1

9789867007582 易經初機 混元禪師傳法; 元合編輯 1版 平裝 1

9789867007599 陽宅風水學講座 混元禪師傳法; 元合編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0569 南大(南師)藝聯會: 第十九集聯展畫冊. 二0一五年李定雄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1725 效果驚人!疾病調校聖經 克莉絲.卡爾(Kriss Carr)作; 方淑惠, 余佳玲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732 靈驗!我在人間看見拜拜背後的秘密 宇色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756 反行銷的驚人吸客術 史考特.史崔登(Scott Stratten)著; 張家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763 癮食: 權威醫師的不肥胖營養處方 尼爾.柏納德(Neal Barnard)著; 李延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770 只用10%的薪水,讓全世界的財富都聽你的 喬治.山繆.克雷森(George Samuel Clason)著; 鄧捷文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5689 「九葉」詩人的詩學策略與歷史關聯(1937-1949)李章斌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大(南師)藝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柿子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易鑰



9789866475696 遊戲與遊戲以外: 南朝文學題材新論 祁立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702 日本江戶時代儒家<>學研究 陳威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719 澳門基礎教育公平問題: PISA 2006數據分析研究陳敬濂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726 上海流行音樂(1927-49): 雜種文化美學與聽覺現代性的建立洪芳怡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7121 海峽兩岸杏壇六友書法聯展集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045 藍藍創世紀 小橘子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469 天主的撞擊: 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 依恩.瑪竇神父(Fr. Iain Matthew)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476 行動就是祈禱: 跟隨耶穌會會祖聖位納爵 ,看清天主的旨意穆宏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0584 編輯撞鬼. 1, 那棟房子 酒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203 陰咒 Di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210 M與N偵探社: 將惡魔逼入絕境吧! 赤川次郎著; 張傑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371 驅魔教師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天出版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飛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南山高中



9789865706395 妖異魔學園: 猩紅色月亮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56 愛過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63 閃閃發亮的你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500 陰界黑幫 Div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06517 殺手,末路花開的美夢 九把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524 驅魔教師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06531 野球男孩 東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548 百年法 山田宗樹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6555 百年法 山田宗樹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6579 惡靈鏡區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586 Naro成長日記 中村文, 高島鉄朗作;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593 父仇者 保羅.克里夫(Paul Cleave)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09 和菓子的杏 坂木司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16 驅魔教師. 3, 養屍人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30 永遠的平行線 midd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47 流轉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54 惡童書: 白雪公主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61 妖異魔學園. 5, 疫魔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78 陰胎: 夜不語詭秘檔案. 701 夜不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85 如果愛不殘缺 Ka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692 驅魔教師. 4, 犬妖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08 失蹤 莫.海德(Mo Hayder)著; 尤傅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15 鬼骨拼圖. 1, 陰城血屍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22 初戀,never end 袁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53 我在地球的日子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李延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60 鬼線: 夜不語詭秘檔案. 702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77 驅魔教師. 5, 初生之犢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84 友罪 藥丸岳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807 鬼都 苓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387647 臺灣蕃族圖譜(一、二合卷) 森丑之助著; 宋文薰編譯 臺北二版 精裝 1

9789576387715 尋找消逝的基隆 鮑曉鷗, 洪曉純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1490 拉丁美洲: 被切開的血管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作; 王玫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8953802 城市殘酷 瓦歷斯諾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3833 1980年代的愛情 野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024 黑暗邊緣 哈根.坤戴(Hakan Gunday)作; 龔嘉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031 恐怖時代的哲學: 與尤爾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吉爾安娜.博拉朵莉(Giovanna Borradori)著; 葉佳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048 甜蜜的死亡氣息 吉勒莫.亞瑞格(Guillermo Arriaga)作; 劉家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062 危險的友誼: 超譯費玆傑羅&海明威 陳榮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079 隱形性產業: 英國移民性工作者 白曉紅著; 李筱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311 阿瑪杜.庫巴的非洲寓言 比拉戈.迪奧普(Birago Diop)著; 杜邱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6564 大陸如何治理 俞可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66571 領土問題和歷史認識: 中日韓三國為何不能攜起手來?纐纈厚著; 申荷麗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秋水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南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08228 敘事學 胡亞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4702 愛上烏克麗麗. 1, 合奏篇 呂苑菁編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703 牧心集 官有位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5811 活佛師尊說齋法元卜說藏真 邱元卜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181546 機械製圖. 三, 板金科專用 劉鎮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4400 升科大四技電子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高敏聰, 張峻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431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 林源富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4929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講義(全) 陽盛松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4936 基本電學 高瑞賢, 林育賢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5971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升學寶典 陳重銘編著 十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秋水詩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方圖書

若水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苑文國際音樂教育



9789572186732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總複習 彭建熾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6893 氣油壓概論 陳傳正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726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實習總複習 楊盛松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9764 升科大四技: 電工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吳海瑞, 林智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931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命題焦點 汪永文, 劉啟欣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0135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1507 基本電學實習 王允上, 陳正義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2696 應用力學 郭昭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3457 機件原理 楊仁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3655 機械力學(99課綱) 張國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4188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術科題庫寶典 楊國榮, 陳幸忠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4256 基本電學實習 王允上, 陳正義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4294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SolidWorks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豆豆工作室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572194331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試題精要 圖研社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4393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 楊盛松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4676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2015最新版) 林源富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4683 升科大四技: 資電類歷屆試題解析(2015最新版) 黃慶璋, 何政翰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4690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2015最新版) 陳興財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4706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電機與電子群專業一奪分王(2015最新版)林高永, 葉華淼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713 考前30天基本電學總複習(2015最新版) 支裕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720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全) 王金松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4904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教戰手冊 蔡一玲, 彭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4928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張弘智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4942 升科大四技: 製圖實習總複習 李非, 劉欣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4997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王千億, 王俊傑, 李德福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5000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5024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滿分學習講義. 2015最新版張國彬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5048 升科大四技: 引擎原理及實習總複習 左成基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5123 高職基礎物理. B 吳文義, 鄭銀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5444 丙級化學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鎵鋅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5505 升科大四技: 普通化學(含實驗)精要(附解答) 趙威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5611 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顧石時, 顧哲綸, 鍾育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5833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洪兆亮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5857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機械群專一、專二奪分王 陳重銘, 洪兆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6007 升科大四技: 土木建築群測量實習總複習 郭耀傑, 劉育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2196281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667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97004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附學科測驗卷)王金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2197035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 洪寶玩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7141 丙級視聽電子技能檢定術科秘笈 劉國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7196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蘇泰明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7431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專業二奪分王(2015最新版)(附詳解本)黃慶璋, 何政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677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97837 丙級機器腳踏車術科題庫解析 林士敦, 何昭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7851 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2015 增光工作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7868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SolidWorks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豆豆工作室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572197905 丙級用電設備檢驗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黃如逵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8087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 2016 王金松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8513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術科題庫寶典 楊國榮, 陳幸忠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8575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煌嘉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572198636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 林源富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8643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總複習 彭建熾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8650 升科大四技: 電工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吳海瑞, 林智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8667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張弘智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8681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 楊盛松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8698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講義 楊盛松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8704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實習總複習 楊盛松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8711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 陳興財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8735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滿分學習講義 張國彬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8742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8759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王千億, 王俊傑, 李德福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8872 升科大四技: 電子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高敏聰, 張峻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8889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升學寶典 陳重銘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8896 升科大四技: 應用力學總複習講義 鍾義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8902 升科大四技: 引擎原理及實習總複習 左成基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8971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楊正祥, 葉見成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8988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教戰手冊 蔡一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8995 升科大四技: 製圖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9008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9251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總複習講義 葉輪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885144 中國馬專集 二版 平裝 1

9789575885175 布牌子: 看布牌子.談中國紡織發展 二版 平裝 1

9789575885205 侗族服飾藝術探祕 二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3147 青春嶺: 藝術新星. 2015 三好愛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科元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76

英文漢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7507 昊天紫綬證道佛院訪遊 佛一禪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33352 攻心 泠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69 擦身而過 楚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69 擦身而過 楚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76 愛的模樣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76 愛的模樣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83 御史王妃 渺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83 御史王妃 渺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90 替身 謝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406 平凡中最重要的事 鶖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413 之雪藏花 安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420 雙姝怨 林甌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444 之福星駕到 席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798 懸壺四十年的悲情日記: 世事難料,人生無常,生之徬徨,死之徘迴神田健司著 平裝 1

9789869188708 人生: 從六篇世界超經典的短篇小說與真實的生活故事窺看人生楊承婷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活石文化

南天懿敕五龍佛學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1898 旗開得勝小六數學得分密碼 謝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904 細說會考講義(自然5)理化(綜合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911 旗開得勝小五數學得分密碼 謝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928 細說高中歷史題篇(1-4) 楊素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935 細說國文大救援 楊鴻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7220 專案導向企業管理. 一, PO-ERP專案企業資源規劃管理易力行作 二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4813 為什麼要相信耶穌: 福音手冊 朴鍾珊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4822 幽靈的禮物: 縱橫華爾街的三個金融交易規則 亞瑟.李.辛普森(Arthur Lee Simpson)作; 張志浩, 關磊翻譯第四版 精裝 1

9789866489563 作手: 獨自徘徊天堂與地獄 壽江作 第五版 精裝 1

9789866489570 放空賺更多 方天龍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9594 波段飆股 方天龍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很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耶民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恆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城市吉網際資訊



9789868605435 亞洲籃球文化的原點 SHOES MASTER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725 邊學邊玩邊工作的情境英文,看這本就夠了! Melanie Venekamp, Claire Chang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805 孫中山傳 尚明軒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070812 宋慶齡傳 尚明軒, 唐寶林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2784 懸崖邊的守護者: 在失去妻子的同一地點,救回29條人命的真實故事凱斯.藍恩(Keith La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2791 開運大預言之祥龍獻瑞. 2012年 春光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2807 人生最後一次相聚: 禮儀師從1000場告別式中看見的25件事江佳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2890 不必忍耐也能存到錢: 負債月光族變身專業會計師,教你「不虧待自己」の存錢技巧森安理惠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2999 這樣拜才有出頭天 王品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146 為什麼有些人一開口就能說到重點?: 讓人一聽就懂的57種表達技巧大石哲之著;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177 長輩沒教,但你一定要懂的81種送禮大學問 趙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238 變異三王星: 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行運、苦痛、與轉機霍華.薩司波塔斯(Howard Sasportas)著; 魯道夫, 陳燕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269 學賈伯斯用關鍵字做簡報,讓你30秒擄獲人心 松本幸夫著;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511 不知道會被笑的66個禮俗禁忌 春光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528 不健忘的靈活工作術: 溝通、開會、企劃不再轉身就忘的10種工作技巧石谷慎悟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10 工作減肥術 山崎將志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行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柏舟文化



9789865922627 再見,最好的妳 克莉絲汀.漢娜(Kristin Hannah)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34 贖金 茱麗.嘉伍德(Julie Garwoo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41 TO麻吉: ㄇㄚ'幾手繪明信片微型書 Yukiji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726 14天的約定 西西莉雅.艾亨(Cecelia Ahern)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015 藝術史101: 從印象派到超現實主義 王德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9458 軸心失控: 長篇懸疑科幻小說 高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39496 寂寞球體: 徵文獎作品集. 第十三屆 臺灣推理作家協會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206 Dukhovnoi zhazhdoiu tomimy: khudozhestvenno-issledotel'skie literaturnye essay i etudy(俄文版)Iza Kresikova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8528 米滷4格蛋 老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778535 制服.女孩.史旺基 史旺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8542 巴黎公寓物語 諾弗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8559 鷹與海豚 諾弗勒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品劦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好事物媒體整合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9413 「膠卷人生 」.療癒人心的療癒詩 陳思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61250 東京書店時代: 貳拾貳間獨立書店,千百種人與書的靈魂交會Tokyo bookstore guide著;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304 全幅相機採購指南. 2014 林家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1887 東京好咖啡 川口葉子作; Nag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397 草間彌生X圓點執念: 寫給時代的話 草間彌生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40 校園崩壞中!: 連孔子也傻眼的教育亂象 黃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779 親愛的,我把坪數變大了 緩莉舞著;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809 臺北閱讀空間 水瓶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878 東京星級好食: 職人料理名店42選 Joanne Huang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8645 超人氣韓國綜藝節目大解密：像拍紀錄片一樣的綜藝節目般的瘋狂工作，如Jung Duk-Hyun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055077 舌尖上的健康: 跟著老祖先聰明吃、健康補,體質顧好,疾病不來找李亞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449 人像攝影:「圖解」捕捉動人神韻的心．技．法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作; 曾慧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Trendy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飛帆國際生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文化



9789571056968 人質之子 麥可.葛魯柏作;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293 相遇在最好的年代: 100大酒莊巡禮、世紀年份、中華美食黃煇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385 斷掌: 奈普頓懸案的真相 珍妮佛.麥瑪洪作;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507 翹家去首爾 omo!著; 鄭雅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620 我討厭的偵探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774 鬼札: 剖析最真實的吳映潔 吳映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934 神奇的8字瘦身操: 1天1公分,8天瘦全身! 進藤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58054 我可愛的國家令嬢 鏡遊作; 林宜錚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177 寶靈心旅行 寶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191 活用光線與色彩:簡單拍出我的空氣感寫真 むらいさち, はやしまゆみ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191 活用光線與色彩:簡單拍出我的空氣感寫真 むらいさち, はやしまゆみ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283 星光對決IDOL STAR: Spring 衛亞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290 星光對決IDOL STAR: Bright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580 PSYCOME煉愛學獄. 5, 與殺人機共度體育災 水城水城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689 靜默: <>先行者三部曲 葛瑞格.貝爾作; 張可婷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8702 那麼,來攻略異世界吧。 おかざき登作; 鄭翠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757 墮神契文 D51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8764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801 真誠謊言 莎拉.謝柏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801 真誠謊言 莎拉.謝柏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818 強制登出 安娜.戴維斯作; 李玉蘭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825 偷心郎君: 戲鴛鴦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825 偷心郎君: 戲鴛鴦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856 青山裕企X框架中的女孩: 美少女攝影私密構圖法!青山裕企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863 國王遊戲 金澤伸明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870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8887 Black lagoon. 2, 罪孽深重的魔法師之哀歌 虛淵玄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894 霸劍皇姬阿爾緹娜 紫雪夜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917 只為你動心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924 電線桿上的路西法同學 魏思佳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931 最後一名的勇敢: 我挑戰的不是喜馬拉雅山,而是自己林可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948 神奇的8字瘦身操:1日5分,美胸,瘦腰,提臀塑全身!進藤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58955 兩個爸爸 砂床あ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962 魅生. 6, 十師卷 楚惜刀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8979 魅生. 6, 十師卷 楚惜刀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8986 以你為名的光芒 夏茗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993 罪惡螺旋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006 1cm:尋找人生中那失落的1cm_____˙吧 金銀珠, 金材娟作;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013 為什麼靜香一定要跟大雄結婚?: 「哆啦A夢」的真實中川右介作;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020 魚菜共生:水陪趣,打造可食的綠色風景 王獻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037 皇后,娶了朕! 萌晞晞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9044 夜刃 羽千落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9051 食夢之鑰 DARK櫻薰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9068 特九戒備班 衛亞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075 墳墓裡有Wi-Fi嗎 茹絲.貝隆(Ruth Baron)作; 李玉蘭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082 長夜盡頭. III, 破曉 梅根.克魯作; 李玉蘭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099 換個姿勢就能瘦 黃相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112 我與23個奴隸ex. 岡田伸一作; 施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129 擁有麒麟之舌的男人 田中經一作; 張鈞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136 第四名被害者 天地無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143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相樂總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59150 罪人與龍共舞 淺井Labo著; 迦羅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9167 我的生存意義 赤月駆矢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594 我的生存意義 赤月駆矢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9174 瑠璃色的瞎扯淡日常 伊達康作; 黃珮如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9181 果凍日和 森田季節作; Celi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198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59204 Minecraft DIY大事典: 我的世界－50招方塊人的荒野求生秘技王育貞, MTW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59211 愧疚遊戲的製作方法 荒川工作; 林香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228 魔王付不出房租 伊藤大作; 蔡知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9235 Right x light 司作; 黃健育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59242 戀愛變調的魔改上書 木村百草作; 柏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259 人蠱遊戲 八頭道尾作; 邱鐘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273 陳瑀希X小茉莉夢幻世界: 時尚攝影大師黃天仁掌鏡陳瑀希作;黃天仁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59280 Nikon Capture NX-D相片編修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297 勇往直前❤灰姑娘 林珉萱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9303 從天而降的幸運★惡魔 花伊里(Kairi)漫畫 1版 平裝 1

9789571051741 9月1日天氣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325 戀愛教戰手冊 灰野都漫畫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537 粉紅怪獸美髮屋 水藍薰漫畫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114 四片葉遊戲 望月空漫畫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237 墮神契文 D51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8146 時光當舖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310 黎明之神意 a.C原著; D51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327 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9334 女王事務所 卷息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9341 超能劇組,Action 八爪魚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365 闇黑之心 亞莉珊卓.布拉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372 殞月之城. 4, 月影地帶 蘇珊.貝絲.佩弗作; 蔡心語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389 蒼柩的青金石 朝野始作; 林佩瑾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9396 來狩獵吧!: 荻乃森高校狩獵專門課程 森月朝文作; marro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402 魔女的絕對道德 森田季節作; kyo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419 十二國記: 風之萬里 黎明之空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9426 十二國記: 風之萬里 黎明之空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9433 不會飛的蝴蝶與天空之鯱: 浮空島的信箱 手島史詞作; 紅豆佳譯人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9440 廢墟遊戲 八頭道尾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457 童貞保衛大作戰 白都久絽之作; 阿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464 我的狐仙女友 西野勝海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59471 舞星灑落的雷涅席庫爾 裕時悠示著; 曾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9488 世界重組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9495 東京喰種. 1, 日常 石田スイ原作; 十和田シン小說;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501 蛋黃哥的軟爛生活學 SANRIO著; 錢亞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518 霸道經紀人 輕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525 舔舔親愛的經紀人 四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532 逆文魔法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9549 小雞之戀. 4, 兩情相悅好困難? 雪丸萌原作; 松田朱夏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556 優雅瘦: LuLu's獨創法式慢運動燃脂X塑形X美肌 不費力氣,從裡到外漂亮到底Lul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59563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9587 寄生彼女砂奈 砂義出雲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9600 切斷 菅原和也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617 淚水狂魔 林斯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624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59631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648 拜託,再給我五分鐘 境京亮作; 邱憶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9662 恐懼之源 慕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679 霸劍皇姬阿爾緹娜 紫雪夜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9686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9693 OUTBREAK COMPANY萌萌侵略者 榊一郎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9709 不成調的戀曲 流星雨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716 陸與千星: 發送世界的少年與別墅的少女 野村美月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723 玻璃王座 莎菈.J.瑪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730 真實假象 莎拉.謝柏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747 暴風氣流: 二重螺旋. 7 吉原理惠子作; Miyako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754 四季幸福甜點 金持惠作; 蔡秉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761 平穩死: 為自己寫下期望的人生結局 長尾和宏作;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778 王牌調酒師的私藏特調:居家鮮榨的無添加幸福健康飲金鳳夏作; 陳品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792 吃豆腐: 72道超乎想像的創意料理,原來豆腐也能這樣吃龍東姬作;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815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9822 你有,一則新殉息 振鑫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853 特九戒備班 衛亞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9860 微微一笑很傾城 顧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877 罪惡螺旋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9884 溺愛渴望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907 終結的熾天使: 瀨紅蓮,破滅的16歲 鏡貴也作; 宋輝雄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914 成為吸血鬼的你開始一段永恆的愛 野村美月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9921 我,要成為雙馬尾。 水澤夢作; 楊佳惠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9938 "藤壺": 光在地球之時....... 10 野村美月著; Runoka 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945 十二國記: 丕緒之鳥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952 來革命吧!覆盆子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9976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59983 神曲奏界白. 9, 純潔純白 高殿円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990 王者的榮耀之路: Canon單眼相機聖經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002 跟著設計總監捕捉時尚攝影角度:讓你照片按讚數激增的100種創意巧思窪田千絃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026 一個人微旅行!在異國風情中拍下我的空氣寫真山本まりこ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033 圓環少女 長谷敏司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0040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無桐伊織的關係 西尾維新作; 王忻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057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零崎雙識的關係 西尾維新作; 王忻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064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匂宮出夢的關係 西尾維新作; 王忻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071 零崎人識的人間關係: 與戲言玩家的關係 西尾維新作; 王忻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088 世界重組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0095 戰爭機器: 聯盟末日 凱倫.查維斯(Karen Traviss)著; 張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101 憑物語 西尾維新作; 張釣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118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0132 時光當舖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0149 超能劇組,Action 八爪魚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0156 歡迎來到NPC社! 青次方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163 給差一點錯過的夢想 爽爽貓 by SECON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170 跟著77涵玩彩妝、學穿搭讓女孩們一天一點變得更美麗77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187 毛起來愛上你 狗與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194 絕叫學級. 8, 永無止境的欲望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200 未來男友 Pucki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217 鋼鐵仁與小辣椒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224 復仇教室 山崎烏作; 邱鍾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231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552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0248 日常生活中的異能戰鬥 望公太作; 陳怡帆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255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0262 山海亂舞. 1, 神怪初現 默者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279 藍珍珠法式餐館 玉若緣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286 蝕人屋 瑪德蓮.胡(Madeleine Roux)作; 林力敏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293 女裝皇家教師 野村美月著;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0309 你是我的聖劍 大樹連司作; 曾玲玲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0316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作; 簡秀靜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0316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作; 簡秀靜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0323 Ghost Hunt惡靈系列. 4, 死靈遊戲 小野不由美作; 王靜怡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330 與外界女孩締結的君臣關係? 語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347 魔王怎麼還不來 某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354 龍之巫女希梅兒的獻身 陽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361 Pepita當井上雄彥再見高第 井上雄彥著; 許嘉祥譯 1版 其他 1

9789571060378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0385 龍孃七七七埋藏的寶藏 鳳乃一真作; 林宜錚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0392 蒼柩的青金石 朝野始作; 林佩瑾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0408 東京喰種. 2, 空白 石田スイ原作; 十和田シン小說;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415 總裁欺負人 紅棗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0422 無盡永晝: 闇黑之心二部曲 亞莉珊卓.布拉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439 魔法少女育成計畫episodes 遠藤淺蜊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446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0453 雙子是野獸戀人 中原一也作; 陳明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460 我家的食客掌握全世界!. 3.5 七条剛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477 我的生存意義 赤月駆矢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484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0491 十二國記: 圖南之翼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507 神曲奏界黑. 13, 闇黑降臨 大迫純一作; 莊湘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514 PSYCOME煉愛學獄. 6, 與殺人器遭死相愛 水城水城作; 楊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521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10.5 渡航作; 盧威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569 魔王付不出房租 伊藤大作; 蔡知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576 終結的熾天使: 瀨紅蓮,破滅的16歲 鏡貴也作; 宋輝雄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0583 真愛時差: 為我停留 塔瑪拉.愛爾蘭.史東作; 游鈞雅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590 御神樂學園組曲. 4, 十六夜seeing Last Note.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606 那麼,來攻略異世界吧。 おかざき登作; 鄭翠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0613 影之館 吉原理惠子作; 陳容彩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620 復仇教室: 連鎖 山崎烏作; 邱鍾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637 思念成城 君子以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0644 思念成城 君子以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0651 罪惡螺旋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675 你的世界,星光如初 青羅扇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0682 你的世界,星光如初 青羅扇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0699 逆文魔法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705 型男我不愛 榎田尤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712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0729 正義.逆位 知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736 她與她的貓 永川成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743 靈機一動的機率: 經濟學探員伏見真守 石川智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750 緩慢發生變化!邪神大沼. 4 川岸毆魚作; 陳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767 墮神契文 D51作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0774 鈴蘭的調香師 羽千落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0781 蒼空神域 夏堇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0804 時光當舖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811 前進吧!!高捷少女 啞鳴, 陽炎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0828 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F 啞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835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0859 偷心郎君: 落花飛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903 法式繽紛浪漫: 畫出自我療癒的正向能量 法國Larousse出版社作; 武忠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910 法式繽紛浪漫: 畫出禪意靜心的紓壓冥想 法國Larousse出版社作; 武忠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934 薇薇安12星座暗黑性格白皮書 薇薇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972 小威老師.林珉萱畫集: 祕密花園 林珉萱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989 漢玲苑: 璀璨軌跡 陳漢玲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009 祕夜魔冠 莎菈.J.瑪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016 純粹心計 莎菈.謝柏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023 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F設定集 啞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030 脫逃密室 慕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13

送存冊數共計：223

麥浩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2725 餐桌上的蔬菜百科 潘瑋翔,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2332 別把鑽石當玻璃珠: 劉大偉的動畫獅子心 劉大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387 活下去，是最大的動力！破解全球通訊龍頭中國華為的核心密碼田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424 當鋪商學院：全美最紅當鋪老闆，8堂課教你做生意賺翻天萊斯.葛歐德(Les Gold)著; 郭政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578 閱讀課 : 與孩子共讀的15篇商業周刊好文章 陳建榮, 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615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Andre Kostolany)著; 唐峋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622 <>之金錢遊戲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Andre Kostolany)著; 丁紅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639 <>之證券心理學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Andre Kostolany)著; 林瓊娟譯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646 窮查理的普通常識: 巴菲特50年智慧合夥人查理.蒙格的人生哲學查理.蒙格(Charles T. Munger)著; 彼得.考夫曼(Peter d. kaufman)編; 李彔, 李繼宏等編譯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653 為什麼他賣電視敢比別家貴一倍?: 少子化、高齡化下,小店大勝出的經營傳奇山口勉著; 劉亭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677 財富第五波: 科技新貴之後,下一波是保健新貴! 保羅.皮爾澤(Paul Zane Pilzer)著; 徐鋒志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691 箱型車裡的梭羅: 一個大學生從負債百萬到找回自由的生活實驗肯恩.伊格納斯(Ken Ilgunas)著; 陳俐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14 你累了嗎?給熬夜工作者的大補帖 艾瑞克.愛比斯坦(Eric Epstein)著; 葛窈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21 亞洲企業正在征服全世界: 中日韓企業打敗美式管理的嶄新經營模式野中郁次郎, 徐方啟, 金顯哲著; 龔亭芬, 鄭世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38 我相信的事: 領悟一句話,人生開始不同 商業周刊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45 媽媽是最好的心理諮商師: 每天10分鐘,療癒孩子受傷的心李林淑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52 讓我們過得更好的15堂道德課 萊納.艾爾陵(Rainer Erlinger)著; 楊夢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69 海盜共和國: 骷髏旗飄揚,民主之火燃起的海盜黃金年代科林.伍達德(Colin Woodard);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76 ZARA沒有名片的總裁: 全球最大服飾王國創辦人唯一授權訪談實錄科瓦東高.奧莎(Covadonga O’Shea); 宋海蓮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90 絞架幽默: 有故事的英文學習書. 1 傅建中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806 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 有故事的英文學習書. 2 傅建中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36 頂尖CEO的前瞻力: 聚焦思考、磨鍊品格,早一步掌握全局迪克.柯羅斯(Dick Cross)著; 陳中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50 還在學. 2, 金惟純、金質靈父女的人生問答題 金惟純, 金質靈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6032998 大店長開講: 店長必修12學分/50個開店Know Why戴勝益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87848 最暢銷行為科學大師石田淳告訴你: 改變人生,花5分鐘開始就對了!石田淳著;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855 科特勒: 我這樣看世界,還有我自己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著; 葛窈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862 用科學打開腦中的頓悟密碼: 搞懂創意從哪來,讓它變成你的馬克.畢曼(Mark Beeman), 約翰.庫尼歐斯(John Kounios)著; 駱香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879 追夢企業家: 巴西3G資本如何躍升全球食品龍頭克莉斯琴.柯莉亞(Cristiane Correa)著; 薛怡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04 UNIQLO和ZARA的熱銷學 齊藤孝浩著; 林瓊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38649 進入社會與社會學理論的世界. 中冊, 二十世紀中期的社會學理論Kenneth Allan著; 吳佳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8670 公益的價格: 非營利行銷的理論與案例 魯炳炎作 平裝 1

9789866338694 大眾傳播理論: 文化與社會的面觀 Nick Stevenson著; 趙偉妏, 陳晏茵, 陳秉逵譯 平裝 1

9789866338779 半總統制「總統化」之發展: 政黨體系與政府組成郝培芝作 平裝 1

9789866338786 傳播:新博物館與地方 許傳陽作 平裝 1

9789866338793 最受歡迎新聞與影視的公共意涵 陳盈盈作 平裝 1

9789866338878 地方治理思維與政策工具運用之研究 柯志昌作 平裝 1

9789866338885 一起動手做箱子車 Doro Göbel文; Peter Knorr圖; 陳思穎譯者 精裝 1

9789866338892 世界最優天竺鼠 Lorenz Pauli文; Kathrin Schärer圖; 魏蘭懿譯者 精裝 1

9789866338908 在足球比賽跳芭蕾的麥特 Anne-Kathrin Behl圖.文; 濮辰檸譯者 精裝 1

9789866338915 愛你的心永遠不會改變! Lorenz Pauli文; Kathrin Schärer 圖; 魏蘭懿譯 精裝 1

9789866338922 爸爸怎麼變成兔子了 Peter Menne圖.文; 楊文瑤譯 精裝 1

9789866338939 屋子裡的貓咪真頑皮 Eilika Mühlenberg圖.文; 陳映均譯 精裝 1

9789866338946 跟著麋鹿去玩耍 Lorenz Pauli圖; Kathrin Schärer文; 陳思穎譯 精裝 1

9789866338953 都市中的秘密花園 Parastu Karimi圖.文; 魏蘭懿譯 精裝 1

9789866338960 拯救寶貝毛衣大作戰 Erna Kuik圖.文; 陳映均 譯 精裝 1

9789866338977 聽爺爺奶奶的冒險故事,托比不再無聊了! Anne-Kathrin Behl圖.文; 陳映均譯 精裝 1

9789866338984 和變色龍玩捉迷藏 Lorenz Pauli文; Kathrin Schärer圖; 陳映均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韋伯文化國際



9789866338991 魔法臘腸狗變把戲 Knut Laaser文; Jasmin Schäfer圖; 陳映均譯 精裝 1

9789864270002 大塊呆嘟嘟 Valérie Weishar-Giuliani文; Chloé Legeay圖; 陳映均譯 精裝 1

9789864270019 誰溜進我的心肝裡? Anja Klauss文.圖; 楊文瑤譯 精裝 1

9789864270026 大熊的小帽帽 Ingrid Chabbert文; Marjorie Béal圖; 陳思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033 心情很差的巨人 François-Xavier Nève文; Isabelle Charly圖; 陳思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040 小個子婆婆結冰了! Charlotte Bellière文; Ian de Haes圖; 陳思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057 愛放屁的公主 Maud Roegiers文.圖; 陳思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064 爸爸去哪了? Martine Hennuy, Sophie Buyse文; Lisbeth Renardy圖; 嚴丞偉譯 精裝 1

9789864270071 守護爺爺的狼兒 Julie Versele文; Charlotte Cottereau圖; 嚴丞偉譯 精裝 1

9789864270088 魔術師與兔子毛毛 Gabrielle Paquette文; Sébastien Chebret圖; 魏蘭懿譯 精裝 1

9789864270095 愛是最美的禮物 Amélie Callot文.圖; 嚴丞偉譯 精裝 1

9789864270101 出門去冒險 Émilie Hubert文; Maud Roegiers圖; 江則均譯 精裝 1

9789864270118 跟著風兒一起飛吧 Noelia Blanco文; Valéria Docampo圖; 嚴丞偉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68121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7868138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577868268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68275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7868282 提升實力日本語能力測驗N1文法 松室美年編著; 施珮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209 全國高中職日語演講比賽實錄. 第十六屆 東吳大學主辦; 日本拓殖大學, 拓殖大學後援會協辦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305 国見町から: 私家版定義集 山岸清太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312 提升實力日本語能力測驗N3文法 松室美年編著; 施姵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329 心靈的封閉與開放: 小說名著論評 歐宗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336 臺中ECFA締結後の臺日產業提携の発展: 臺湾と三重県の產業連携を中心にして林冠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350 給大專生的工商實用日語 王敏東, 黎立仁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致良



9789577868367 時間表現形式「トキ」を含む形式に関する一考察: 条件表現との関りをめぐって葉懿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374 2015年度第4回村上春樹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国際会議予稿集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381 一目惚れ、台湾: 台湾観光十二選. 上 孫寅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411 台日異文化交流能力育成研究(日文版) 賴錦雀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68435 日語A2 B1級的教材教法 J-GAP TAIW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442 提升實力日本語能力測驗N4文法 松室美年編著; 施姵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1485 媽媽的生日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119269 王大華作品集. 5, 路岐人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119276 不要吃 他是一本書：12則與你天賦有關的故事 翁珮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9905 職人品鑑!全球TOP101威士忌 張郁嵐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929 一個生意人的小說與現實 梁德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936 鏡Mirror. 2 應天華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9169943 王大華作品集. 15, 生命的列車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169950 事件方程式 是暢又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981 奈米記憶 張嘉成作; 羅荳荳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209 王大華作品集. 16, 新世紀舊生活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199216 句子煉金術:遺詞造句訓練手冊 周美吟作 平裝 1

9789869199230 我就是保險經紀人: 28位保險精英堅持正義逆轉勝實錄錠嵂保險經紀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254 Tobi & bobo Svetlana Bozukova[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2101 薩克斯風教材. 基礎篇 劉醇聰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南廷音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1900 夏螢之戀 琉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31 青春副作用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48 我與你的未完成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55 說再見以前 兔子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62 春日裡的陽 晨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79 當風止息時. 1, 琉璃鬼殺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86 鬼道少女. 1, 我的鄰居是天狐 逢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93 學長 瑪琪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09 鬼道少女. 2, 純情怪醫的條件 逢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16 迷路天堂 小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9603 寶寶成長手冊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33368 Grace said focus Eric Liao[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2231944 幼兒三字經念謠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2118 幼兒弟子規念謠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2286 幼兒唐詩三百首吟唱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2233443 圖解作文200字 陳玟如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柏克萊文化



9789862233450 圖解作文300字 陳玟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467 解析式看圖作文 陳玟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474 引導式看圖作文 陳玟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481 新編兒童趣味簡筆畫 風車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498 新編兒童卡通簡筆畫 風車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542 Grace said patience Eric Liao[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2233559 Grace說耐心 Eric Liao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3627 王者之冠 阿爾弗雷多.戈梅斯.塞爾達著; 特沃.普埃勃拉繪; 王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34 烏丟丟 金波著; 麥芽哈哈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41 雨街的貓 王一梅著; 碧悠動漫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58 朵朵和她的半隻黑貓 段立欣著; 碧悠動漫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65 騎士小弗洛里安 諾爾瑪.烏伊多布羅著; 瑪麗亞.菲.蓋薩達繪; 胡舒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72 風小子的旅行 孔恰.洛佩斯.納爾瓦埃斯, 卡爾梅洛.薩爾梅隆著; 拉法埃爾.薩爾梅隆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89 雲端之上 瑪爾塔.塞拉.穆紐茲著; 克勞蒂亞.萊格納西繪; 熊鐵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96 森林小城 米拉.洛貝著; 蘇西.威格爾繪; 王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702 一幅畫和他的冒險 兩色風景著; 江泓童畫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719 想高飛的貓 約瑟.卡納斯.特瑞格羅薩著; 瑪麗亞.菲.蓋薩達繪; 祝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726 成語故事(幼兒版)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3733 Food超人新編學生國語辭典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精裝 1

9789862233740 Food超人小學生標準國語辭典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精裝 1

9789862233757 Food超人實用國語小辭典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603 翻越生番空 黃啟瑞, 陳煒仁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投縣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702 碧雲宮志 謝政達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6182 寫給姊妹們的真心話 陳愉著; 王劍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315 談判地圖: 搞懂文化差異，才能在全球企業談判中無往不利！艾琳梅爾(Erin Meyer)著; 李康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322 Sujit老師的七堂神奇瑜伽課: 每天15分鐘日常瑜珈操,讓你肌耐力與柔軟度UP,痠痛病OUT!Sujit Kumar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8339 零經驗也能致富的房產投資術 古月, 洪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346 雞窩頭下的金頭腦 詹姆士阿特切(James Altucher)著; 謝雅文, 黃直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353 騙騙男人也無妨: 聰明女人111條攻心計 蘇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360 優雅: 法國女人的55個優雅生活美學 歐石楠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377 脫掉蓬蓬裙再來上班!: 晉身百萬小資女「天堂路」菲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384 這樣過生活，美麗與夢想都能成真！:蛻變為美人的生活提案渡邊薰著;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407 給愛情一顆淡定的心 木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414 簡單才會更豐富: 12堂剛剛好的練習課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414 簡單才會更豐富: 12堂剛剛好的練習課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421 加油,再出發!: 30歲,開始規劃未來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438 愛、不愛,都需要勇氣: 勇敢愛,勇敢TRY! 林慶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88320 文字魔人 李赫原創; 翁紹凱原著; 賴有賢, 張富龍漫畫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紅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碧雲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哈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5102 跟著設計師學裝潢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119 裝潢糾紛真相鑑定自救手冊 吳翃毅, 薛秀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126 頸椎回正: 神奇自癒操每天在家70秒，躺著就會好的自然整復療法黃雅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133 你也可以成為成功的室內設計師 宮恩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1918 「TEAM20」兩岸建築新人獎暨城市發展策略與方法論壇紀實. 2014李謁霏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7312 秋的饗宴: 胡得榘設攝影集 胡得榘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2906 杜君英的童年記憶 簡炯仁, 張偉正撰文 平裝 1

9789869162906 杜君英的童年記憶 簡炯仁, 張偉正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2807 童學繪 莊智玲總編輯; 文樂國民小學學生繪圖 精裝 1

9789869162807 童學繪 莊智玲總編輯; 文樂國民小學學生繪圖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大和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鳩浙恩澇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皇延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佳影像工作室

風和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9018 臺灣新童歌: 吳登居童謠創作選 吳登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86197 南臺灣商管暨文創設計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6203 美而有禮 和而好學: 精緻優質的校園文化 美和科技大學林顯輝校長治校三年紀實郭麟瑤, 涂惠貞, 倪保禎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900 新豐村尾寮莊志: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村歷史故事曾昭榮主修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5574 從歷史看清西藏問題: 揭開達賴真實面貌 劉學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581 觀光開麥拉 許建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807 全球在地化與地方治理發展模式: 浙江臺州個案研究曾春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71 國際衝突之實證研究: 以「印巴問題」為例 岳瑞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88 兩岸互設辦事處政策性評估 蘇豐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95 兩岸數位匯流之IPTV產業發展研究: 兼論數位影音內容衍生之著作權問題張燁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64 中國對外政策: 從江澤民到習近平 胡聲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401 中山思想與當代政治 胡聲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新豐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枋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9789865681418 近代文學名家名作析評 楊昌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5010 同心合力: 記錄新埤社區社造豐碩成果 劉己玄採訪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7911 傳墨書法研究會作品集. 貳 屏東縣傳墨書法研究會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408 滿州之美攝影比賽. 2013 文眾印刷設計有限公司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3813 滿州風情 吳明澧編輯 平裝 第2集 1

9789868603820 滿州風情 藍孟德總編輯 平裝 第3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331483 少年陰陽師. 肆拾, 顫慄之瞳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90 朵朵小語: 你笑了,花開了 朵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滿州鄉文化教育與產業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滿州民謠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屏縣新埤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傳墨書法研究會



9789573331506 愛情,不是你為我做了什麼:而是我們一起做了些什麼張小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513 再見野鼬鼠 張小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1520 吳姐姐講聖經故事. 3, 摩西與十誡 吳涵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537 忘憂地 史蒂芬.金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544 母親的秘密 郭慧玲作; 柯乃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551 四〇一二號室 真梨幸子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568 夜車 艾蜜莉.巴爾作;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575 一個都別想活 傑佛瑞.迪佛作;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582 美味的法式可麗餅 安瑟.布列頓(AnneCé Bretin)著; 娜塔莉.卡內(Nathalie Carnet)攝影; 陳文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331599 怪物血族. 4, 迷宮的歌姬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05 九死一生 小手鞠琉衣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29 大廚在我家. 3, 大師級涼麵 曾秀保, 王瑞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36 少年陰陽師. 肆拾壹, 傷逝之櫻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12 重新,一個人: 擁有自由無畏的人生下半場 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43 以前,我死去的家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67 菩提樹下的微笑 蔡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50 潘朵拉遊戲. 1, 烈火洪流 維多莉亞.史考特(Victoria Scott)作;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74 鴨川食堂 柏井壽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81 人偶死去的夜晚 土屋隆夫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698 沒有出口 藤達利歐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4213 古玉六百問 竇廣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237 武當道醫婦科臨證靈方妙法 尚儒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244 武當道醫男科臨證靈方妙法 尚儒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251 內功與房中術 龍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品冠文化



9789865734268 導引術之治病.美容 陳成玉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275 中國歷代刺繡緙絲鑑賞與收藏 肖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282 嫩江水沖瑪瑙鑑賞與收藏 馮善良, 楊亞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299 圍棋棋力快速提高: 從入門到業餘初段 馬自正, 趙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05 圍棋棋力快速提高: 從業餘初段到業餘3段 馬自正, 趙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12 武當道醫傷科臨證靈方妙法 尚儒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625 培梅家常菜 傅培梅, 程安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632 李梅仙家常宴客菜 李梅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1649 蔡辰男的美味人生: 細說海峽會經典聚珍 蔡辰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1663 香港菜: 經典、懷舊、美味 最具代表性的人氣好滋味陳紀臨, 方曉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8015 隱仙派涂家太極氣功 涂金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8300 柳色三國之亮瑜無雙(精華版) 柳宮燐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8978317 Le baiser du dragon 柳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柳陌花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胖胖熊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映威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7808 21世紀初階鋼琴教學法: <>培養全方位音樂家 何佩華著 精裝 1

978986903781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 A 瑪利琳.樓(Marilyn Lowe)作; 何佩華譯 其他 A 1

9789869037822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 B 瑪利琳.樓(Marilyn Lowe)作; 何佩華譯 其他 B 1

9789869037839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A與B(教師手冊)瑪利琳.樓(Marilyn Lowe)作; 何佩華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636 Apex kid's English: grammer 王冠程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72643 Apex kid's English: phonics 王冠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72650 Apex kid's English: phonics 王冠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9312 口說達人 王冠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999329 文法達人! 王冠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99336 Apex kid's English: phonics 王冠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99343 Apex kid's English: phonics 王冠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99350 文法達人Book 王冠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99367 Apex kid's English: grammer Kuan-Cheng Wang[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9374 Apex kid's English: grammer Kuan-Cheng Wang[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99381 Apex kid's English: grammer Kuan-Cheng Wang[編著]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4804 三隻小豬 鄒瑞嬌文案; 李貴盛腳本修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34811 大野狼與小綿羊 鄒瑞嬌文案; 李貴盛腳本修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建冠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哈客劇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820 像山一樣思考 約翰.席德(John Seed)等作; 黃懿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837 像山一樣思考 約翰.席德(John Seed)等作; 黃懿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4844 在候診室遇見佛陀: 一位叛逆醫師的終極療癒之旅保羅.布倫納(Paul Brenner)作; 黃懿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1213 記帳士考試全集 蕭鋼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4156 餐旅英文與會話(C版). I 何鈺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156 餐旅英文與會話(C版). I 何鈺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58873 此方.彼岸: 福報禪師我問你 釋妙蘊.福報禪師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58897 佛光之美攝影集 釋慧延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80530 黃彰輝牧師的精神資產研討會論文集 黃彰輝牧師百歲紀念活動委員會主編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海文化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首席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102 臺灣500高校制服年鑑夏季女生版 周靖璞責任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499247 紫玉金砂精華版. 2 黃健亮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99254 陶都風.寶島情: 宜興紫砂藝術臺北展 史俊棠, 黃健亮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99261 普洱茶鑑: 認識普洱茶的九堂課 黃怡嘉主編 精裝 1

9789570499278 清風習習: 煎茶道具之美 林俊杰著 精裝 1

9789570499285 竹夢踏實: 周創賢竹雕世界 黃怡嘉主編 精裝 1

9789570499292 宜窯逸色: 印如精舍藏明清宜均器物選輯 潘敦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99308 蓮房汲砂: 竹石居珍藏明清紫砂 林彥禮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4252 羊年運程 洪正忠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8864276 2015羊年運程皇家運民曆 洪正忠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8864283 猴年運程 洪正忠, 洪晨皓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8864290 2016猴年運程皇家運民曆 洪正忠, 洪晨皓編著 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80479 客家三山國王信仰文化研究 黃子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盈記唐人工藝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皇家運

送存冊數共計：1

約書亞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9445 苗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3第五屆劉同仁主編 平裝 1

9789868589452 苗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會員作品聯展專輯. 2014第六屆劉同仁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6503 海峽兩岸藝術文化交流展 蕭政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86503 海峽兩岸藝術文化交流展 蕭政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3020 塭內原風景 平涓等圖文撰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617 傳統詩藝: 詩學入門教材 陳俊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00864 蓬山老照片專輯 王春風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蓬山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竹南文化再造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609 象山書院志 黃鼎松等撰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5609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施工全紀錄 高雄總圖工務所文字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805 產業群聚分析與空間規劃: 臺灣經驗之探討 孔憲法, 閻永褀合著 平裝 1

9789868952867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 大會手冊論文摘要集. 2015年第十一屆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第一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04282 歷史記憶與印花稅票 游振傑著 精裝 1

9789869129800 郵學演講集. 二0一四年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1916 1分鐘看穿對方個性 林克(Elsie Lincoln Benedict), 巴尼(Ralph Paine Benedict)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167 CEO教你讀心術 林肯(Elsie Lincoln Benedict), 巴尼(Ralph Paine Benedict)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823 新手一看就懂的被動收入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茉莉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集郵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頭屋象山書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原營造



9789869072847 小資5年一定要存到100萬 李嫣著; 林孟樺譯 平裝 1

9789869113694 有錢人的習慣和你不一樣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048 1分鐘掌握對方個性 林肯(Elsie Lincoln Benedict), 潘尼(Ralph Paine Benedict)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9173001 認真,讓夢想成真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018 幸福可以每一天都有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025 一定賺錢的創業SOP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032 50歲後投資ETF月入2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049 李嘉誠的致富哲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056 5年後,靠創業月入3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063 學會捨得,就能擁有更多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070 成交SOP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094 新手創業一定要懂的36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03 有錢人默默在做的35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03 有錢人默默在做的35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10 行銷SOP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357 Tea chronicles Michael Lam作 平裝 1

9789869129114 游慈心加國營建設計裝修百寶袋 游慈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138 道與桴 黃子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152 原色: 上海人在紐約 汪惠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176 沒那麼簡單(簡體字版) 吳燕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183 我在中美兩國的日子(簡體字版) 劉余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190 學文遊記 呂學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301 驀然回首40年 韋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318 歲月靜悟(簡體字版) 林一霹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9789869198325 飛出太醫院的精靈(簡體字版) 錦石作 平裝 1

9789869198332 戎馬倥傯 王業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349 教我如何不愛他 薛振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356 蓽雲小說集 蓽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6464 致理技術學院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游雯絢等作 平裝 1

9789868906471 致理技術學院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黃雅莉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6440 CTM商務科技管理系實務專題成果集. 第七屆2013致理技術學院商務科技管理系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06488 CTM商務科技管理系實務專題成果集. 第八屆2014致理技術學院商務科技管理系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3769 Shinnieの精靈異想世界 Shinnie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1747 義大利百年家族十大經典食材錄 黃筱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首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鳥季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致理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技術學院商務科管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1171 提升職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研討會論文集 劉明揚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4807 南陵書會展集 余天賜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649 日文句型原來如此簡單: 彩色鉛筆的四色速成學習魔法郭欣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5656 中高年人培育幸福大腦的九種能力 森惟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663 婚活? 石田衣良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11659 商用統計學 Douglas A. Lind, William G. Marchal, Samuel A. Wathen著; 陳乃維譯六版 其他 1

9789863411666 Modern Optical Engineering Warren J. Smith[作] 平裝 1

9789863411673 瞄準新多益. 聽力篇Vol. 2: Jeff老師帶你突破聽力障礙Jeff Santarlasc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1734 電路學 Charles Alexander, Matthew Sadiku著; 林義楠, 古頤榛譯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11741 話中有畫: 職場A咖都在用的「畫話」技巧 姚能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765 話中有畫: 職場A咖都在用的「畫話」技巧 姚能筆著; 蟲蟲繪 其他 1

9789863411772 翻轉吧醫院: 高效能協同醫療模式打造4贏照護體系托比.寇斯葛洛夫(Toby Cosgrove)著; 曹嬿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789 系統分析與設計: 物件導向與UML Simon Bennett, Steve McRobb, Ray Farmer著; 黃恊弘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1796 作業管理 William J. Stevenson著; 何應欽編譯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麥格羅希爾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陵書會



9789863411802 國際企業 Charles W. L. Hill作; 許嘉文編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1819 傑伍全能料理機食譜 Kenwood Ltd.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826 有機化學 Robert C. Atkins, Francis A Carey著; 張清堯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1840 瞄準新多益: 全真模擬試題篇Vol. 2: Jeff老師的精選滿分題庫Jeff Santarlasc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1857 管理學 Gareth R. Jones, Jennifer M. George作; 吳錦錩, 余秀慧編譯六版 平裝 1

9789863411864 作業管理(精簡版) William J. Stevenson著; 何應欽編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11871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irogio Rizzoni, James Kearns[作] 平裝 1

9789863411888 講重點商務溝通: 從構思到報告面面俱到的英文寫作指南卡特.丹尼爾(Carter Daniel)作; 陳中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2103 Perfect ellipse 陳俊良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0727 真愛100天(漫畫版) 林偉克原作; 櫻炎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402 前世今生: 臨床記實 黃逸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0096 劉定渝.劉天可: 天水之間 劉定渝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國潛意識心智發展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首都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南國開發建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魚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9348 藝道.意到: 南華大學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畢業畫集. 第九屆陳言宸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6109348 藝道.意到: 南華大學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畢業畫集. 第九屆陳言宸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9232 美學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黃淑基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109300 美學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黃淑基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109355 國際文創產業匯流學術研討會: 美學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 第八屆黃淑基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9225 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討會. 第八屆 南華大學科技學院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4349 休閒空間規劃 莊翰華, 謝琦強, 曾宇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356 勞資關係: 平衡效率與公平 衛民, 許繼峰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4363 企業管理: 全球導向的運作 鄭紹成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4370 組織行為: 以人為本.優化管理 陸洛, 高旭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387 策略管理: 建立企業永續競爭力 方至民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774394 連鎖管理 許英傑, 李冠穎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華大學科技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文創系暨碩士班



9789865774400 企業概論: 掌握本質創造優勢 張緯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4417 服務科學: 服務系統觀與價值共創論 社團法人臺灣服務科學學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424 企業倫理: 商業的道德規範 余坤東, 許金田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774431 人際關係與溝通 Kathleen S. Verderber, Rudolph F. Verderber, Cynthia Berryrman-Fink著; 陸洛等譯13版 平裝 1

9789865774455 財務管理個案集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462 亞太經貿市場: 區域整合架構下的機遇與挑戰 顧長永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486 解析行銷管理 曾光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044785 數學不斷電: 小數與分數 徐雲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44792 揚績得分王: 國中數學講義. 國三上 沈俊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44808 民主與公民社會下非營利組織協力社區治安維護: 以高雄市守望相助巡守隊為例之個案研究許玉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44815 生命教育之推動與實踐: 高雄市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問題學生之研究莊寶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44822 臺灣醫師醫療過失刑事責任合理化之研究 許玉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44839 勝卷在握!數學三級挑戰評量. 四年級 徐雲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44846 成語時光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044853 破設計: 17年實務經驗換來的9堂課 滕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44860 勝卷在握!數學三級挑戰評量. 五年級 徐雲鳳, 陳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44877 悅讀旅行團. 低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044884 悅讀旅行團. 低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044891 悅讀旅行團. 中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044907 悅讀旅行團. 中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044914 悅讀旅行團. 中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044921 悅讀旅行團. 中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044938 悅讀旅行團. 高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044945 悅讀旅行團. 高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前程



9789577044952 悅讀旅行團. 高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044969 悅讀旅行團. 高年級 王惠娟, 黃建維, 郭育婷作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044976 新編一年級IQ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044983 新編一年級IQ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044990 新編二年級IQ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045003 新編二年級IQ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045010 新編三年級IQ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045027 新編三年級IQ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045034 啟發式數學推理智力測驗. 低年級 前程編輯部編著 第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045058 啟發式數學推理智力測驗. 低年級 前程編輯部編著 第四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045041 啟發式數學推理智力測驗. 低年級 前程編輯部編著 第八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045065 啟發式數學推理智力測驗. 低年級 前程編輯部編著 第七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045072 啟發式數學推理智力測驗. 中年級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045089 啟發式數學推理智力測驗. 中年級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045096 啟發式數學推理智力測驗. 高年級 前程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045102 啟發式數學推理智力測驗. 高年級 前程編輯部編著 第六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045119 啟發式國語文推理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 修訂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045126 啟發式國語文推理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 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045133 啟發式國語文推理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 修訂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045140 啟發式國語文推理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 修訂一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004 一個退休警長的自述: 忘不了的人和事 孟昭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普陀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37

致琦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4014 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講義 釋本因彙編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4647 出色親職教育 凱希.哈維原著; 許嫡娟, 劉素兒, 許亞儒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20016 中華兒女策馬中原. 2013: 文史體驗營紀實 臺北市兩岸人民交流服務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108 淘寶達人 浪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0115 淘寶達人 浪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0597 中華兒女策馬中原. 2014: 文史體驗營紀實 臺北市兩岸人民交流服務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396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402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469317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1549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1471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488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495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501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518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525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532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1556 吟罷江山 陳曉林著 平裝 1

9789863521730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洢斯拜爾國際



9789863521730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1662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679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686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693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723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1723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1747 大話英雄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754 大話英雄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761 大話英雄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778 大話英雄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785 大話英雄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792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808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815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822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839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846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853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860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914 雨花臺石 倪匡著 平裝 1

9789863521921 衛斯理傳奇之願望猴神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1938 魔磁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1952 我們誤判了中國：西方政要智囊重構對華認知 谷棣, 謝戎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969 八年抗戰中的國共真相 劉臺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976 衛斯理傳奇之尋夢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1983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990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2003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2010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2027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2034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2041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2058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2102 老闆想的和你不一樣 王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2119 後備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157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2164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2171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2188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2195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2201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2300 南懷瑾的人生學堂 張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2317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2324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2416 衛斯理傳奇之邂逅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423 衛斯理傳奇之奇門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430 卡內基 人性致勝教典 舒丹, 楊菁, 王蕾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2447 卡內基 人性致勝教典 舒丹, 楊菁, 王蕾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66828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466835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8409 故宮100皇帝的寶藏 林正儀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68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9789868978416 故宮100選皇帝の至宝 李麗芬等企畫編集; 遠藤壽美子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78454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00 treasures of emperorsLi Li-fen等[文]; Donald E. Brix等[翻譯] 2nd ed. 平裝 1

9789868978485 Treasure of national place museum Chin chieh Chen, Hsu Chun Hsien[主編] 2nd ed. 平裝 1

9789868978492 A la rencontre du nouveau: musee national du palais Lin Zheng-yi[主編] 平裝 1

9789869057301 Meet the new national Palace Museum Lin Chiu-fang 2nd ed. 平裝 1

9789869057332 Imperial taste: the beauty of painting Lu Sufen[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9057356 故宮100皇帝的寶藏 林正儀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7705 20幾歲,換個有錢人的腦袋 李偉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729 35歲開始,投資股票月入20萬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2906 兒童財商課本初階. 1, 巴比倫的麵包師 游翰霖作 平裝 1

9789869092913 兒童財商習作初階. 1, 巴比倫的麵包師 游翰霖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4216 早安!美善品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福維克樂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羿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保富國際



9789866893612 國際傳播與全球媒介Q&A 李明賢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629 國際關係Q&A 彭懷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893636 地方政府: 地方自治Q&A 彭懷恩編著 初版 0 1

9789866893643 公共政策Q&A 彭懷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674 政治學講義 彭懷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893681 數位包容與寬頻社會論文集 彭芸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1482 社會福利概論 吳宗仁等箸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642 「規則優勢」下的亞太區域經貿整合 吳玲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017 彩繪人生：阿公阿婆畫圖說故事 鄭月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017 彩繪人生：阿公阿婆畫圖說故事 鄭月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28959 優勢觀點與精神障礙者之復元: 駱駝進帳與螺旋上升宋麗玉, 施教裕, 徐淑婷合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7988 他正在對著我們微笑: 王思恩牧師與臺北聖教會王宏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92 永遠的愛: 臺語歌謠創作曲集 鄭烱明作詞; 陳武雄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155 美的視界: 慢遊大高雄詩攝影集 李昌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162 岡山軍眷村發展史(1949-2007) 楊双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215 誰會讀我的詩 許寶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239 臺灣現代詩選. 2013年 江自得等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246 時代的見證 莫渝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253 風格的建構 莫渝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260 笠50年紀念版小詩集 笠詩刊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春暉



9789865798277 笠詩社演進史 莫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284 許昭榮文學獎作品集. 第二屆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 財團法人文學臺灣基金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291 民主理路的年代 蘇穩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307 心靈記事 應廣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321 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 2013: 曾貴海研究論文集 鍾榮富等著; 黃文車, 余昭玟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338 六堆產業新風貌: 六堆產業論壇. 2014 蔡幸娥, 鍾文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345 幽明尋奇: 東西方靈界觀點的比較 嚴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376 時間之書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390 臺灣郎揹稻草: 風燭憶往 劉溪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567 不死鳥 黃山高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1881 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從法案FATCA簡介 楊克成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50804 公司內部人義務與資訊揭露 林廷機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0570 挑戰基層主管的練功秘訣 陳宗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587 成為中階主管的必要內功 陳宗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594 身為高階領導的自我修煉 陳宗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216 富爸爸教你打造冠軍團隊 布萊爾.辛格(Blair Singer)著; 王立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苓業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建業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鼎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9114 聊天A咖 麥克斯編 其他 1

9789868999121 桃花神器 麥克斯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2969 簡易微積分 丁雲龍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8542976 簡易微積分. 上, 習題詳解 丁雲龍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4049 中國歷史經典傳記. 神佛篇 蘇洲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49 中國歷史經典傳記. 神佛篇 蘇洲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56 學會玄空風水: 富甲一方 劉威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56 學會玄空風水: 富甲一方 劉威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63 瑜伽創造健康奇蹟 張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4070 風水無猜 秦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87 迎接新生兒的第一本書 李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94 出國遊學!說英語一本搞定 林為慧編著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4100 健康美味食譜: 蔬菜、菌菇、豆腐 唐賢書, 胡維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100 健康美味食譜: 蔬菜、菌菇、豆腐 唐賢書, 胡維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117 日常英文單字隨身讀 張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117 日常英文單字隨身讀 張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科鼎圖書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俊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約會診療室



9789865634124 調理腸胃病食療 蒙碧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131 手作點心DIY烘焙 陳佳琪, 周璻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148 學會玄空風水: 借運借賦 劉威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819 孝經 吳興洵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0833 國學 吳興洵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0840 雪花夢殘 吳興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0857 論語 吳興洵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0864 東港你較不知道的故事人物景點 陳後輝著 平裝 1

9789869170871 微塵碎影 吳興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0888 浮雲思歸 吳興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5809 祖德流芳 吳興洵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5721 跨越18: 大學入門手冊. 2013 王慶安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975905 跨越18: 大學入門. 2014 王慶安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75929 橋與路: 老人生命故事服務學習作品集 郭乃綺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75936 生命樹文學獎作品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7065 2015商管教師技術暨實務教學研討會暨第七屆南區管理碩士論文研討會論文集2015商管教師技術暨實務教學研討會暨第七屆南區管理碩士論文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小組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7089 跨越18: 大學入門. 2015 王慶安總編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南臺科大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5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南臺科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5998 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暨臺灣休閒與遊憩學會聯合學術研討會. 2014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5899 華德來: 初級德語教材 黃惠慈作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7072 教師專業與教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王萬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9849 南榮科技大學光影藝術節.第一屆: 創意燈場.蜂狂再現盧秉成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17443 臺語原來是這樣 大郎頭著; 禾日香繪 平裝 1

9789578017542 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內情 陳榮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580 自然哲思三部曲 陳玉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627 臺語文音字典 呂理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641 醫世代文學 廖瑞銘, 何信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702 遠離島國 蘇培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719 綠島金夢 陳玉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9789578017764 選擇與見證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湖美教會(臺南中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6163 看破新聞短評臺灣的亂象: 「看破新聞」放送之外的觀點蔡漢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50483 臺曲聖詩. 第二冊, 詩班用譜 鄭香蘭作詞; 連信道等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50711 臺曲聖詩. 第三冊 鄭香蘭作詞; 連信道等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50780 葛勞特<>中「莫札特」之接受美學研究 蔡涓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50995 打擊樂基礎教材: 給小鼓及木琴的練習 連雅文編著 其他 1

9789869183208 夢之谷(管弦樂) 連信道作曲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83208 夢之谷(管弦樂) 連信道作曲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83215 快樂提琴屋: 小提琴教本 林文也編著 修訂一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183222 快樂提琴屋: 小提琴教本 林文也編著 修訂一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183239 快樂提琴屋: 小提琴教本 林文也編著 修訂一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183246 快樂提琴屋: 小提琴教本 林文也編著 修訂一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183253 快樂提琴屋: 小提琴技巧練習教本 林文也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83260 快樂提琴屋: 小提琴音階教本. 初級篇 林文也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7250261 臺曲聖詩. 第一冊, 華語 鄭香蘭作詞; 連信道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50278 臺曲聖詩. 第一冊, 臺語 鄭香蘭作詞; 連信道作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804 書法小品舉隅 陳連忠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4

冠億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墨軒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美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403 藝饗墨宴: 許瑞娥師生展畫集 黃淑美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14700 蓮花 信誼基金出版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035 小黑捉迷藏 李南衡文; 曹俊彥圖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15066 以神遇: 張隆延先生紀念文集 林秀槐怍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26130 創新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邱紹凱 黃薏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147 拚博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黃權民 侯琇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154 服務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林麗達 官錦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161 團隊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鄭春英 官錦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178 客戶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葉韋宏 鄭雪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192 高效率時間運用: 拒絕時間小偷!30項時間管理規劃解析梁國榕作; 侯琇文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08 保險顧問必修的50個Q&A:協助企業主搞懂勞稅難題李傑克, 林定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15 行銷很簡單: 改變思維,贏在關鍵時刻 黃權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22 親愛的,我把保單變大了. 1, 就是無限 林意珍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誼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1668 好命密碼: 數字磁場的魅力. 工作.事業.財富篇 愛德華(Edwar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745 性能量開發與運用 陳昭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905 好命密碼: 數字磁場的魅力. 數字磁場概論篇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912 開發你的通靈潛能 莎夏.芳鄧(Sasha Fenton)著; 朱子禾譯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9060929 好命密碼: 數字磁場的魅力. 工作.事業.財富篇 愛德華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9060943 元神宮的真相 司螢居士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9060974 好命密碼. 理財致富篇 愛德華(Edwar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981 七天見效王道化癌法 侯秋東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43107 高中國文非選擇歷屆試題解析 黃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114 大學入試近5年指定科目考試國文考科試題解密陳文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43121 大學入近5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詳解: 國文考科陳文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43138 大學入試全方位高中學測地理總複習 林曉芬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1202 全方位高中學測地球科學總複習 鄧翔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5314 輕鬆學數學. B 張進成, 莊福聰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05321 輕鬆學數學. B 張進成, 莊福聰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605345 輕鬆學數學. B 張進成, 莊福聰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605413 商業概論. I, FUN學練功坊 林寶芬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信樺文化

姿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2427 未來學園: 頑皮空氣:呼風喚氣 威翰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教研部編; 張放之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42434 未來學園: 聲音魔力: 聲聲來襲 威翰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教研部編; 張放之繪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519 興起先知軍隊 桑文森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5526 興起先知軍隊(簡體字版) 桑文森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5533 岡仁波齊峰的偉大先見(簡體字版) 撒督.孫大索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0297 Developing self: Efficacy through peer and self: Assessment activities in college english presentation classes in TaiwanYu-ju Hu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8728 「動感感動」數位藝術展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7313 心靈的異象空間: 蔡景星創作專輯. 2013 蔡景星作 平裝 1

9789868637320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創作展. 2013 丁鴻銘, 蔡慶彰, 張毓國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恆藝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藍彩藝印刷

送存冊數共計：4

威翰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耶穌事工



9789868637344 新象與心象之間: 丁鴻銘作品集. 2014 丁鴻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346 心經修證圓通法門 南懷瑾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34712 孟子與離婁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4767 孟子與公孫丑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4774 對日抗戰的點點滴滴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0326 一輩子不會忘 驚人の記憶術 榎本博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3989 玉皇禮讚: 南鯤鯓代天府凌霄寶殿入火安座 黃文博主編 精裝 1

9789868793996 中華民國一0三年慶祝南鯤鯓代天府甲午科護國慶成祈安羅天大醮附紀實文獻吳登神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86506 臺灣第一大醮: 甲午盛典 羅天大醮 李豐楙, 林明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4525 精通光学辨识技术 黃敦义编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郃譯翻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美藝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鯤鯓代天府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懷瑾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9621 噶瑪蘭有塊救人地 李潼著; 王吉兒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638 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 張友漁著; 儲嘉慧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10304 向川普學談判: 設下籌碼與時間陷阱,讓對手就算被賣了也感謝妳!喬治.羅斯(George H.Ross)作; 卞娜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632 聖賢神書 玥映璃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10816 狩法者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073 富爸爸財富執行力: 年輕退．年輕富有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著; 李威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080 我的日常被她們搞砸了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134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1141 幻.虛.真: 以神之名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611189 慢下來,幸福就不會擦肩而過 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196 遺失一隻貓 卡洛琳.保羅(Caroline Paul)作; 溫蒂.麥克諾頓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11202 30天搞定你要的人 崔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219 50元人民幣就能布局的微投資時代: 投資中國P2P網貸穩賺10%獲利背後的機會與風險郭俊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233 Image Rule緋色的羈絆 阿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1240 鬼吹燈. II之五, 巫峽棺山 天下霸唱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1257 喬家大院 朱秀海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1264 改變: 願意看見不同,你的人生就會不同! 安迪.安德魯斯(Andy Andrews)著; 徐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271 絕境之戰: 召喚 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 尼爾斯.約翰森謝爾頓(Nils Johnson-Shelton)著; 林小綠, 蔣慶慧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288 讀懂20%的財報,就能挖掘公司賺錢的秘密 望月實, 花房幸範, 三木孝則著; 葉繼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295 巴菲特語錄 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301 我 賈伯斯 喬治、具斯著; 周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318 叛逆 布蘭森 理查.布蘭森(Richard Branson)著; 周玉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寶國際

四也資本



9789863611325 新食感. 2, 包吃包玩麵包機! 辣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332 我的未婚妻是魔王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493 我的未婚妻是魔王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349 隔壁的美少女是隻龍不可以嗎?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356 銀色月物語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1363 我的日常被她們搞砸了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370 滅世審判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509 滅世審判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387 試煉者 喬艾.夏布諾(Joelle Charbonneau)著; 陳圓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394 戴更基教你有效解決狗狗的100個行為問題 戴更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400 冰與火之歌外傳: 七王國的騎士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屈暢, 趙琳譯 平裝 1

9789863611417 好事,總發生在自認好運的人身上: 改變思想頻率,吸引到你所想要的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424 末裔之書 橙子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431 重生君的忙碌日常 一枚銅錢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448 狩法者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1455 狩法者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11479 1顆網球按摩！遠離肩頸、腰腿、膝蓋痠痛 酒井慎太郎作; 康家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516 門徒 米克.約斯(Michael Hjorth), 漢斯.路森菲特(Hans Rosenfeldt)合著; 栖子譯平裝 1

9789863611523 郎咸平說:中國進入從亂局到變局關鍵十年！ 郎咸平,王牧笛,王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530 曼哈頓私地圖: 75位紐約客，以地圖訴說他們與一個城市的愛恨故事貝姬.古柏(Becky Cooper)著; 蔣慶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547 編輯是魔法少女 酒月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554 赤道之虎新加坡：從南洋碼頭到十強之國的進行式匡導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561 營養師特調！50道燜燒罐瘦身餐 黃苡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578 最美好的事情,不在工作行事曆上: 用下班後的58個選擇,改變你的人生下半場林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585 隔壁的美少女是隻龍不可以嗎?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1592 我的日常被她們搞砸了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1608 銀色月物語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11615 第56號教室的奇蹟: 讓達賴喇嘛、美國總統、歐普拉都感動推薦的老師雷夫.艾斯奎(Rafe Esquith)著; 卞娜娜, 陳怡君、凱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1622 乳草男孩 傑瑞.史賓尼利(Jerry Spinelli)著; 羅慕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639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1646 山海祕聞錄. 101, 迷霧血案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653 山海祕聞錄. 102, 靈魂印記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660 重生君的忙碌日常 一枚銅錢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677 箱波均控盤戰法：一招鎖喉擒主升,讓我獲利N倍增呂佳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684 富爸爸理財IQ: 愈精明 愈有錢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著; 陳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691 用對方法,孩子長高超簡單: 專家教你長高這樣做、這樣吃、這樣運動最有效蔡蜜綺, 林怡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707 上臺的魔術: 千萬講師九大基本功,教你簡報、演講、主持、帶團,一上場就是百萬架勢張幼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714 末裔之書 橙子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721 蘇發福日記: 鑄鐵鍋中西式不敗料理 蘇發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462 山海祕聞錄. 103, 回憶初始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738 山海祕聞錄. 104, 無名山門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745 罐沙拉小時光：74道Mason Jar食譜，從沙拉、義麵、燉飯到醬料，多層次美味就在罐子裡！茱莉亞.梅拉貝拉(Julia Mirabella)作; 謝儀霏, 賴孟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752 領悟兩個字，找回那個微笑的自己 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776 愛你,若只如初見 鄺俊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783 隔壁的美少女是隻龍不可以嗎?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1790 我的未婚妻是魔王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1813 滅世審判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1820 銀色月物語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11837 彩繪梵谷: 荷蘭梵谷博物館唯一官方授權.你也能畫出世界級名畫!荷蘭梵谷博物館(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著; 陳思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844 窗影物語: 兄弟與幽靈房客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851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1882 危險女人 喬治.R .R 馬汀(George R. R. Martin), 加德納.多佐伊斯(Gardoner Dozois)合編; 王寶翔翻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1899 山海祕聞錄. 105, 終結歸來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905 戴更基教你有效解決狗狗的100個行為問題 戴更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929 10天瘦7公斤,風靡全美的綠果昔排毒法 珍妮佛.史密斯(JJ Smith)作; 陳思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936 花輪哥帶你去買翡翠: 國際珠寶鑑定大師首傳翡翠鑑定、選購、投資全套心法黃傑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943 戀戀家的玻璃罐中西式常備菜 戀戀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950 減肥之神朴醫師教你4週排毒瘦一輩子: 定點理論養成不發胖體質朴勇宇作; 顏崇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967 山海祕聞錄. 106, 交錯暗湧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981 去問愛麗絲 佚名(Anonymous)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41651 如果臺灣的四周是海洋: 我們要敢於和過去不同，敢於和對岸不同，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二十年的時間將決定我們是滅亡還是新生郝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668 精通蘇聯料理藝術: 包裹在布林餅裡的悲歡離合安妮亞.馮.布連姆森(Anya Von Bremzen)著; 江杰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3517 健康知多少 釋普獻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26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四體) 許瑞龍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967 民法物權論 謝在全著 修訂六版 平裝 上冊 2

9789574317974 民法物權論 謝在全著 修訂六版 平裝 下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在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釋普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秋敏

送存種數共計：77

送存冊數共計：80

網路與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784 宋瑞和畫選 宋瑞和作 平裝 1

9789574307784 宋瑞和畫選 宋瑞和作 平裝 1

9789574137480 宋瑞和畫選 宋瑞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56 林憲茂油畫創作: 色域飛昇舞魅系列/舞聲魅影的空間美學林憲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425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唐三藏沙門不空法師奉昭譯; 白馬石經書苑編著三版 其他 1

9789574313563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唐三藏沙門義淨法師奉詔譯; 白馬石經書苑編著二版 其他 1

9789574313570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略彙 白馬石經書苑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576 Singer & stages攝影集 沈昭良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310 給歌者: 德文詩歌精選. 第二集 丁晏海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沈昭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晏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憲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永卿

范素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382 初級商用日語: 初級ビジネス日本語 伊藤幹彥, 柯惠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27952 孤寂: 王廣仁詩選集(一九七七-一九九〇) 王廣仁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185 保險學要義: 理論與實務 陳雲中著 修訂第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262 心花意象: 廖啟恆繪畫創作集 呂允在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65377 結構方程模式: 中介與干擾效果 陳順宇, 陳譽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順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賢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雲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啟恆

送存冊數共計：1

伊藤幹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廣仁



9789574310173 傳道與解惑 唐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131 人生,笑就贏了 楊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13644 生命躍動的率真 楊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45027 快樂在我臉上跳舞 楊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785 哭泣、雨林: 林敏智個展. 2014 林敏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960 水墨畫創作題材與意涵傳達關係之研究及作品解析沈政乾著 精裝 1

9789574309528 藝涯集萃: 沈政乾水墨畫精選集 沈政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793 勞動基準法裁判彙編 陳新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惠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政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新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好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敏智



9789574320363 大地情懷: 高惠芬畫集 高惠芬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521 當代案例商事法 劉連煜等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4318520 當代案例公司法與票據法 劉連煜, 曾宛如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080 界域: 柯適中作品集 柯適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808 覺醒! 臺灣的自治與建國 蔡吉源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739 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 七, 消費者保護法專輯 詹森林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042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許海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0073 環境保護概論 許海龍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森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海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柯適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吉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連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351 晚春 陳長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82 叮噹一百 林怡種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487 書情畫印: 陳銘鏡書法藝術創作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609 麗水之美: 陳正治水墨創作集 陳正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249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黃炎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14249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黃炎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22572 媒體、政治與法律 黃炎東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炎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銘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正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長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怡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346 林淑女教學日課系列: 工筆花鳥畫選. 一 林淑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08293 妍嫣群芳: 林淑女工筆手札 林淑女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155 臺灣四句寶典 林仙化作 其他 第1輯 1

9789574305162 臺灣四句寶典 林仙化作 其他 第2輯 1

9789574305179 臺灣四句寶典 林仙化作 其他 第3輯 1

9789574305186 臺灣四句寶典 林仙化作 其他 第4輯 1

9789574305193 臺灣四句寶典 林仙化作 其他 第5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627 水中畫影: 許昭彥攝影集 許昭彥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05 字帳: 字裡行間的創意設計 林昶戎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昶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阮威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仙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許昭彥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淑女



9789574321988 筆路風情: 阮威旭書法展專輯 阮威旭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549 蕭木川 現實.實現 蕭木川作 平裝 2

9789574199549 蕭木川 現實.實現 蕭木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128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張康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79 世界文化遺產 許玫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655 刑事訴訟法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26662 刑事訴訟法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224 戰國史雜抄 苑作賓著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苑作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玫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兆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木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張康榮



9789574311231 修德堂詩選. 第一輯 苑作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928 瑜珈智典 Dada 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714 楷隸篆草中國四大書法 邵德榮著 平裝 1

9789574326839 藝術集錦 邵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6138 登峰極造: 張大千逝世三十週年紀念精選 葉育陞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574309351 書鴻印象: 常書鴻油畫個展專輯 黃士奇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4314904 2014臺灣五月畫會58週年紀念專輯 郭東榮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15208 清氣逸揚: 溥心畬逝世50週年紀念專輯 張雨晴策展 精裝 1

9789574316120 傳統書道之美: 阮德臣作品集. II 阮德臣作 其他 1

9789574316861 畫壇巨擘: 林玉山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 黃士奇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4317646 自然神韵的探求者: 徐鳴 徐鳴作 平裝 1

9789574318407 豪氣萬千: 歐豪年八十水墨特展 歐豪年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18575 無極之機: 永恆間的剎那: 吳柳油畫個展 黃士奇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574319121 自在水墨裡: 振明給你看 黃士奇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4320226 傳奇女傑: 潘玉良特展 黃士奇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4324972 中西美術之橋: 于兆漪八十畫藝回顧 于兆漪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邵德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承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Dada Lee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37 築之華: 大同區老屋紀實. II 楊佳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893 不起眼的美味. II, 典藏暢銷麵包 胡志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486 陶然自得花相隨: 葛小蓉工筆彩繪紙絹陶 葛小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740 高考技師工程地質題解 施國欽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388 前奏和賦格 大腦和靈魂: 前進創新神經技術腦部研究林榮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武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葛小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施國欽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楊佳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志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171 標準工時制訂與有效應用 傅武雄著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6190 食在金門 林文鍊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22 保險醫學概論 呂廣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777 審計學: 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 吳琮璠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07777 審計學: 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 吳琮璠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347 情牽後山 愛在鹿野 詩文選集 張博智著 平裝 1

9789574314782 志工手札. 1, 典範星光 張博智著 平裝 1

9789574314799 志工手札. 2, 烏鴉啼喚 張博智著 平裝 1

9789574314805 志工手札. 3, 不忘初衷 張博智著 平裝 1

9789574324095 志工手札. 4, 努力做對一件事 張博智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琮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廣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341 浯島情懷. 三 吳家箴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32 小皇帝: 親子關係 蔡鶯梅, 葉傑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87 行到腳痺痺,㧡到頸[ ] [ ] 劉守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6602 城市山水: 胡朝景作品集 胡朝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788 花開有時 林幸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幸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自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守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朝景

送存冊數共計：5

吳家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鶯梅



9789574321254 兩岸醫療旅遊糾紛解決之法律研究: 從臺灣角度來探討(簡體字版)陳自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002 巴黎的憂鬱 波特萊爾著; 辜振豐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0999 巴黎的憂鬱 波特萊爾著; 辜振豐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955 祖先 黎時國, 陳玉琴合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846 行政法總論 梁添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9853 比較警察法 梁添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9860 警察法總論講義 梁添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6275 老子真經通解 趙柏森著; 趙友森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慶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添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趙健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辜振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黎時國



9789574189335 經濟學 毛慶生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4189342 基礎經濟學 毛慶生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189359 經濟學概要 毛慶生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22848 經濟學概要 毛慶生等合著 5版 平裝 1

9789574322855 基礎經濟學 毛慶生等合著 7版 平裝 1

9789574322862 經濟學 毛慶生等合著 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000 行政法學總論 陳新民著 新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294 高屏六堆客家采風錄 張添雄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042 楊氏剪髮學 楊茂男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304059 楊氏剪髮學 楊茂男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304202 楊氏剪髮學 楊茂男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648 2001年燃油污染損害責任及賠償國際公約 黃裕凱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黃裕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添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茂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陳新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3691 陳宥潞開運法寶王. 2013年 陳宥潞編著 平裝 1

9789574309252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14年 陳宥潞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340 奇蹟烏森巴拉: 阿公、我,和一隻來自天堂的甲蟲賴廷奇撰文.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219 張忠明水墨創作論述及圖錄: 吃夠夠: 慾望的現象張忠明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173 死亡的智慧: 中陰度亡法要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3173 死亡的智慧: 中陰度亡法要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3180 勸生極樂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3180 勸生極樂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李孟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賴廷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忠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宥潞



9789574304721 步步用心: 我的高績效執行力 鄭偉修, 李啟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587 禮樂聖書 葉富乾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588 世馨裁剪. 3 洪素馨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569 新訂民法債編通則 邱聰智著 新訂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12658 新訂民法債編通則 邱聰智著 新訂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955 行政執行法 蔡震榮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297 張樹聲先生紀念集 吳光清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326297 張樹聲先生紀念集 吳光清編著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光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聰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蔡震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富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素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028 酵素與生命 林寬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664 垃圾變珍寶 克安通著; 張運帆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813 心靈之旅: 與瓷邂逅 李秀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125 家系興衰與人性善惡致因解惑!! 張慶和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804 網海遊蹤 張如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慶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如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運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秀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寬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719 漢語大師(日文版4) 戚其璇, 呂石玫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4326488 漢語大師(英文版4) 戚其璇, 呂石玫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422 極光之語 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252 門外的季節: 掠過 李裕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962 城市韻曲. 2015: 許英正作品集 許英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396 九鼎醉石篆刻拙作選集 羅輝編著 平裝 1

9789574199396 九鼎醉石篆刻拙作選集 羅輝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成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裕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英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極光



9789574304196 二十封信的小故事: 越老越年青 黃成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2610 苦難,讓我們面對人生更加謙卑: 十二封信的感動黃成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948 公司資本額登記及查核解析 張德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22 寓境漫遊: 吳瓊娟水墨創作集 吳瓊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897 行腳: 百款人.一樣情 永明法師, 永進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395 契約之內容與消滅 陳自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170951 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 契約法之現代化. II 陳自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686 形家長眼法陽宅陰宅風水: 上課講義. 三 劉寶卿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寶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進法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自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德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瓊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165 呂宗燦創作集: 用心. 2012-2013 呂宗燦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591 Ballon 徐道恆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68 海水藍藍 洪明傑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632 平生寄懷: 洪明燦書畫集. IV 洪明燦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631 珠山兒女 薛素瓊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培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明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薛素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道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明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宗燦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545 吟詩樂: 歷代古典詩精選260首 劉湯丞編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811 遊藝輔仁: 梁永斐感恩回鄉書藝展專輯 梁永斐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868 廣告、媒體與社會 鄭自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616 高好禮86油畫回顧展 高好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829 人機介面初探與實作: Arduino Approach 羅吉昌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774 花漾臺灣: 李招治作品選集 李招治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吉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招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自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美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永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571 點石成金. 2 杜金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903 每日親近神: 詩篇、以賽亞書 郭明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726 驀然回首 陳麗玉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266 宮廟制解十二神煞 黃啟東編著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2731 息氣健身法 劉端陽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端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朱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麗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啟東

送存冊數共計：2

杜金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明昌



9789574199372 原態: 瘋狂的世界 游朱義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308 大甲歷史漫遊: 致用高中大甲在地文化教材繪本陳苾慧編; 劉郁嘉等繪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875 新型光柵網應用於稻米(蓬萊米)種植參數最適化之研究林顯達, 林冠妢, 林聖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7882 新型光柵培植網製造技術之研究 林顯達, 林冠妢, 林聖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87 多維語文視野: 英、法語經典名歌欣賞與教學 楊淑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688 英文散文選集 黃玉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968 馬博士又說笑 馬博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24941 馬博士再說笑 馬子義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博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淑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玉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郁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顯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753 足.構: 謝其昌作品集 謝其昌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8733 許敏雄 星光馬戲團. 2013 張雅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8337 抽象建構大地之探索: 劉玥映作品集 劉玥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08 散文詩選. 第一集 金一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8924 寫作資糧: 名言.佳句.歇後語 林淑霞編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玄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一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淑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敏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月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其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8979 我面容下的漣漪 陳玄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075 花蓮縣文化薪傳獎陳孟群專輯. 101年度 陳孟群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174 我的8年+10個月+15天: 我在署立臺南醫院新化分院的回憶劉明道[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280 Picture writings on atayal tattooed women's clothes in TaiwanFr. Alberto Papa, O.F.M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433 古早人的話 呂瑞仁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303 未了情 培栽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邵信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煥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明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義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孟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889 無有不是藥者 真言集 演博居士作 三版 精裝 1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556 秀中傳奇: 秀蘊呈天和 峰峙擁人傑 陳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594 海岩的蛻變: 李文謙 平裝 1

9789574304271 虛與實之間: 李文謙 [李文謙作] 平裝 1

9789574307463 人性探索: 李文謙 [李文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617 小大由之: 宋良銘師生書法作品集 高國堂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754 白紙的白 左萱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宋良銘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健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5

陳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815 田生根工筆花鳥畫集 田生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2628 深入教學現場的語文科教學: 左榕教學檔案 左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2758 林彩雲字畫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2949 山水堂藏玉. III 郭典霖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2970 浮光(正冊) 渥丹(詠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2987 浮光(副冊) 渥丹(詠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廖素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明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懿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彩雲

田生根



9789574303021 廖素鈴畫集 廖素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236 居民生活圈、文化社會與城鄉關係 陳坤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04417 消費文化與空間結構: 理論與應用 陳坤宏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328 陳金菊畫集:美的人生 陳金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465 瞎子做股票 陳瑞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717 楊玉如首爾書法展 楊玉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415 輕鬆彈烏克. 2, 經典名曲集 陳伶瑛, 簡志嘉編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玉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伶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金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瑞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坤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915 鄭雅勵作品集 鄭雅勵主編 平裝 1

9789574318704 鄭雅勵作品集.(二) 鄭雅勵主編 平裝 1

9789574325337 搜真創妙水墨創作之研究: 以山海為題 鄭雅勵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097 紙漾風華: 龍蘭香撕畫集 龍蘭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172 塗鴉正傳: 韋!你聽到了嗎? 韋光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382 賴添明. 貳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660 說南宋 劉鄂公著; 劉永寧整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永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韋光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添明

送存冊數共計：1

鄭雅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龍蘭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783 A study for the elliptical machine and exercise bike sports physiological response differences黃裕哲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806 活化再造劇場燈光系統研究成果報告: 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演藝術中心戲劇廳及舞蹈廳燈光系統為例郭文份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950 電子書設計與實作. 基礎篇 周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3129 教學科技運用實作案例 周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6892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實作技術 周明, 林宜樺, 黃思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070 流淚谷變泉源地 沈文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063 錫藝創作上手指南: 在家做錫好好玩. 基礎篇 黃淑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瑞琪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沈文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淑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文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俊強

黃裕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094 活化數位教學的十八堂課 侯瑞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6464 風往那個方向吹 侯瑞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506 科技業老闆一定要知道的秘密: 面對美國訴訟的困境與解決之道盧遠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6121 藝壇玩.頑童: 古榮政油畫專輯 古榮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99 廟簷下的沉思: 臺灣民俗宗教/傳承與改革 蔡百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6473 曠古的呼喚: 你在哪裡? 程蘭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012 臺灣本土青草實用解說 翁義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程蘭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義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榮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百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盧遠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432 胡雲恩油畫作品集 胡雲恩作 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517 臺灣五營 陳宗和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838 吳順玉彩墨畫集 吳順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916 憲法逐條釋義與人權保障 柯雨瑞, 侯夙芳編著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7944 易經紙牌 胡又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又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永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順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雨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雲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陳宗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071 約在基督裡: 聖約應許之成全 沈約翰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460 我的開心農場: 翁維璐散文集 翁維璐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484 臺灣政論談話性節目之政經分析. 1993-2013 馮昭, 方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675 夢園書法捷運號 陳衛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712 Portal to daske: secrets of the eye Jennifer Liang, Kelly Ch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039 模範母親智忠夫人傳奇 林全興圖.文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全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衛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宇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翁維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320 深讀黃河-135:Claudio Antonio Cariola七年跋涉攝影輯Claudio Antonio Cariola圖.文 ; 鍾承柔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36 胡不歸 黃錫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771 南山軒詩詞集 趙文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894 譯鳴金人: 口譯實戰成功學 魏慶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111 Share趣攝影. 2013: 花蓮縣文化薪傳獎得獎主/簡麗季作品集簡麗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約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魏慶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麗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錫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文懷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素琴



9789574310128 啟示錄的福音 何約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030 俄羅斯武術西斯特瑪SYSTEMA入門與進階 江申作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296 述往顧今 張恭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302 阿美族語辭典 吳明義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409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宋重志等作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14645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理財好好玩-多「理」多「財」』教學實施計畫蔡美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593 莊壹竹水墨畫集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重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莊壹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恭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明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814 建築何為 邱崑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951 能量圈 游立君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944 陳嘉子喜壽書畫展 陳嘉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132 許明得教會詩歌創作集. 2014 許明得作(編)曲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688 柏川與我: 孺慕與景仰:《柏川與我》再生緣 朱婉華著; 郭為美補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為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智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嘉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明得

送存冊數共計：2

邱崑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立君



9789574311651 南山有材 楊智淵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927 響牒 胡淑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303 聲態: 王福瑞作品 王福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092 商管英文 胡蕙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108 許朝榮書法展作品集 許朝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245 翼下之風 廖效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效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蕙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朝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淑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福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665 誰讓蠻牛橫衝直撞?防制校園霸凌的關鍵角色 鄧煌發, 陳鈁鈴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499 剃頭店: 臺灣特色男士理髮店十二間探訪 陳亭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5505 剃頭店: 男士理髮小百科 陳亭安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764 歲月行旅.原鄉印記 韋啟義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81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十冊, 南沙群島資源開發案及. 第十四冊, 南沙巡弋計畫案(暫訂三宗)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5924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外交部<>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5931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外交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兩檔合刊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6112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外交部<>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709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之第一分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7102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之第二分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7683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之第三分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7690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四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亭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韋莊雅閔

鄧煌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931 Little mouse Chingyu Chang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962 拾情拾藝: 黃美貴油畫作品集 黃美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228 陳乃郁畫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426 陳岳山翰墨人生 陳岳山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624 陳世俊油畫專集. 二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785 胡思、生命風景: 胡勝川從醫四十年回憶錄之別冊胡勝川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勝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岳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世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美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乃郁

Yusen Chou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096 卓大慶堂實錄 卓景鋈, 卓景申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027 風華絕色: 瞿瑞華作品集 瞿瑞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393 時空交錯.築夢踏實: 姚淑芬創作集 姚淑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744 彩墨: 吳文勝作品集 黃小玲, 林妹莉執行主編 平裝 1

9789574314744 彩墨: 吳文勝作品集 黃小玲, 林妹莉執行主編 平裝 1

9789574314744 彩墨: 吳文勝作品集 黃小玲, 林妹莉執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980 張定成五體書法輯 張定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蕭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瞿瑞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細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景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253 東勢文昌祠 劉欽源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233 墨耕雅趣: 呂芳正書法集 呂芳正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598 藝想天開 鄺靜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635 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 王怡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15765 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 王怡辰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918 重生: 自我療癒的生命故事 朱文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朱文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鄺靜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怡辰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欽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芳正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298 張清淵作品集 張清淵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328 Through the light Charles Hsu 平裝 1

9789574316311 Through the light Charles Hsu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564 平面顯示器檢測技術及設備 鄭泗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731 走出黑暗青少年版: 脫離虛擬世界 趙曉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786 逸龍舞墨: 曾安田七五書法回顧展專輯 曾安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629 無人機大未來: 與你我攸關的生活變化與投資暨創業商機張渝江, 張國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渝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曉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安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harles Hsu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泗東



9789574314300 影響不動產價格的地質敏感區: 斷層與陡坡上的土地房子的重生張渝江, 游威耀, 朱弘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141 裝潢木工乙丙級實戰技法: 中華民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周清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196 禪風舞木木雕.銅雕: 李凱宸作品集 李凱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757 蓮宗開慧六部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653 民法總則 鄭冠宇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4317660 民法概要 鄭冠宇著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912 繪畫.旅行 從零開始: 張美鳳藝術創作 [張美鳳]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冠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美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凱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徐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清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70 再造月津古鎮風華: 社區營造、服務學習與樂齡學習的結合邱瀅儒著 平裝 1

9789574325672 南榮樂齡大學: 生命故事書 邱瀅儒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31 張明吉油畫精選集: 樂遊意象 張明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16 功夫發音 畢華特, 陳純菁[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452 官勝彬雕刻藝術 官勝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698 深層情緒醫治 謝秋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秋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壽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畢華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莉莉

送存冊數共計：1

邱瀅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明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841 對太極柔術-太極尺妙用的體認與引伸 楊壽亭[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971 流動的記憶: 近代臺海兩岸關係史論 鄭梓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988 千禧浮世繪: 張世儫影音全創作劇本集. 2008-2014張世儫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9008 臺北男與女: 張世儫影音全創作影像出版集 張世儫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9435 手機裡的眼淚: Father's lullaby技術報告 張世儫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084 夏藝三重: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美術班暑期工作坊成果冊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美術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060 初妝 佳年華: 張安妮作品選集. 2010-2014 張安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曉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瑛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思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世儫



9789574319169 櫃子裡的人 許曉薇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183 第三次世界大戰: 男女差異引起的戰爭 顏純左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442 慶麟先生紀念集 洪樹勳等編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971 戊戌變法與洋務運動人物的墨跡 邱國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831 傳承寫實 雋永再臨: 旅美畫家陳火木作品集 陳火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848 兩岸楊柳 蔣子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彥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蔣子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貞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邱國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純左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886 千江有水千江月 釋果澄著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209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event and informationCres Huang 平裝 1

9789574325023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Hidden Truth of Double-slit TestCres Hu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004 大葉楠新詩選集. 一 王靜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080 基因改造食品與環境權關係之研究 蔡文魁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110 五月花的虛實人生 阮秀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阮秀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佳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淑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文魁

釋果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res Huang



9789574320479 期股權勝箱波均. 一 呂佳霖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387 何葉建達美術教育學會師生作品集 何葉建達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516 美麗的禱告花園 施俊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493 情義之道: 臺灣鋼鐵鉅子李天生評傳 李禎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15 憶愛慈心: 劉憶慈畫集 劉憶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53 教育統計學難題解析 戴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1308 教育心理測驗及教學評量 戴帥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錦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憶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葉建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施俊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453 中華文物 許榮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331 心靈牌卡私房書: 從一對一、小團體到班級課程的輔導運用周詠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950 諶秋月作品 諶秋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315 美的饗宴 林秋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704 論審美意識注入公民教育之教學行動研究 王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子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秋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詠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諶秋月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榮



9789574322299 冷靜的鱷魚醫生 楊子葦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428 我們遇見祂 黃明慧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132 臺灣前途探索 日月星虹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954 訴願爭議問題之研究 郭介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696 職能分析及其應用 楊晴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319 何瑞林攝影精選集: 20年攝影心路 何瑞林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晴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瑞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星虹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介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漢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289 這是一本教你如何製作備審、選擇適合校系與準備面試的書樂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975 銀髮族日照活動之帶領、設計與研發實務手冊(簡體字版)廖麗雲, 章甄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217 賴聖訓自傳 賴聖訓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255 後院憶迴: 瀰力村男. 2015 瀰力村男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37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講義. 一, 職業安全篇林怡劭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361 生活隨筆 沈素英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姚俊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素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聖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瀰力村男

樂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麗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521 大海灣底唸歌詩 謝文雄撰文; 蔡沂真, 謝佳哲, 謝昀蓉插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583 生於憂患知所奮發 林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675 蔡復一之遺作研究 蔡清風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682 CTA亞洲創意對話 陳育民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798 <>伏藏寶典 蓮花生大士作; 蔡鴻麟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鴻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元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育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910 狂野的溫柔美學 堂軒廣告設計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061 如隱.隨行: 林媽利畫集. 2015 林媽利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15 生活隨想圖文集Mimi Black. 2012-2014 鄭開翔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53 不沈空母: 臺灣島內飛行場百年發展史 洪致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46 泉新泉藝: 泉僑高級中學畢業設計專刊. 101級 設計群科101級畢業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77 徐雨順書畫文藝集 徐雨順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雨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致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昱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媽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開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375 感恩: 從貧童到師鐸獎校長 顏勝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399 共生 宋尚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573 古特拉專案管理: 時間管理之知識精解 丘祺煌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665 發展中之國際刑法 鄭文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658 打造文物保護創意產業設計夢工坊: 從英倫觀臺海兩岸文化資產保存科學人才教育的國際競爭力陳木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正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文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木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尚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丘祺煌

送存冊數共計：1

顏勝堂



9789574325801 爵士和聲與音型造句 郭正權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818 由產品環境設計視點探討通用設計之實踐 陳明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771 Good afternoon mermaid Heyisee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887 好了!黎歐娜 王沂凡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870 馬克思主義批判 李三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856 林明耀水墨畫集 林明耀著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繼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明耀(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家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沂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明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849 方圓中具相三世流轉: <>、<>導演創作報告 洪祖玲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832 要區專閫: 清代金門鎮總兵署總兵官考略 張孟剛, 市川勘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900 不可思議的梵呪暨十小咒 心一居士, 郝嘉禮, 愛麗絲著 初版 精裝 2

9789574325900 不可思議的梵呪暨十小咒 心一居士, 郝嘉禮, 愛麗絲著 初版 精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948 威海風雲 烽火凱聲: 家父王凱聲抗日戰爭八年紀實王勝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979 先驅導向與新產品績效之關係: 並兼論內部承諾之中介效果邱榮輝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榮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愛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法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7

王勝生

陳玲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孟剛



9789574326006 食物鄉戀: 與美麗同學會 張愛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986 敦南真愛有限公司-產後護理之家營運手冊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25993 敦南真愛有限公司-產後護理之家營運手冊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50 蕭希融畫集 蕭希融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43 行旅之間: 我旅行,故我思 楊政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74 桐林的快樂寶貝 林秀玉文字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81 蕩春一色: 人像攝影的技巧、擺姿和後期製作 區國強[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區國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政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秀玉(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森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秀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98 來自沖繩的報告 林文彬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228 東漢的洛陽權貴與外戚 戴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280 繁華若夢丹青彩繪人間情 李升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273 雲林找找 熊子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6853 倒數 熊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266 教育議題研究 陳啟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宜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曉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啟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戴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升茂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彬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372 賞.設計 吳宜真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402 走自己想走的路 春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617 我的故事: 大時代小人物生活點滴 胡遐榮作 修訂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679 看故事學西洋棋 楊晉瑋, 李宣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716 雲端互動e觸通學堂 施清祥, 徐淑珍, 黃彥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754 運用基礎造形詮釋自然與文化觀察的平面構成設計陳靜宜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清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靜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遐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晉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麗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778 躲相找 江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884 詩情攝影 李繼壬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914 續.ETC殺人事件 呂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065 圓.舞曲: 一段圓夢的旅程 徐治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133 我大隘臺灣 楊文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文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曹良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仁茶社話推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治民

送存冊數共計：1

江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繼壬



9789574327218 中途 江凌青, 周郁齡, 曹良賓撰文; 曹良賓[攝影]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225 上班族也能go的打工換宿 法蘭西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249 面山教育 林正修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300 解密爵士流行和聲 黃盟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508 嘴.泡: 當代墨彩中的灰暗意識轉變 高甄斈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782 An interpretative analysis of Bach, Beethoven, Franck, Elgar & KrollNancy Hsu-Hsien Tsung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宗緒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盟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甄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宛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崴媽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799 出國跑透透,多國語言商務旅遊書 [劉秉松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997 紅&黑李清源作品集 李清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6751 老鼠卡卡愛服裝設計 蘿拉.菲絲妲若(Laura Fistarol)作; 多娜達.卡莎歌德闌(Donata Dal Molin Casagrande)繪; 亞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6775 愛的遊樂場 溫小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6782 尋找豬小妹 馬西蒙.莫斯塔奇(Massimo Mostacchi)作; 莫妮卡.蜜奇莉(Monica Miceli)繪; 亞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6799 好老師會做的20件事 伍爾本(Hal Urban)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4302 緊張大王小莎 里卡多.傑明亞尼文; 妮可麗塔.佳可麗圖; 亞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4319 國王的鞋子 亞伯特.貝內維利(Alberto Benevelli)作; 羅莉塔.賽容菲莉(Loretta Serofilli)繪; 亞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4326 精選現代生活教育圖書 蘿拉.菲絲妲若(Laura Fistarol)等作; 多娜達.卡莎歌德闌(Donata Dal Molin Casagrande)等繪; 亞比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034340 穿越時空看聖經: 神國之境的失落與尋回 劉曉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67759 籃球基本動作彩色圖鑑 朱峯亮, 曾增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445 指導莊佳佳選手參加呼和浩特世界大學跆拳道錦標賽競賽實務報告. 2014年第13屆李佳融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清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子外面文化

劉秉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3655 無齡的祕密: 預約不失能、不失智、不衰老的健康生活梁錦華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3662 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東醫院抗癌營養照護全書大江裕一郎, 落合由美, 松丸禮著;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679 發現粗食好味道. 2:塘塘與早乙女修夫婦傳授108道「穀物蔬食」樂活飲食蘇富家, 早乙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686 營養.免疫.長壽 陳昭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693 解決咀嚼與吞嚥困難的特選食譜 井藤英喜, 金丸晶子監修; 溫環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709 全彩圖解腎臟病診治&飲食指南:低蛋白&低鹽「2週菜單」，照著吃，守護腎臟健康從飲食開始！川村哲也, 湯淺愛監修; 吳秀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716 四捨五入: 讓50歲後的身心更健康美好 丘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723 酷啦!: 我有一雙鋼鐵腳 莊雅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730 名醫教你神奇的自癒發聲法!: 每天5分鐘腹式呼吸發聲,防失智、降血壓、調節自律神經,讓你變年輕!周東寬著;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3096 阿母ㄟ灶腳: 古早媽媽味x私房美饌選,精挑82道手路美味初登場杜玉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9106 素香料理輕鬆上菜 高淳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9113 梅花易數: 白話精解入門 林信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9120 你不知道的斗數 了無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9137 斗數該這樣論 了無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9144 前10大癌症: 神奇30穴關鍵醫療 李強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9151 斗數骨髓賦現代評註 了無居士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069168 Scott私房菜餐廳料理. 港廚篇 蘇俊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03825 聖誕的魔法城: 魔境謎蹤 賴爾, 邁克爾文; 賴爾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桂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核心文化

原水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036 Min-ga-lar-bar伊江 林德基著 平裝 1

9789868750043 學校好還要更好 吳清山口述; 徐藝華撰寫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4202 我是解題高手: 激發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 呂俐安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4219 我好,你也好: 增進孩子的溝通技巧 楊俐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4226 我真的很不錯: 提升孩子的自我概念 呂俐安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4233 我是EQ高手: 加強孩子的情緒管理 楊俐容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533 永遠的現在式: 失憶患者H. M.給人類記憶科學的贈禮蘇珊.科金(Suzanne Corkin)作; 謝雯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540 世界是這樣運作的: 150位引領時代思潮的一流科學家與思想家,革新你對這世界的看法約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編著; 蕭崇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557 世界觀: 現代年輕人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 理察.迪威特(Richard DeWitt)作;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6538 了凡四訓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545 儒林外史. 第九集, 鮑氏父子與莫愁名士的故事 吳敬梓原著; 和裕文化圖文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552 莊子的故事(漫畫版) 和裕文化圖文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夏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能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友月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耕心文教



9789866416569 莊子的故事(漫畫版) 和裕文化圖文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416576 莊子的故事(漫畫版) 和裕文化圖文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6416583 莊子的故事(漫畫版) 和裕文化圖文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866416590 莊子的故事(漫畫版) 和裕文化圖文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9317 從英文認識中國 劉柏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3437 CSEPT level 1 practice test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3444 CSEPT level 1 practice test 2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3451 CSEPT level 2 practice test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3468 CSEPT level 1 practice test 3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3531 奪彪精選生物題庫 黃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7809 食間旅行: 原創圖像動畫聯展 黃韻軒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玉山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悅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手國際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0948 參加2011年第22屆世界街舞大賽(Battle of the Year)世界第三競賽實務技術報告蘇志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5124 國民小學. 3上: 閩南語. 第五冊(通用版) 黃勁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131 國民小學. 3上: 閩南語. 第五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19679 真相 彼得.譚波(Peter Temple)著; 鄭郁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686 偏愛京都 松本陽子圖.文;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693 黑色,是我永恆的姿態: 香奈兒的傳奇 賈絲婷.皮卡迪(Justine Picardie)著;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709 跑過裂谷 娜歐蜜.貝那隆(Naomi Benaron)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716 赫丘力士之柱: 環地中海大壯遊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作; 薛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19723 東京23區甜點大搜查 高橋美起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730 記憶的味道 森下典子著;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747 康提基號海上漂流記 索爾.海爾達(Thor Heyerdahl)作; 吳麗玫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19754 戀夏三部曲. 2, 剛好的寂寞 珍妮.韓(Jenny Han)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761 戀夏三部曲. 3, 原來愛,一直都在 韓珍妮(Jenny Han)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778 普羅旺斯,慢慢走 劉麗玲著; 車菲力(Philippe Chevalerias)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785 扭轉近代文明的六種植物 酒井伸雄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792 Amy的旅行廚房: 挪威、以色列、馬其頓美味之旅蔡淑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808 阿基里斯之歌 瑪德琳.米勒(Madeline Miller)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峰正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平企業



9789866319815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著; 何佩樺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6319822 吃,為什麼重要?: 從餐廳、食譜到美食、品味,人與飲食的對話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著; 廖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839 日日幸福: 好感生活的21種美味提案 桑原奈津子著; 許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846 淑女與僧侶: 我在京都的一年 皮科.艾爾(Pico Iyer)著; 胡洲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853 好幸福: 從今天開始改變自己,奇蹟逆轉人生的五感改造法則青山華子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860 24小時神秘書店 羅賓.史隆(Robin Sloan)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877 脆弱的力量: 我輸給了脆弱,但我贏回我的人生 布芮尼.布朗(Brene Brown)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884 幽黯國度: 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 V. S. 奈波爾(V. S. Naipaul)著; 李永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319891 印度: 受傷的文明 V. S. 奈波爾(V. S. Naipaul)著; 杜默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19907 印度: 百萬叛變的今天 V. S. 奈波爾(V. S. Naipaul)著; 黃道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319914 豆腐百珍: 一百道江戶方法傳授的豆腐料理 福田浩, 杉本伸子, 松藤庄平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921 兔子麵包 瀧羽麻子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938 第五條款 克莉絲汀.西蒙斯(Kristen Simmons)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945 京都生活關鍵字: 從百年老店舖到喫茶店,體驗26種美好木村衣有子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969 地圖的歷史: 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賽門.加菲爾(Simon Garfield)著; 鄭郁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976 8的法則 凱倫.英格曼(Karen Engelmann)著; 張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983 茶行的女兒 王淑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9990 皮耶塔 大島真壽美著;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005 大稻埕: 電影寫真全紀錄 青睞影視製作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012 甜蜜的謀殺 譽田哲也著; 珂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029 99%甜度的巴黎 韓正璇著; 樊姍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043 命運之惡 麥可.艾尼斯(Michael Ennis)著; 廖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050 旅繪人生: 一支筆、一張紙,一段美好的想像旅行丹尼.葛瑞格利(Danny Gregory)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067 印度放浪 藤原新也著; 吳繼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081 我還年輕: 不老族的快樂哲學 丹尼爾.克萊恩(Daniel Klein)著; 廖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098 智慧之書 萩耿介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04 一輩子至少歐北來一次: 這個島嶼敎我的事 歐北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11 與時間的河約定: 來自極地的永恆呼喚 星野道夫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28 完美 蕾秋.喬伊斯(Rachel Joyce)著; 張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35 史坦貝克俄羅斯紀行 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作; 羅伯.帕克(Robert Capa)攝影; 杜默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142 我一點也不適合當偵探 佐久良剛著; 許展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59 旅行,我給孩子最重要的一堂課 朴任順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66 奇蹟寄物商 大山淳子著; 許展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73 第五條款. 2, 逃出驚爆點 克莉絲汀.西蒙斯(Kristen Simmons)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80 我已經夠好了 布芮尼.布朗(Brene Brown)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197 蕃茄也能這樣做: 主餐、配菜到甜點44道美味健康上桌番茄食堂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203 地瓜上菜: 50道超人氣低卡無負擔食譜 金外順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227 沒有名字的人 亞當.強森(Adam Johnson)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234 石頭變學校 葛瑞格.摩頓森(Greg Mortenson)著; 劉復苓, 張毓如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241 津輕 太宰治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258 沒有地圖的旅行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作;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265 愛上小烤箱: 餅乾、司康、蛋糕、瑪芬、麵包,小烤箱也能做出不輸專業的美味糕點高上振著; 樊姍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272 行李箱男孩. 2, 消失的馬塔斯 琳恩.卡波布(Lene Kaaberbol), 安奈特.婓瑞斯(Agnete Friis)著; 鄭郁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289 時尚巴黎翦影 傑森.布洛克(Jason Brooks)著; 廖婉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2296 傳聞中的女人 奧田英朗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302 你可以這樣找創意 凱莉.史密斯(Keri Smith)作; 譚鍾瑜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847 English stories : the East and the West 王幸瑜, 張志凌, 蔡女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5226 這樣素: 健康又夠味 郭主義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庫立馬媒體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0

修平科大學習中心



9789869015233 人少好做飯 庫立馬出版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5240 電鍋原來這麼強 吳秉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5257 就是愛烤肉: 詹姆士不失敗烤肉訣竅全公開 鄭堅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5271 完美香麻辣 郭主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5288 詹姆士私房撇步出好菜 鄭堅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129171 氣液壓學實習: 自動化實務 張祖烈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129584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928 工程圖學 賴元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090 自動化光學檢測 陳亮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106 工具機的精度基礎 蔡曜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120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8150 Duffing方程式受二頻率激振系統的Melnikov函數解析簡守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137 能源概論 陳維新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780144 近現代中國社會問題探討 王華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151 統計推論學 簡聰海等著 初版修訂 平裝 1

9789863780168 綠色能源與永續發展 陳維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182 電子學 王炳聰, 李振興, 唐經洲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80205 公民與社會 王玉華等編著; 吳芳德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0212 基礎數學 邱俊智, 陳永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229 高等材料力學(導讀版) Ansel C. Ugural, Saul K. Fenst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236 化工流體力學導讀本 James O. Wilkes作; 陳健台, 黃國楨, 張煖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250 災害管理實務 李秉乾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267 邏輯設計 伍添祿, 宋正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274 職業安全衛生: 工作上的安全與健康 童泰盛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高立



9789863780281 生質物與生質能 陳維新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0298 問學集 王惠鈴等合著; 林天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6857 觀光產業概論 唐受衡等合著; 任文瑗, 王耀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14445 亞伯蘭.拉路: 去亞洲佈道 海倫.李.羅賓遜(Helen Lee Robinson)著; 胡安.帕卡胡拉.莫雷諾(Juan Pacahuala Moreno)繪; 梁永強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6314476 相印成趣: 佛法與福音對觀 王敬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483 上帝,給你科學不能解的奧祕! 艾里爾.羅斯著; 曹宇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490 起源,宇宙究竟是誰的創作? 艾里爾.羅斯著; 鄧婷, 郭慧, 毛文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506 健康與福樂: 改變人生的11個祕訣 馬可.芬利(Mark Finley), 彼得.蘭得里斯(Peter Landless)作; 梁永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513 遇見神恩: 365則來自全球各地因神翻轉生命的故事全球總會文字佈道部作; 方錦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520 論飲食: 樂活長壽好主張 懷愛倫作 ; 蔡書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537 彩圖聖經故事 愛達.戴高凌(Etta B.Degering)作; Robert Berran等繪; 蔡依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544 Comfort cooking 101 Taiwan Adventist Hospital作 平裝 1

9789866314117 好牧人: 耶穌的一生 懷愛倫著; 時兆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278 山洞裡的富豪 道格.巴契勒(Doug Batchelor)口述; 馬利蘭.涂克(Marilyn Tooker)作; 李鳳娥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6314551 聖經教導父母的19個學分 懷愛倫作; 慎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568 好兒童的喜樂故事集 馬思威原著; 黃盟雅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真光社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真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兆



9789868146167 清教徒每日靈修 藍道.彼德森(Randall J. Pederson)編; 王震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2032 普通高級中學美術(乙版). 一 林麗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9202 旅行生活手帖: 秋天の東京、維也納、薩爾茲堡生活旅誌蔡幸庭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202 旅行生活手帖: 秋天の東京、維也納、薩爾茲堡生活旅誌蔡幸庭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219 這些年、那些事 蔡幸庭圖.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4879 國小學童工程師圖像繪制之典藏 周保男著 平裝 1

9789868704886 雲端數位學習教材製作 周保男, 陳育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2646 每天偷看他 劉衒宿作; 周佳穎譯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紙印良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留守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旅行生活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泰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宇



9789869157902 實驗室. 番外集 罐子Arale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919 實驗室 罐子Arales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1807 組織本體: 事業永續發展的關鍵秘密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2411 夜市熱賣異國小吃 黃景龍, 黃慶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1867 3.5: 強迫升級 伍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893969 查理酷最愛的一本書 唐娜森文; 薛弗勒圖;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256 當我們在一起 克斯汀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492 星座之神話與傳說 荷馬, 歐維等文; 維達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611 哪個星星是我家? 郝廣才文; 山田和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642 卿須憐我我憐卿: 千古情詩選 郝廣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659 只願君心似我心: 千古情詩選 郝廣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祐安精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庫克書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56468 以筆開創環保新天地的闘士: 瑞秋.卡森辭世五十週年紀念集王瑞香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0071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要解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24607 六祖法寶壇經要解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 0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65927 天縱二部曲. 4, 天團登陸初體驗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34 絕對零度. 5, 降頭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41 人魚魔鍊 賈桂琳.朵拉茉兒(Jaclyn Dolamor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58 千金選夫. 1, 不是美男不上門 薇諾妮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65 火爆妖夫. 1, 汪!犬大爺駕到! 周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72 御人. 卷二, 蠢萌系武林盟主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89 惡姊當家. 3, 美女配「野獸」 風滿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96 美人如蠍. 1, 命數難違 楊佳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09 千金選夫. 2, 甩了夫君出牆去 薇諾妮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16 絕世女天師. 4, 通天神塔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23 伊人難為二部曲. 6, 不夠好玩就不理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30 御人. 卷三, 花美男的邪惡變身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47 天縱二部曲. 5, 上天下地大追擊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54 豪門管家婆 古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耕林

送存冊數共計：6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晁明



9789862866061 大男人情史 春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78 頭號寵妻老公 黑田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85 搞翻少東的日子 云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092 絕對零度. 6, 司南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08 千金選夫. 3, 打包塞進花轎裡!? 薇諾妮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15 御人. 卷四, 小女子的伏魔大計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22 美人如蠍. 2, 深仇難解 楊佳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39 天縱二部曲. 6, 反攻神界終極戰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46 火爆妖夫. 2, 嗷!犬大爺就是王道! 周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53 絕世女天師. 5, 絕世大逆轉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60 千金選夫. 4, 本妃自有妙計 薇諾妮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77 御人. 卷五, 舌尖上的大魔王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84 萌霸天下. 1, 夜黑風高撲虎去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191 惡魔王子戀愛中 貓可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66207 推理筆記. 1, 1/2靈感應偵探 早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214 火爆妖夫. 3, 轟!打倒BOSS大作戰 周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221 美人如蠍. 3, 暗箭難逃 楊佳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6205 悅青堂彩墨畫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0340 流行音樂的特殊和絃進行訓練筆記 不拘時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空膠囊音樂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悅青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78739 保釣風雲實錄 溫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5986 股市大戶的時間買股術 米可, 陳韋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19882 日語歇後語、俗諺、回文事典 何欣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882 日語歇後語、俗諺、回文事典 何欣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29 圖解會計學精華 馬嘉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29 圖解會計學精華 馬嘉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43 24小時外匯煉金術 歐陽聖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943 24小時外匯煉金術 歐陽聖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950 超In的世界歷史 南東賢著; 何秀麗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219950 超In的世界歷史 南東賢著; 何秀麗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219967 日本語文法與旅行會話同步 江東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67 日本語文法與旅行會話同步 江東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98 難倒老爸. 1, 生活用品大解密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98 難倒老爸. 1, 生活用品大解密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009 難倒老爸. 2, 不可思議的偉大建築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016 超In的世界歷史 南東賢著; 何秀麗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10054 口說職場生活英文片語會話 王仁癸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冊數共計：1

閃亮文化



9789864510085 成功經理人下班後默默學的事: 主管不傳的經理人必修課林隆儀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13124 曉雲法師禪畫集 曉雲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13148 逝水年華 曉雲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13155 海: 智慧如海、善法如水 曉雲法師書畫集 曉雲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53940 臺灣統派運動口述史 陳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3957 預測營銷學 白明著 平裝 1

9789866653964 Major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2014 Tai Wan-chin作 平裝 2

9789866653964 Major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2014 Tai Wan-chin作 平裝 1

9789869161909 中華民本主義思想發微 盧瑞鍾著 平裝 1

9789869161916 探究生命之光 慧深和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1923 每個孩子不一樣 趙海霞作 平裝 1

9789869161930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兩岸和平發展關係之機遇與挑戰王高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1947 蔣介石在淞滬戰場: 從忍辱到復仇 王丰著 平裝 1

9789869161954 長空戰矛: 中華民國戰機飛行員的熱火與血淚 田定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1961 路: 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 向明著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9357 孩子的心靈捕手 吳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恩泉更新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6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5590 「偶愛客家創意悅讀」工作坊成果報告書 蔡慧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3200 崁津書畫學會聯展輯 林植松, 游如玉, 簡士寬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06166 誰把孩子丟到水裡去了?: 臺灣教育的困境與兒童人權教育林惠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173 如何讓孩子喜歡作文?: 國小作文教學之探究 林惠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173 如何讓孩子喜歡作文?: 國小作文教學之探究 林惠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9118 唐立淇2014星座運勢大解析 唐立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9125 12星座人性攻略 唐立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9132 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5 唐立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訊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崁津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7214294 色彩應用研究 蕭惠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8618 原鄉創意套餐食譜 吳青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8649 甲午年原鄉創意套餐料理 陳楷曄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0347 求生技能與艇筏操縱 周和平編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080354 壓載水管理公約 周和平, 周明宏編譯 平裝 1

9789869080361 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中各類型船舶之完整穩度章程周和平, 周明宏編譯 平裝 1

9789869080378 二○一一年一致的檢驗及發證 周明宏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5766 Blender 3D之野狼創作 李逢春, 楊基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5773 Blender 3D之人物創作 李逢春, 楊基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13774 郵史研究. 第三十一期 林茂興主編 平裝 2

9789868313781 郵史研究. 第三十二期 林茂興主編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海峽兩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兩岸郵史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核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倫悅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9151 四十二章經. 第一卷 佛陀作; 新地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9013 散文解析過五關: 竅門、入門、大門 劉寧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79020 散文非選深呼吸: 大考題、磨練題 王振儒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79037 早安.成語 洪瑞民.江可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79068 現代短文這樣讀才對 洪瑞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3089 從中國看德國(1949-1969): 大陸對德國問題的認知湯紹成著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43072 從中國看德國(1949-1969): 大陸對德國問題的認知湯紹成著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6736 Knocking gently on the door of chan on the pracrtice of HuatouChan Master Guo Ru[文]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1316 水虎傳: 老夫子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祖師禪林

送存冊數共計：4

神秘玫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耕書園



9789866081330 水虎傳: 老夫子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81323 水虎傳: 老夫子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081422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081439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6081453 新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866081460 新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9789866081477 新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6集 1

9789866081484 老夫子: 水虎傳(彩色版)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81507 老夫子: 水虎傳(彩色版)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81491 老夫子: 水虎傳(彩色版)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081514 封神RELOAD 阿明原作; 紅麟漫畫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8393 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24屆 游張松, 許芳誠編著 平裝 1

9789866758461 真理大學「2015通識與語文教育」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蔡維民等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8508 藝采臺文: 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年刊 陳亮廷, 王倩慧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10521 太平山開發史(日文版) 林清池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浮崙小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2

真理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8485 真理大學創校五十周年暨優質通識教育的未來展望研討會論文集. 2015葉錫圻, 鄭俊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8430 兩岸運動健康休閒旅遊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呂銀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6103 你的寶寶是天才 格連.杜曼(Glenn Doman), 珍娜.杜曼(Janet Doman)著; 周曉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10 寶寶是閱讀的天才 格連.杜曼(Glenn Doman), 珍娜.杜曼(Janet Doman)著; 洪簡廷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27 寶寶是數學的天才 格連.杜曼(Glenn Doman), 珍娜.杜曼(Janet Doman)著; 洪簡廷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34 寶寶是百科知識的天才 格連.杜曼(Glenn Doman), 珍娜.杜曼(Janet Doman), 蘇珊.艾森(Susan Aisen)著; 洪簡廷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41 倍增寶寶的智能成天才 格連.杜曼(Glenn Doman), 珍娜.杜曼(Janet Doman)著; 洪簡廷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58 如何幫助腦傷兒童復建成天才 格連.杜曼(Glenn Doman)著; 洪簡廷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65 寶寶是運動的天才 格連.杜曼(Glenn Doman), 道格拉斯.杜曼(Douglas Doman), 布魯斯.哈吉(Bruce Hagy)著; 洪簡廷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72 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 啟蒙篇 溫敏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89 培養天才的寶典 溫敏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196 天才寶寶.杜曼教學法 溫敏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913 The Flying Dolphin Family Workbook Jeff Wen, Sarah Wang[編] 1st ed. 精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連杜曼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海豚鳥美語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運休系



9789869188906 The Flying Dolphin Family Student Book Jeff Wen, Sarah Wang[編] 1st.ed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8309 警官,借個膽愛你 香小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316 警官,借個膽愛你 香小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590 竹木狼馬 巫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606 竹木狼馬 巫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613 保鑣 香小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620 保鑣 香小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651 軍區大院 泡泡雪兒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48668 舞男 泡泡雪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675 十年 四諦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361093 雲去雲來 林青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2038 一屋子美好: 甲斐嚴選!61項雜貨迷一定要擁有的食、衣、住定番品甲斐實乃梨著; 林冠汾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41 當創意遇見創意 龔大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571 烏龍院動物星球. 2, 哺乳類動物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362588 父親這種病 岡田尊司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49 烏龍院動物星球. 3, 哺乳類動物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362687 魅力：撼動人心的技術 金摸蘭作;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94 孕律: 晚婚也能好孕、熟齡也能順產、產後也能性福,郭安妮醫師的妊娠書郭安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700 愈跑,心愈強大: 跑步教父席翰醫生教你成為自己的英雄喬治.席翰作; 游淑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724 先拿出名片的人先贏: 48個職場透視技巧,三秒看穿人心!26道心理測驗,了解最真實的自己!齊藤勇監修; 吳偉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凌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時報文化



9789571362748 宇宙地圖 觀山正見, 小久保英一郎著; 戴偉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2755 一個人的老後: 獨身晚年是女人的第二人生,請大方快樂地享用!上野千鶴子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793 OMG!超質感!超便宜!40款49元顏值100%手作雜貨峰川AYUMI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09 大家的防災安心手冊 草野薰著; 陳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16 2050科幻大成真: 超能力、心智控制、人造記憶、遺忘藥丸、奈米機器人,即將改變我們的世界加來道雄(Michio Kaku)著; 龐中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23 黑髮女大學生之死 羅伯.史東(Robert Stone)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30 小扁豆瘦身法: 50天腰瘦11公分!減重12公斤! 梁海林, 洪性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47 有機減重: 開門七件事的自然養瘦法 向學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54 槍炮、病菌與鋼鐵: 人類社會的命運 賈德⋅戴蒙著; 王道還, 廖月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2861 女人不笨：幸福其實有辦法 蕭合儀, 蔡志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78 求職力: 破除新鮮人面試的50道陰影 蔡祐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85 有種,請坐第一排 蔡淇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892 德國流「物質減法，心靈加法」整理術：每天只要五分鐘，環境清爽簡單，人生輕盈沒負擔！沖幸子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908 偷看韓國人行事曆,活用日常韓語! 槓桿韓國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62915 無人地帶的製圖師 P. S. 達菲著;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922 烏龍院動物星球. 4, 鳥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939 美國眼科權威教你吃出好眼力：讓你老眼回春，近視改善，乾眼症、青光眼、白內障通通OUT！尼爾.亞當斯(Neal Adams)作; 曾育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946 熊貓來了! 范瑋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953 怕魚的男人 李隆杰作 平裝 1

9789571362960 說不出口的愛 卡斯特蘭尼(Christopher Castellani)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977 米其林大師從未說出的34個成功哲學 本田直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984 三星殞落?: 李在鎔接得了班嗎? 沈正澤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991 沒有邊框的鏡子 辻村深月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11 日本珍奇廟：30間特色神廟在地行旅，品味人文美景、風俗信仰、飲食文化，深入探尋神的領域王曉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28 觀相:謝沅瑾教你知人知面又知心，100張3D面相詳細圖解貴人、小人真面目。謝沅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35 手放口袋裡的人不能信賴: 48個人際關係技巧,三秒贏得人心!26道心理測驗,了解最真實的自己!齊藤勇監修; 吳偉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42 一本書讀懂哥吉拉 小野俊太郎作;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59 發現大絲路:小主播廖科溢的大冒險 廖科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66 外商顧問超強資料製作術: BCG╳麥肯錫的12種圖形架構,學會就能說服任何人森秀明著; 連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73 創意大師想什麼?Ppaper全球頂尖創意大師對談經典包益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80 行家這樣做好服務 洪繡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97 夢遊者: 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 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著; 董瑩, 肖瀟譯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1363103 夢遊者: 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 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著; 董瑩, 肖瀟譯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1363110 全身輕瘦美激瘦點五指刮痧板:瘦臂、平腹、美胸、提臂、細腿Unique Lif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127 練習當聰明人 理察.卡爾森(Richard Carlson)著; 朱恩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134 豆療:婦女病、三高、皮膚病、水腫、骨質疏鬆、衰老症…通通有解！素食者最佳選擇！家常必備最強養生食材！党毅, 陳虎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141 負債魔王 睫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363158 夢遊者: 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上下卷) 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著; 董瑩, 肖瀟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63165 從此,不再勉強自己 吳淡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172 W 黃色書刊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363189 你沒聽過的邏輯課: 探索魔術、博奕、運動賽事背後的法則劉炯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196 康熙: 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 溫洽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3202 一根吸管有氧治百病：強化呼吸、恢復體態、抗老有活力趙哲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219 跟誰都能一起工作: 如何搞定職場野蠻人、權謀家、白目者和大明星珍.克拉克(Jane Clarke)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226 一個人的收藏 姚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233 長歌行 夏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363240 槍桿、筆桿和權術: 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 戴鴻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257 青春志: <>、<>、<>、<>中的風流 易中天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271 庫克時代:蘋果的榮光與挑戰 由佳里.岩谷.凱恩(Yukari Iwatani Kane)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288 我的思考,我的光: 諾貝爾獎得主中村修三逆轉人生的7個思考原點中村修二著; 林慧雯, 陳柏傑, 郭介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295 罪的留白 蘆澤央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301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318 帶你回家的小路 路嘉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325 這樣那樣生活的訣竅 吉本芭娜娜著; 張致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332 為什麼男人都有制服癖?: 48個愛情透視技巧,找到對的那個人!26道心理測驗,了解最真實的自己!齊藤勇監修; 吳偉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349 真食物革命: 一個用良心對抗資本主義的麵包師傅,一場與天然酵母對決的尋味之旅渡邊格作; 賴庭筠, 張雅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356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流氓社會學家的貧民窟10年觀察蘇西耶.凡卡德希(Sudhir Venkatesh)著; 賴盈滿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3370 困難的愛故事集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 倪安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387 翻轉人生的實踐力: 讓改變2100萬人的領導力大師引爆你知行合一的行動力!肯.布蘭佳, 保羅.梅爾, 迪克.魯伊作; 張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394 河童之肉: 「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BenQ明基友達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17 旅行餐桌: 山城x古蹟x美食,花花媽私房行程邊玩邊上菜!用當地食材做出24道義法家常料理曾心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24 美味的饗宴: 法國美食家談吃 薩瓦蘭(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著; 李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31 百鬼夜行誌. 幽遊卷 阿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62 江湖人語: 走跳社會的人生潛規則 李作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93 大城小事 HOM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363516 立體書不可思議 楊清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523 巴黎上車臺北到站: 那些法國教我的愛、自由與家傳美味周品慧著; 林禹岑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547 超思考 北野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554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李志綏著; 戴鴻超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3646 蔣渭水傳: 臺灣的孫中山 黃煌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3653 長歌行 夏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363677 蠢蛋三姐妹之蠢人有蠢福 盧蒂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684 忍耐力: 其實你比自己想的更有耐力!棉花糖之父寫給每個人的意志增強計畫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著; 陳重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769 外遇的女人 保羅.科爾賀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18250 態度是生命唯一的出口 張光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18267 態度是成功不變的真理! 張光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18274 行動行銷教室 張光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3

送存冊數共計：84

悅智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凌雲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8616 感謝折磨你的人 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18623 用幽默的方式,化解衝突 文彥博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18630 乘龍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018647 無良兄貴. 前篇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18654 七人環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018661 夜牽牛的秘密 潔塔.卡爾頓(Jetta Carleton)作; 鄧若虛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18678 乘龍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059404 乘龍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018685 無良兄貴. 後篇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18692 家有貓先生 花匠先生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59411 七人環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059459 七人環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059428 乘龍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059435 昊天紀.馭魂師. 上篇, 調教成神系列 玄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59442 家有貓先生 花匠先生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9010 家有貓先生 花匠先生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59466 罵人不必帶髒字 文彥博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9473 努爾哈赤的那些事 墨香滿樓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9480 十四分之一. 第一季, 必須犯規的遊戲 寧航一作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59497 十四分之一. 第一季, 必須犯規的遊戲 寧航一作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69003 七人環 青丘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69027 逢魔之夢 黑藍色作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69034 昊天紀.馭魂師. 中篇, 調教成神系列 玄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041 乘龍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69058 封神之狩 玖錚作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69065 皇太極的那些事 墨香滿樓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171 昊天紀.馭魂師. 下篇, 調教成神系列 玄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188 十四分之一. 第四季, 多出來的第十四人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195 有狐 花匠先生著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9201 封神之狩 玖錚作 第1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69256 封神之狩 玖錚作 第1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69218 逢魔之夢 黑藍色作 第1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69287 噬神者 M. D. 拉克蘭(M. D. Lachlan )作; 陳岳辰譯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69294 有狐 花匠先生著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69300 十二生肖物語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69317 路人的王牌. 第一部 雷雷夥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324 鬼話連篇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69331 鬼話連篇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69348 拾荒小分隊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9355 十二生肖物語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69362 紫九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69379 鬼話連篇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69386 噬神者 M. D. 拉克蘭(M. D. Lachlan )作; 陳岳辰譯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69393 樂音狂想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409 十二生肖物語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69416 拾荒小分隊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9423 路人的王牌. 第二部 雷雷夥伴作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69447 鬼話連篇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0102 游藝傳十方 高雄市十方藝術學會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8

高市十方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4482 鄉土風物之藝文賞析 鄭勝揚著 平裝 1

9789868784499 大樹文史劄記. 第六集 鄭勝揚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8501 竹仔寮風華 劉己玄, 鍾聰美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9009 高雄新報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3911 水筆仔童樂繪: 辦桌吃老虎 巫佩砡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47186 印順導師所抉擇的: 初期大乘菩薩之修行觀 釋開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三元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水筆仔美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竹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文化基金會

高市大樹文史協會



9789868775114 護理師進行曲 吳大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0228 高雄市若水書會緬懷臺灣書法前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黃志煌, 秦光武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9506 話我南興.真情紀錄 劉滿娣等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15467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會員聯展作品輯. 104年 林建璋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108 六龜的故事: 時間給的禮物 吳憶萍, 曾冠蓉, 陳孟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81852 高雄國際攝影家聯展專輯. 2015 蘇伯欽等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荖濃溪環境藝術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望角攝影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師大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若水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3436 魚刺客藝術聯盟發光展 黃志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7106 中寮山社造傳奇 劉己玄, 林建置, 柯麗淑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64046 金蕉故鄉的故事: 溪州老照片集 劉己玄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508 口隘: 可愛學堂關懷據點紀實 劉己玄採訪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5556 洋羊得藝 羊年生肖創作展: 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 2015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8215 有情世界: 高雄市雙彩美術協會會員聯展畫集. 2014. 3溫瑞和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廣告創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雙彩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圓富社區發展協會

高市新浜碼頭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中寮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2308 高雄市攝影家協會會員影展專輯第二屆望角盃高屏區學生攝影比賽得獎作品集. 2014張珠君, 周貞君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60016 伝承.幻想.空間: 小泉八雲.澁澤龍彥の文学における『夜窓鬼談』の交錯林淑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030 如何「赢」造孩子的未來 謝水乾作 平裝 1

9789863760047 華語語音學綱要 林以通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540 6年存到300張股票 陳重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540 6年存到300張股票 陳重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557 做對5個實戰步驟: 你就是賺錢高手 朱家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557 做對5個實戰步驟: 你就是賺錢高手 朱家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63742 相思蟬 胡民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富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攝影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復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952400 超越顛峰數學C: 歷屆統測驗試題の精粹 晟景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417 高職數學B超越顛峰: 歷屆統一入學測驗試題之精粹晟景編輯群著 最新版 平裝 1

9789867952431 高職國文超越巔峰: 歷屆統一入學測驗試題之精粹劉明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448 超越巔峰英文: 歷屆統測驗試題の精粹 郭慧琪, 林君黛, 謝宜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455 高職數學B複習講義 晟景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462 詩詞曲輕鬆學 陳正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479 全方位閱讀經典 陳嘉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486 零距離寫作教室: 學測非選擇題 蔡珮如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493 晟景文摘. 104 林麗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509 我的家教高中歷史學測複習講義實力測試練習本葉寶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2054 天龍墨林. 2014 天龍無間道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5159 敘事醫學: 臨床倫理案例集 丁偉峰等作; 王心運, 林慧如, 林育志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5197 追憶: 福願手冊. 一百零三學年度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6105210 潤澤: 感恩手冊. 一百零三學年度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編著 平裝 1

9789866105210 潤澤: 感恩手冊. 一百零三學年度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解剖學科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悅翔數位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1582 老年營養與膳食療養 陳淑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21599 食品營養概論 蕭寧馨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9347 一生的夢想 尹淩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9361 葫蘆岩 周康林, 陳韻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9378 西部淘金客 周康林, 陳韻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346 一名參戰記者的紀蹤詩旅 陳恒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384 漩渦(續) 張夢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391 半個鼻子品天下 飛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407 足跡: 旅遊散記. 中卷, 名勝 顏文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414 愛情實習生 江天遠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421 一個臺灣人 李克世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20438 一個臺灣人 李克世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20445 中間位置 戴夢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452 國是文集 趙沖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469 威權時代 雲外雲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508 桃園市藝術交流協會: 藝展桐欣會員聯展暨展演專輯. 2015林奎一主編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桃市藝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時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凌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1307 數位攝影全系列: 水與石的攝影訣竅 蔡明發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826 絕對帶團: 導遊想的跟你不一樣 陳安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84833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實務一&觀光資源概要) 陳安琪總編輯 五版 平裝 2

9789869084840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實務二) 陳安琪總編輯 五版 其他 2

9789869084857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領隊別冊 陳安琪總編輯 五版 平裝 2

9789869084871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陳安琪總編輯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83585 行在水面上 奧伯格(John Orberg)著; 屈貝琴譯 初版14刷 平裝 1

9789861983592 讀經的大歷史: 數千年來聖經閱讀的軌跡 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作; 吳蔓玲, 郭秀娟譯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1983608 腓立比書動起來!(學生本)(簡體字版) 洪中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684 傻傻蒙福一家人 連加恩, 高麗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691 15分鐘親近神 艾蜜莉.班恩斯(Emilie Barnes)著; 劉元芬譯 初版4刷 平裝 1

9789861983714 簡單中的富足: 沒錢也能富足的36計 柯樂維(Phil Callaway)著; 朱麗文譯 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3738 愛從不缺席 特倫德(John Trent)著; 張玫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3844 饒恕原理 柯恩德(R.T. Kendall)著; 朱麗文譯 二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3929 聖潔讓你想得不一樣 畢哲思(Jerry Bridges)著; 許惠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3936 愛的連理枝 海波斯夫婦(Bill & Lynne Hybels)著; 梁瓊珍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跡庫比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園社區大學



9789861983950 馬鈴薯湯教會 梁炳武著; 張雅惠, 劉永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4056 幸福家庭力量大 凱文.李曼(Kevin Leman)著; 鄔錫芬譯 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4063 如果媽媽不快樂,沒人會快樂 歐琳絲(Lindsey O`Connor)作; 唐凱莉譯 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4070 拉比傳奇 周學信著 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4148 世界觀的故事 寇爾森(Charles Colson), 皮爾絲(Nancy Pearcey)著; 林秋如, 林秀娟 譯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4179 恩典百分百 路卡杜(Max Lucado)作; 葉嬋芬, 林苑珊合譯 初版10刷 平裝 1

9789861984285 聖經信息系列: 撒母耳記上下 伊凡斯(Mary J. Evans)著; 黃玉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292 聖經信息系列: 士師記 威爾克(Michael Wilcock)著; 楊曼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384 21世紀新約主題辭典: 後期書卷及其發展 馬挺(Ralph P. Martin), 戴維茲(Peter H. Davids)主編; 李望遠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1984391 牧者的翱翔: 畢德生的40個牧養筆記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 吳震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421 與歲月和好: 盧雲談變老這件事 盧雲(Henri Nouwen), 葛福尼(Walter J. Gaffney)著; 張大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438 誰說談錢傷感情: 幸福婚姻的理財方案 麥特.貝爾(Matt Bell)著;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452 上帝子民的倫理學: 重現申命記中的恩典社會 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 譚達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469 信耶穌不用錢 劉曉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476 耶穌的環保學: 活出聖經中神、人、土地的美好關係布克雷(Dave Bookless)著; 趙汝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483 燃燒吧!大學魂: 活出得勝的大學生活 查迪克作; 藍慈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490 行動的原點: 公共參與的10堂靈修課 周學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506 成為我的夥伴吧!: 帶海賊王上教會,發現自由的力量校園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513 為領導立界線: 給在劇變時代持續學習的領袖 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著; 柯美玲,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551 未來在等待的教育: 從創造生命的空間開始 巴默爾(Parker J. Palmer)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568 神啊!說好的那個人呢? 朱惠慈, 郭宇欣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568 神啊!說好的那個人呢? 朱惠慈, 郭宇欣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5045 一善面相體相奇書 一善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29581 轉法輪 李洪志著 二版4刷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2

益群



9789575529666 轉法輪 李洪志著 二版4刷 其他 1

9789865885205 符咒一書通 李鐵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212 Zhuan Falun(英文版) Li Hongzhi 2nd ed 精裝 1

9789865885229 訂婚嫁娶擇日與禮儀 一善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6589 Make: technology on your time(國際中文版) 歐萊禮(O' Reilly)編;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76596 Raspberry Pi快速上手指南 梅克.施密特(Maik Schmidt)著; 周均健, 謝瑩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640 專利申請之專利申請範圍撰寫手冊 葛西泰二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671 Make: technology on your time(國際中文版) 歐萊禮(O' Reilly)編;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76688 其實你沒多難忘 四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01 Raspberry Pi使用者手冊 艾本.厄普頓(Eben Upton), 蓋瑞斯.哈菲克(Gareth Halfacree)合著; 曾吉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25 從零開始. 第二部. 10, 超級武器 雷雲風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32 技術者倫理與風險管理 中村昌允著; 林品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49 Make: technology on your time(國際中文版) 歐萊禮(O'Reilly)作;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76756 FabLife: 衍生自數位製造的「製作技術的未來」田中浩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63 LabVIEW for Arduino: 控制與應用的完美結合 曾吉弘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70 開始走吧!二足步行機器人入門 坂本範行著; 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87 從零開始. 第二部. 11, 國戰開始 雷雲風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94 癌症擱置療法: 150位患者的真實見證 近藤誠著; 王昱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800 機器人程式超簡單: LEGO MINDSTORMS EV3動手作曾吉弘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817 Make: technology on your time(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編;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76824 機器人科技 日本機器人學會編著; 許郁文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831 遇見你之前 喬喬.莫伊絲(Jojo Moyes)著; 葉妍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848 Make space: 如何建立創意合作的舞臺 史考特.多利(Scott Doorley), 史考特.威碩夫(Scott Witthoft)合著;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5734 「未來機器」實現到什麼程度了呢?: 空氣動力車、超級超音速機、錶型通訊機、自動調理機、機器人石川憲二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泰電電業



9789866076862 Make: technology on your time(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76879 機器人零件指南 Obmsha編著; 沈鄉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886 一讀就懂!: 太陽能發電系統詳解 小西正暉, 鈴木龍宏, 蒲谷昌生編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893 Intel Galileo快速上手指南 麥特.理查森(Matt Richardson)著; Cavedu教育團隊, 蔡睿烝, 謝瑩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909 從PIC開始!: RC伺服機機器人製作入門 鈴木美朗志著; 程永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916 Make: technology on your time(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76923 居家醫療與訪視看護、長期照護的整合 前川厚子編著; 王昱婷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930 蜜月告急 蘇菲.金索拉(Sophie Kinsella)著; 羅雅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947 Make: technology on your time(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76954 KNR機器人實驗手冊 宋開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961 Make: technology on your time(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編;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76978 入門 機械控制與製作實習: 藉由製作四軸吊臂學習設計機械裝置岡田昌樹著; 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985 3D繪圖與電路板設計: DesignSpark系列軟體指南謝宗翰, 翁子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992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編;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50000 無常的美學 謝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017 Android手機程式超簡單!!. App Inventor入門卷 曾吉弘, 高稚然, 陳映華著 增修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024 自造者空間成立指南: 動手做需要用到的工具、設備與技術一覽亞當.坎普著; 謝瑩霖, 蔡睿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9153 四時田園雜興解讀 (宋)范成大原作; 王柏鐺選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9153 四時田園雜興解讀 (宋)范成大原作; 王柏鐺選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6008 醮誌.宮誌: 福海宮輔信王公己丑年慶成護國祈安五朝建醮大典陳建松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神農廣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竹圍福海宮管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516 藝濤畫會作品集 劉有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6516 藝濤畫會作品集 劉有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7402 臺灣客家李文古話本有聲書 吳餘鎬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6608 千年絆 簪花司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5914 My first piano adventure: 芬貝爾預備級鋼琴教材: 鋼琴教本C 進入五線譜Nancy Faber, Randall Faber[作] 其他 1

9789869165921 My first piano adventure: 芬貝爾預備級鋼琴教材: 習作本C 進入五線譜Nancy Faber, Randall Faber[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42473 我們的文學夢. 3 呂毓卿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夢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燕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退愚廬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36679 認識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余甄紘, 游春琪, 楊穎惇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536754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 103學年度 邱美智, 翁群評, 楊穎惇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86452 魔鬼的故事 娜塔麗.巴比特(Natalie Babbitt)著; 楊茂秀譯 貳版 平裝 1

9789578886469 思考舞臺教師手冊 M.李普曼(Matthew Lipman), Ann Margaret Sharp著; 鄭瑞玲, 徐永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35414 失智怎麼「伴」: 24位名人陪伴失智親人的故事聯合晚報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7410 聽!天主的聲音. 新約篇 陳上瑜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7403 聽!天主的聲音. 新約篇 陳上瑜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8303 葉由根神父傳 朱天衣作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光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毛毛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失智老人社福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8157 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暨相關基金會基金營運之研究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暨相關基金會基金營運之研究研究小組作平裝 1

9789868738164 金門馬祖農漁生態休憩規劃與發展策略之研究 莊慶達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859 明現本來性: 大手印指導教本 達波札西南嘉作; 施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7067 臺灣能源及電力業之挑戰與機會 林志森, 顧洋, 杜悅元主編 平裝 1

9789869144179 我國電力最適能源配比之探討 梁啟源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7409 馬可福音 木柵基督徒聚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62622 佛光指引下的一生 林茂松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佛教阿含宗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木柵基督徒聚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正農科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化育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6207 漢字(簡體、繁體)對照講析 周勝鴻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51456 中國紅色企業真相 邱寶林作; 尹建國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0414 母娘金線下的靈兒:修真日誌叢書之一 張瀚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25913 命運解碼 占姆仕.威尼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3919 當孩子永遠的父母: 離婚親職資源手冊 陳麗如等編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03926 如何讓孩子知道我們離婚了? 陳麗如等編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03933 Foreign to family: the journey to my root Pai, Li-Fang等[編] 1st ed. 精裝 1

9789869003940 擁抱創傷,不再孤單 白麗芳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3957 乘愛飛翔的小燕子 Liby文; Naho Ogawa圖; 劉千瑜, 李曼如翻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出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經企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道文教基金會鳳凰道院

中國現代化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5003 時裳的原點: 從纖維到品牌風格演繹: 帶你深度解構臺灣時尚產業詹致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0442 英國極偉園及白宮簡史及導覽 王俊傑等翻譯 平裝 1

9789868720459 談早年臺灣童軍運動的發展 郭廷銘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3287 一般會計及稅務作業手冊 王建雄, 蕭智蓉, 劉智達編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63186 游離輻射防護與法規 李境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84838 工商倫理 郭宗賢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改變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會計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輻射防護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5

紡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童軍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611 牧者心語 李家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5160 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14年 汪威錞, 葉長城, 羅絜編輯 平裝 1

9789865795177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年報. 2014年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3638 視角: 名家邀請展 鐘有輝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90920 開發暢銷商品之探索與分析 後久博著; 中衛發展中心譯 平裝 1

9789867690937 微改善變革: 42個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改善小提案柿內幸夫作; 許淳彥譯 平裝 1

9789867690944 六產達人: 123產如何點石成金 蘇錦夥作 平裝 1

9789867690951 精實醫療實戰篇: 維梅醫學中心的精實變革之旅查爾斯.肯尼(Charles Kenney)作; 陳鳳山譯 精裝 1

9789867690968 精實現場管理: 豐田生產方式資深顧問親授40年現場管理實務大野義男, 江瑞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90975 超圖解自働化: 152個內建智慧的豐田高效生產法則武田仁著; 林清田, 張宏傑, 鄭國權譯 平裝 1

9789867690999 課題達成實踐手冊 綾野克俊監修; 神奈川地區課題達成活動研究會彙編; 簡茂椿譯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803 總裁診斷: 臺灣飛利浦追求全面品質改善的卓越之路林昌雄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衛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巴黎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2130 Bio Taiwan highlights: Connecting,syndicating and collaborating with TaiwanChi-Huey Wong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3153 生物技術產業年鑑. 2013 吳品頤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23160 醫藥產業年鑑. 2013 巫文玲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23269 Cancer stem cell發展趨勢及商機探討 寇怡衡, 鄭宇婷, 賴瓊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4744 預防校園暴力行動方案: 學生手冊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吳愛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799 預防校園暴力行動方案: 教師手冊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吳愛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5714 公民行動方案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著; 吳愛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5721 公民行動方案教師手冊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著; 吳愛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5776 審判的試煉. 第二冊, 裁判與到場說明權責 Antony Duff等編; 顏華歆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8645783 審判的試煉. 第一冊, 真相與正當法律程序 Antony Duff等編; 萬象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8645790 審判的試煉. 第三冊, 刑事審判的新規範理論 Antony Duff等編; 李姿儀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民間司改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玉溪有容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9789869023702 與黑川雅之在Studio94的三日生活: 讓我們相互刺激吧!黑川雅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6214 正覺學報. 第五期 張志成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36221 正覺學報. 第四期(簡體字版) 白志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5208 末代達賴: 性交教主的悲歌(簡體字版) 張善思, 呂艾倫, 辛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5260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 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 張正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5277 廣論三部曲 郭正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4942 初等工程地質學大綱 洪如江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4204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專刊. 103級 成大建築103級畢業組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朴子高明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地工技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建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正覺出版社



9789869023009 朴子夜談 邱奕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707 Chen Yun 陳雲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2108 人間行腳. 選輯九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2139 平安人生. 選輯二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4300 機械工程師的點點滴滴 馬承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19313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工作手冊李正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1932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庇護工場工作手冊李正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7601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印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功機械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9789869197618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197625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3122 全球光電市場與臺灣產業總論. 2013-2014年 呂紹旭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3139 平面顯示器市場與產業技術發展年鑑. 2014年 呂紹旭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3146 LED元件及照明應用產業發展年鑑. 2014年 呂紹旭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3153 太陽光電市場與產業技術發展年鑑. 2014年 呂紹旭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5951 朱銘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雙年展. 2013: 自然體驗.自主探索朱銘美術館教育推廣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62486 春與夏的漫步: 六堂靜心課提案 吳銀玉, 黃文綺暨光寶社區認輔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1389 臺灣主權與攻勢外交 陳唐山等口述; 張炎憲, 陳世宏, 陳美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11396 噶瑪蘭二二八: 宜蘭228口述歷史 張文義, 沈秀華彩訪紀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701 青春逐夢臺灣國: 釘根 張炎憲, 沈亮主編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寶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光電科技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朱銘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73691 光照大千: 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特展 釋如常主編 平裝 3

9789574573783 全民三好同樂繪: 國際佛光緣小藝術家獎得獎作品集. 9. 2014第十屆釋如常主編 平裝 3

9789574573721 善好光明: 邱忠均版畫典藏作品集 邱忠均作 平裝 1

9789574573721 善好光明: 邱忠均版畫典藏作品集 邱忠均作 平裝 1

9789574573721 善好光明: 邱忠均版畫典藏作品集 邱忠均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414562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0集 2

9789579414579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1集 2

9789579414470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集 2

9789579414487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2集 2

9789579414494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3集 2

9789579414500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4集 2

9789579414517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5集 2

9789579414524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6集 2

9789579414531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7集 2

9789579414548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8集 2

9789579414555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9集 2

9789579414593 魯班與阿奇. 3, 一樣不一樣(日文版) 朱顏作; 黃志民繪; 大山雅文, 呂碧華譯 精裝 2

9789579414609 魯班與阿奇. 3, 一樣不一樣(英文版) Ju-Yarn Tsai作; Chuh-Ming Huang繪; Yi-Hui Su, Christopher Heise譯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6

佛教大毘盧遮那禪林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3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0

佛陀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2684 禪的八識 方俐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1205 佛法的實相觀 方俐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3933 樹衛時代: 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 第8屆2013~14洪文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106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論文集 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4043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曾鵬庭總編輯 第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478 兩個人.一所學校: 肯亞貧童救星詹姆士、錢韻中的牽手人生詹姆士, 錢韻中口述; 周上觀, 郭盈蘭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478 兩個人.一所學校: 肯亞貧童救星詹姆士、錢韻中的牽手人生詹姆士, 錢韻中口述; 周上觀, 郭盈蘭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485 轉動愛: 全球19位生命總統轉出希望的故事 周進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485 轉動愛: 全球19位生命總統轉出希望的故事 周進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492 翻轉星生命: 星際勇士陳冠文的潛能探索之路 張靜怡, 劉明麗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登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何創時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6511 民主觀察. 2013 鄭麗君, 羅承宗主編 平裝 1

9789868976528 參與式預算: 咱的預算咱來決定 鄭麗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535 青年勞動新藍圖 鄭麗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465 鬼魂的迴返: 臺灣國際錄像藝術展. 2014第四屆 龔卓軍, 高森信男策展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406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 2012 Tzong-Ho Bau et.al 平裝 1

9789868937413 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 王冠雄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214 非常關係2.0: 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駐廠創作專輯劉俊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9300 世界和平與團結中心藍毗尼大塔院 辜麗環等編輯; 蔡榮豐等攝影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宗南聯合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邱再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6

青平臺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4124 十字架跨越的智慧: 行走禱告者的異象 亨利.葛洛法(Henry Gruver)著; 吳幼蘭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8211 行愿史冊.2013 全球傳光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78228 行愿史冊.2012 全球傳光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8865 此路得福 林裕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8603 慈心鳳德: 阿猴媽祖論文集 陳振甫, 鄭宇伶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7219 歷史建築蔡合源宅第修復紀事 財團法人旺臺環境文化基金會, 馬康俊建築師事務所撰文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旺臺環境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聯合徵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散那福音傳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猴媽祖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歸主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氣大愛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8512 IFRSs合併財報暨個體/個別財報行業財務比率. 104年版(103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9819 發現臺灣隱形生命力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172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5 陳仲宜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189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5. 總論篇 黃自啟, 宋承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196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5. 表面處理篇 陳仲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202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5. 螺絲螺帽篇 紀翔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219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5. 水五金篇 黃自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226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5. 手工具篇 許育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233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5. 模具篇 楊瑞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14781 啟動臺灣新動能: 厚生政策白皮書 古允文, 李龍騰, 蔣本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214781 啟動臺灣新動能: 厚生政策白皮書 古允文, 李龍騰, 蔣本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0184 食品微生物檢驗之品管與圖鑑 黃錦城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110214 食品產業年鑑. 2014年 李何水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0269 食品產業年鑑. 2015年 李何水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厚生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9705 南港藝文人才增值培力計劃成果集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16862 人身保險理賠實務 王正偉等修訂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0100 一個老農夫的藝術生活: 吳連昌書畫作品集 吳連昌書畫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0507 金剛經句解便蒙(附心經句解便蒙) (清)曹良弼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498685 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高孔廉主編 第七版 平裝 1

9789579498715 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高孔廉主編 第八版 平裝 1

9789579498722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3年 平裝 1

9789579498722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3年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益生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基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3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5018 客家典範通關密碼: 高雄市客家菁英論壇. 2015 蔡幸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8235 遇見節氣樂生活: 親近田園深呼吸 張釉芳, 謝維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98235 遇見節氣樂生活: 親近田園深呼吸 張釉芳, 謝維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98242 海象防減災 邱逢琛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9307 跟著感天大帝 發揚忠孝文化: 感天大帝忠孝文化論壇活動專刊. 2013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7722 跨域控. Vol.3, 2013數位表演藝術節解碼簿 邱誌勇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64698 淨耀法師墨寶: 禪悅心生作品集. 2015 釋淨耀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化社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桃縣大園仁壽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廣藝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8243 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18, 我的學思歷程 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張炎憲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53841 陳昌蔚紀念論文集. 第七輯 舒佩琦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64574 壹伍藝蒔: 國泰世華藝術中心五十週年 國泰世華銀行典藏選輯李蕙婷, 陳育諄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0757 認識中立國 施正峰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5598 不枉此生: 潘壘回憶錄 潘壘口述; 左桂芳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4102 SNDT abstract digest. 2012 Miao-Ju Chang[編]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影資料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昌蔚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

現代學術基金會



9789868824119 SNDT abstract digest. 2013 Miao-Ju Chang[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8824126 SNDT abstract digest. 2014 Jen-Inn Chyi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9136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動物試驗分析技術應用秦咸靜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399143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小鼠族群飼育管理. I, 小鼠族群建立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8399150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小鼠族群飼育管理. II, 基因轉殖鼠與遺傳命名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8399167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小鼠族群飼育管理. III, 獸醫臨床觀察與健康監測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8399174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小鼠族群飼育管理. IV, 如何維持SPF動物房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8399181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大小鼠採血、投藥、安樂死技術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8399198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實務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1605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大小鼠組織學介紹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9457 支取能力活出豐盛生命: 如何培養基督的品格(簡體字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89654 杏壇.春秋: 陳景容八十繪畫聯展輯 劉年興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培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景容藝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9789575504359 親子聖經故事精選 鄭婉琳文; 蔣雅玲, 楊淑惠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441 敬拜: 生命終極的目標 麥約翰(John MacArthur)著; 林璟璧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28925 一條沒有走過的路 寇紹恩主講; 黃麗玟文字編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9401 活出亮麗的生命色彩 蜜雪兒.韓茉德(Michelle Mckinney Hammond)著; 陳欣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9425 認識你的獨特 瑪莉塔.李特爾(Marita Littauer)著; 戴保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9432 活出感恩的心 卡蘿.路易士(Carole Lewis)著; 穆信喻, 何明珠, 張珮幸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9524 Heaven live Xiulan Laiwang[作]; Paul Golf[譯] 平裝 1

9789866259722 永恆的承諾 亞設.因崔特(Asher Intrater)著; 戴保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9852 史上最偉大的邀請: 追求與主更親密的生活 約翰.畢維爾(John Bevere)著; 蔡淑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9968 隱密處的亮光: 單獨與神親近的祕訣 蘇鮑伯(Boy Sorge)著; 林芳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59975 天堂真的存在! 哈羅德.貝克(H.A. Baker)著; 吳美真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999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柯美玲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183000 是誰和亞伯拉罕吃午餐 亞設.因崔特(Asher lntraer)著; 柯美玲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183017 伊斯蘭的挑戰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陳凱琳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274632 腳印: 宇宙光華人教會史論著序文集 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649 宣教繽紛錄: 宣教史人物故事集 魏外揚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天聲傳播



9789577274656 為基督造橋的人: 輕鬆讀宣教故事 陳中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663 中國留學生之父: 容閎年圖譜 許小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687 溫州基督教歷史: 中國的耶路撒冷 舍禾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274694 溫州基督教歷史: 中國的耶路撒冷 舍禾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1268 箴言中的金錢智慧 榮恩.史密斯(Ron Smith)著; 鄧美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45035 出黑暗入光明: 22位視障者的生命見證(簡體字版)中華盲人福音聯合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155 火線下的宣教: 一位跨文化記者的宣教手記 羅惠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87155 火線下的宣教: 一位跨文化記者的宣教手記 羅惠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87162 天助康復奇蹟: 搶救腦死邊緣的準醫生,重返人生勝利組恩典之旅楊天助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567750 獨行奇事的上帝: 寡婦找到了丈夫 莊新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信徒佈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基督橄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基督青年使命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福音證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7458 東南亞新興市場消費者剖析 行銷與消費行為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465 國際時尚品牌進軍海外模式解析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472 Assessing the consumer insights in foot care products market in malaysia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489 從全球供應鏈趨勢看臺灣物流產業變革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496 馬來西亞餐飲市場分析 黃淑姿, 范松清, 紀仲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7328 美味的代價 周美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7335 見樹又見林. 2: 開啟孩子人生智慧的八堂系統思考課財團法人惜福文教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516923 大家學華文. 5 宋素芳作 平裝 1

9789577517180 大家學華文. 6 俞珩作 平裝 1

9789577517555 第一顆青春痘 李潼著; 良根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647 象母怨 沈石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517654 司機爺爺 何桂華著; 廖健宏繪 二版 精裝 1

9789577517661 擁抱 莊永佳文.圖 2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9813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13年報 吳台生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商業發展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惜福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103 藏鋒: 陳澄波(1895-1947)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 臺北蕭瓊瑞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09277 聖業薪傳 鼎定未來: 老前人成道五週年感恩追思袁翥鶚監修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6743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2冊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7716 南華真賞 林勝鐘作 精裝 1

9789868977723 李王齋墨痕 林勝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6157 環遊世界音樂歷險工具書 Hermia Chen總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66171 親子音樂樂園工具書 Hermia Chen總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69021 音樂學習園地 Hermia Chen總編輯 精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岡興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礎文教



9789869069045 音樂學習園地: 樂理書 Hermia Chen總編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69069 音樂學習園地: 樂理書 Hermia Chen總編輯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223 法華經展: 和平與共生的啟示 公益財團法人東洋哲學研究所著; 臺灣創價學會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131285 法華經展: 和平與共生的啟示(簡體字版) 公益財團法人東洋哲學研究所原著; 臺灣創價學會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131292 擘空.探索: 朱為白藝術創作六十年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9507 島嶼自然史詩: 林惺嶽藝術創作回顧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9514 晴嵐雅韻: 林進忠書畫墨海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9521 創價藝文. 12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9538 符號藝術: 廖修平創作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53496 喜憨兒NPO策略優勢 蘇國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902 劇無霸樂逍遙: 喜憨兒的無限可能 喜憨兒劇樂團指導老師等撰稿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3702 俗諺細推敲: 教育學觀點 何福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3719 布衣談心 何福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3740 儒家文化與現代化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喜憨兒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創價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250 成功打造防癌力,調好體質不生病! 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6000 印象安康 陳淑美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7907 書香綻放 平裝 第2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2618 白衣天使. 2: 優秀護理人員的辛勞與奉獻: 2014優秀護理人員與護理之美攝影獎表揚大會實錄暨參與心得高明見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2803 萬和宮展覽專輯 林惠敏, 周世添主編 平裝 1

9789869102827 萬和宮老二媽遶境 林惠敏, 陳立武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極忠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板橋北極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安康高中教育基金會



9789868909311 中國戰略研究先行者: 鈕先鍾先生紀念文選 鈕先鍾著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8909311 中國戰略研究先行者: 鈕先鍾先生紀念文選 鈕先鍾著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8909328 東方第一位軍事評論家: 黃震遐先生紀念文選 黃震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328 東方第一位軍事評論家: 黃震遐先生紀念文選 黃震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335 為大民主奮鬥的中共黨魂: 李慎之先生紀念文選李慎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335 為大民主奮鬥的中共黨魂: 李慎之先生紀念文選李慎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342 至誠不息的中國老報人: 潘公展先生紀念文選 潘公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342 至誠不息的中國老報人: 潘公展先生紀念文選 潘公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0459 深耕.顯真情: 羅芳現代水墨畫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1115 蝶迷.迷蝶: 浪子炎男和他的蝴蝶朋友們 劉明浩撰文.攝影 平裝 1

9789868851122 我的蝴蝶小革命 何貞青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6248 療癒傷痛: 修補受傷的關係 巴杜法尼(Martin H. Padovani)著;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勤宣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9789575815448 乾隆潮公益攝影展收藏書 平裝 1

9789575815660 臺灣百大社會創新案例 國際處, 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677 服務X科技創新力 施伶蓁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4441 體驗行銷奇幻物語 楊惠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815455 乾隆潮: 新媒體藝術展導覽專刊 平裝 1

9789575815646 2025臺灣產業新願景企業個案集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882 臺灣巨型企業驅動民生經濟關聯性研究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05 兩岸電商平臺競合形勢展望研究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12 標竿競爭國家創新前瞻政策分析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29 2025宏觀趨勢發展觀測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36 2025臺灣產業發展願景與策略. 2014年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43 以聯想為例看中國大陸廠商對臺灣產業之競爭與威脅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50 面對製造業的轉折點: 提升製造業競爭力的技術選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67 工藝達人典範傳承與產業競爭力研究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74 2025臺灣產業新願景企業個案集. 3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018 巨量資料發展趨勢與垂直市場應用案例 資訊應用研究團隊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025 智慧家庭發展趨勢與應用案例分析 古亞薇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732 讓妳家男人不再已讀不回: 面對他,這樣「聽」「說」最有效瑞克.強森著; 徐詩涵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愛家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8413 我要把愛灑滿臺灣(注音版) 韓國棟等撰稿 其他 1

9789868908413 我要把愛灑滿臺灣(注音版) 韓國棟等撰稿 其他 1

9789868908420 我要把愛灑滿臺灣 韓國棟等撰稿 其他 1

9789868908420 我要把愛灑滿臺灣 韓國棟等撰稿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6463 蹄部健康: 牛蹄健康管理的實用指南 Jan Hulsen原著; 孫豫芬, 陳世平譯 平裝 1

9789869076470 豬AI精液的附加價值 金悅祖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0641 <>暨臺灣2012最佳稅法判決 黃茂榮等作; 葛克昌, 劉劍文, 吳德豐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10658 公司治理趨勢與最佳實務: 掌握公司治理趨勢,提昇企業價值張明輝作 平裝 1

9789868710689 核實課徵、實價課稅與推計課稅暨臺灣2013最佳稅法判決黃茂榮等作; 葛克昌, 湯貢亮, 吳德豐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10696 企業併購策略與最佳實務 吳德豐等作; 游明德總編審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14219 兩岸遺產及贈與稅之建制與改革暨2014臺灣最佳稅法判決黃茂榮等作; 葛克昌, 陳少英, 吳德豐主編 平裝 1

9789869114233 兩岸智慧財產權法 蔡朝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71279 三十五佛名禮懺文: 圖本 洪朝吉編著 平裝 1

9789869148306 愛寵物寶貝100分的祕訣 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編輯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智敏慧華基金會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農業科技研究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3718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英文、俄文、阿拉伯文、法文、中文)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732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V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 1st.ed 平裝 1

9789866443749 心靈環保(簡體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756 祈願.發願.還願(簡體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763 人間淨土(簡體字版) 聖嚴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6443770 樂活紓壓禪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770 樂活紓壓禪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787 今生與師父有約 謝水庸等講者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443787 今生與師父有約 謝水庸等講者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015 在家五戒八戒學處 育因法師編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3453 念佛要訣合輯 (清)古崑等輯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460 大智度論綱要 孫劍鋒編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491 皆大歡喜(第一-四集合訂本) 無母居士(苦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507 信佛必須如法學法 三力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514 大乘止觀法門啟蒙 普行法師著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中市慈光圖書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4662 臺北好藝術年報. 2012 劉維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414693 葡萄牙電影 臺北電影節統籌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7502 臺北電影節. 2015第十七屆: 節目特刊 臺北電影節籌備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7451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1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7101 後人類慾望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7101 後人類慾望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7125 風險社會: 個體化的德國當代藝術新世代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7156 門外家園: 荒蕪的邊緣: 黃步青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7163 歡迎來我家: 蓋瑞.貝斯曼 石瑞仁總編輯; 黃亮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7163 歡迎來我家: 蓋瑞.貝斯曼 石瑞仁總編輯; 黃亮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7187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3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7194 Pulima藝術獎. 第二屆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2545 臺北藝術進駐. 2013 黃文彥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送存冊數共計：5

北市文化基金會



9789869092265 浸泡在聖靈的洗: 如瀑布般的聖靈之洗 葉光明作; 劉如菁譯 平裝 1

9789869092265 浸泡在聖靈的洗: 如瀑布般的聖靈之洗 葉光明作; 劉如菁譯 平裝 1

9789869092272 收割在即: 起來!跨出收割的步伐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葉嬋芬譯 平裝 1

9789869092272 收割在即: 起來!跨出收割的步伐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葉嬋芬譯 平裝 1

9789869092289 最後審判: 為一生所行的交賬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劉如菁譯 平裝 1

9789869092289 最後審判: 為一生所行的交賬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劉如菁譯 平裝 1

9789869092296 作光作鹽: 產生永不止息的影響力 葉光明作 平裝 1

9789869092296 作光作鹽: 產生永不止息的影響力 葉光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3490 愛.傳承 王進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8244 快樂一生孝: 生命迴旋曲 陳櫻慧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106 天天的烏雲 陳立容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2741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快樂一生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978986904275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5027 道教與民間宗教神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亞太保生文化祭. 2011趙欽桂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725034 <>研究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保生文化祭. 2014 趙欽桂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725041 道教與民間宗教神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保生文化祭. 2013趙欽桂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8066 醫病互動全紀錄: 漫畫選集 鄭信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28073 植牙醫學辭典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暨牙科校友總會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0520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二十三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790537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二十四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01212 吳錦順詩文作品集 吳錦順, 林翠鳳合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彰邑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美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醫學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維他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保安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56768 小小藝術家: 藝術賞析手冊 郭玲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5958 I love flomo 唐雅慧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7910 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14 楊聰財, 胡海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7927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年報. 2014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7344 帶我去看棒球 艾倫.梅雄(Aaron Meshon)作; 游冉琪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3412 尊嚴 徹聖上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93429 立憲立命 徹聖上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93436 花菓分享 陳孟娟, 陳熊辰, 陳建逢講述; 徹聖文化基金會編輯小組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福祿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徹聖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富樂夢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神健康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2518 佳山瑰寶: 北投文物館三十周年專刊(中英對照) 李莎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3104 構圖.臺灣: 視覺藝術創作徵件入圍作品集. 2014 張凱廸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6739 寫.意: 具象、抽象,隱性、顯性的對話: 梁君午畫冊洪兆宣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76746 華閱臻賞 胡永炎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3207 接軌國際,深化民主: 中華民國施行聯合國兩權利公約的意義蘇宏達, 陳淳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3214 大陸臺商權益保障研討會論文集 平裝 1

9789869023221 承諾與行動: 落實CEDAW終結性別暴力 王珮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3238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13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編 平裝 1

9789869023245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蘇彩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3269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14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編 平裝 1

9789869023276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1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文創平臺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民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



9789869220408 金山ㄨˇㄍㄠˋㄏㄜˋ: 清水溼地小白鶴的故事邱銘源, 胡妙芬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0847 國土基盤整備與國家永續發展論文成果彙輯 李健全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8800854 臺灣經濟的轉型與自主發展論文成果彙輯 黃營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00854 臺灣經濟的轉型與自主發展論文成果彙輯 黃營彬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3295 王作榮教授與國家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臺大經濟硏究學術基金會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301 產業創新條例對我國金融業之影響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417 消費信用法規與實務 林芳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455 金融人員消費者貸款必修12堂課 黃景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707 信用狀審查單據暨拒付案的處理: UCP、ISBP實務應用陳達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745 中小企業財會贏戰手冊-經營懂財務，少走冤枉路侯秉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752 中小企業主對財務會計應有之認識 黃秀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851 臺灣中央銀行的發展、政策與職能 許嘉棟, 許振明, 吳中書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868 兩岸金融關鍵議題研討會. 2014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875 債權委外催收法規及實務 金融機構債權委外催收法規及實務編輯委員會著增修訂四版 平裝 2

9789865943899 全球金融投資大棋局 呂忠達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905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林崇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929 關鍵大未來: 臺灣金融十大新趨勢. 2015-2025 陳泰隆, 張榮豐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936 信託稅法與實例解析 封昌宏, 王志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943 簡易小六法 司法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950 基礎資產鑑價理論與實務入門 張世宗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9789865943967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余適安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974 七大利基市場繪商機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43998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編輯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七版 平裝 2

9789863990017 銀行內控與內稽: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陳盈良編 增修訂五版 平裝 2

9789863990000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法規輯要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法規輯要編輯委員會主編增修訂七版 平裝 2

9789863990024 我國金融業營運趨勢展望問卷調查. 2015 鄭貞茂主編 初版 其他 2

9789863990031 臺灣保險市場發展、監理與評論 張士傑著 增修訂二版 精裝 2

9789863990048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陳賢芬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055 公共風險管理: ERM架構 宋明哲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3990062 金融小法典: 證券期貨保險 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079 私人銀行與高資產顧問的第一本書. 私人銀行基礎篇林玲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086 臺灣銀行產業展望調查暨競爭力報告 鄭貞茂,王儷容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093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Bank Internal Control and Audit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增修訂三版 平裝 2

9789863990109 風險管理: 制度與實務 陳錦村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116 實用企業融資規劃策略 陳石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123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130 銀行合併面面觀 呂子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147 進出口貿易與押匯實務疑難問題解析. 參篇 葉清宗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2

9789863990154 權證好好玩. 2: 權面出擊 王衡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8377905 信託法規輯要 信託法規輯要編撰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578377912 信託法制與實務 信託法制與實務編撰委員會 初版 平裝 2

9789572028926 金融監理與金融檢查實務 胡鐸清編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2

9789867506191 金融服務及產品的原理 蔣宛如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7506214 信託實務 信託實務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二版 平裝 2

9789867506221 信託法制 信託法制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二版 平裝 2

9789867506276 理財工具及其應用 理財工具及其應用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四版 平裝 2

9789867506306 理財規劃實務 理財規劃實務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四版 平裝 2

9789867506313 國際標準銀行實務: 跟單信用狀項下單據之審查ICC Publishing S.A原著; 陳達景譯 修正版 平裝 2



9789867506382 進口外匯業務 進口外匯業務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六版 平裝 2

9789867506399 出口外匯業務 出口外匯業務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六版 平裝 2

9789867506405 國外匯兌業務 國外匯兌業務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六版 平裝 2

9789867506412 信託實務 信託實務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三版 平裝 2

9789867506429 信託法制 信託法制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三版 平裝 2

9789867506436 銀行授信法規輯要 銀行授信法規輯要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七版 平裝 2

9789867506443 銀行授信實務概要 銀行授信實務概要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七版 平裝 2

9789867506467 理財規劃實務 理財規劃實務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五版 平裝 2

9789867506474 理財工具及其應用 理財工具及其應用編撰委員會主編 增修訂五版 平裝 2

9789867506610 水之美攝影集 初版 精裝 1

9789867506627 不良債權之處理 鄭在龍.洪銀珠著;程哲國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896453 企業信用分析 Blaise Ganguin, John Bilardello著; 陳冠宇, 楊佳寧, 蔡嘉倩合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6370175 金融機構稽核相關法規彙編 金融機構稽核相關法規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著 增修訂七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0986 新港奉天宮國際媽祖文化節成果專輯. 2014 劉家豪等文字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0727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認可資格講習培訓教材. 第一篇, 共同科目陳盈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0734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認可資格講習培訓教材. 第二篇, 防火避難設施類陳盈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0741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認可資格講習培訓教材. 第三篇, 設備安全類陳盈月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香蕉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113

嘉縣新港奉天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17117 臺灣的香蕉 蔡雲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3405 臺灣社會第1號隱形殺手: 生活習慣病的認識與預防劉輝雄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1139 第一次非暴力抗爭就上手(中英對照版) 吉恩.夏普著; 謝易宏翻譯 平裝 1

9789868921146 第一次非暴力抗爭就上手 吉恩.夏普著; 謝易宏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523 加爾文神學初探 劉錦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701 靈程指引 莫林諾(Miguel de Molinos)著; 陳美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31206 教會領袖栽培: 長老教會增長永續經營之鑰 莊德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101 信仰的異同與合一: 教義、教派、禮儀 伊布.坎普丹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德生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健康促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901 德生長老教會50週年紀念特刊: 德生街上的神蹟謝明勳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1745 設計總動員 浩漢設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33399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官曉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930859 為臺灣大未來活化創新能耐 王睦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62688 照我本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701 聖經恢復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舊約經文譯; 李常受新約經文主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1662749 召會的治理與聖徒的成全(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817 生命樹與善惡樹的異象(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831 真理辯證: 認識全能神教會異端(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909 國度子民的生活與法則(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916 神對召會的計畫(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



9789861662923 從神的創造看神的心願與目的(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985 從人的墮落看神的救法(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012 一個新人的時代(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036 兒童詩歌: 中英對照(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050 六位馬利亞(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067 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經歷看神的選召(簡體字版)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159 人人盡功用使召會得擴增 李常受著 平裝 1

9789861663166 救恩: 神完全的救恩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173 三一神與基督的身位和工作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180 福音的普及與召會的治理 李常受著者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210 從出埃及記看神的救贖與神居所的建造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234 傳福音的原則與實行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241 召會的信仰、見證與立場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258 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265 主的恢復之基本項目與結果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6945 臺灣ISP年鑑. 2014年 呂愛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7253 中國大陸營業秘密保護機制及執法研究: 實務觀點陳桂恒, 劉江彬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7700 當代的瘋狂與崩毀: 王俊傑作品<>創作論述 王俊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4223 寫給年輕人的12個幸福方程式 高永謀作 平裝 1

9789868914230 生活的美好與小確幸 王秀卿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124 溪邊花生什麼樹: 鹽水溪一百八十天走跳日記 林邵璚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024 紅玉米之歌: 瘂弦詩作展演選讀本 陳義芝, 何寄澎, 唐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5085 聽力教材 林宏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7514 李友邦鶼鰈俠侶: 峰火情緣 簡秋燕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震怡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谷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4116 如如實相印: 拾得法師書畫陶印集 釋如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4502 柱子醫生: 你認識柱子醫生嗎？ 劉蘇雄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15604 全民英檢中級一本通 師德出版部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6915642 國中英語會考模擬試題 詹麗馨, 李欣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15666 教學心旅程: 教師自我成長的11道心法 Jeffrey A. Kottler, Ellen Kottler作; 張馨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15673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一本通 杜哲宏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2964 觀光學總論 Charles R. Goeldner, J.R. Brent Ritchie著; 吳英偉, 陳慧玲審譯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335 大專英文檢定模擬測驗 廖本瑞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桂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秝赫健康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風佛藝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71684 12堂越南語必修課程: 陳凰鳳越南語教學 陳凰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691 太神奇了!MEGA日語輕鬆學 <>兆豐語言學習與旅遊諮詢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707 12堂泰語實用會話 張君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7026 步步驚心 桐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40459 球鞋狂潮:夢幻限量款必收500 U-Dox著; 李嘉琪, 王上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565 寶寶的照片整理術: 再忙也能做到的超簡單育兒日誌Em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589 停滯的帝國: 一次高傲的相遇,200年世界霸權的消長阿朗.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著; 王國卿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596 文具手帖. Season 8, 插畫家筆下的色彩人生 Hally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602 Weck玻璃罐料理 許凱倫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633 一次備齊!0-3歲寶寶副食品+媽媽產後瘦身餐: 144道營養、簡便易保存的蔬果汁+點心+離乳食譜柳漢娜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640 (看漫畫,學日語)社長祕書琴葉教你商用敬語這樣說絕不失禮: 20種情境、200個例句,輕鬆學會連日本人都讚不絕口的正確敬語山岸弘子監修; 中村豐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657 跟著北歐人去野餐: 55道沙拉x小餐盒x甜點,打造幸福派對小食光邱淑瑜, 汪傲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664 床上: 心理醫師才懂的誘惑性愛心理學 凱文.李曼(Kevin Lerman)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40671 沒人敢說的戰爭史: 袁騰飛犀利話二戰(1937-1945年)袁騰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40688 運動改造大腦: IQ和EQ大進步的關鍵 約翰.瑞提(John J. Ratey), 艾瑞克.海格曼(Eric Hagerman)著; 謝維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0695 教出好兒子 史提夫.畢度夫(Steve Biddulph)作; 王聖棻, 魏婉琪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0725 超簡單!花草植物拿筆就能畫 艾嘉特.耶維曼(Agathe Haevermans)著; 劉美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732 oookickooo時尚穿搭手繪筆記 菊地溫子著;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749 克里斯多插畫森林 克里斯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763 教出孩子的行動力: 11種執行力訓練,輕鬆搞定聰明又散漫的孩子(1-13歲適用)佩格.道森(Peg Dawson), 理查.奎爾(Richard Guare)著; 謝維玲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野人文化



9789863840824 那片星空那片海 桐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8275 淨土宗特色述義 慧淨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8478 金融創新與企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與議程手冊. 2013崑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8881 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期 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8966 山口十一 何炳輝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81842 Fun Baseball!瘋棒球: 輕鬆看懂美國大聯盟 王名楷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972 Tourism essentials Lucy Becker, Carol Frain[編] 其他 1

9789863182467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 2, 2201-4400 Judy Majewski, 葉立萱編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財金系



9789863183389 旅遊日語自由行(彩圖版) 葉平亭, 田中綾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83396 高校日本語 吉田早季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549 Step Into Target Reading: Smart Ways to Build Comprehension. 1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 Laura Phelp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556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2(文法攻略+50回文法模擬題)雙書版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3587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1(文法攻略+50回文法模擬題)雙書版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3600 中西節慶文化英語 Pei-Chin Hsieh, Owain Mckimm作; Gina Wang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617 一次學會KK音標: 融合字母拼讀雙效學習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624 English for Tourism and Restaurants. Book 1 Frank Levin, Peg Tinsley[編] 2st ed 其他 1

9789863183693 野外求生超級手冊: 實境影片與圖片示範 金鐘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3709 小王子奇幻旅行札記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Antoine Saint-Exupery)作; 李思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2612 大學轉學英文試題詳解. 95-103 黃浩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12629 國文分類彙整暨各校試題詳解 李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2636 大學轉學考物理試題解析. 93-103年度 劉宗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2643 微積分轉學考歷屆試題. 88-103年 王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12667 張晉化學完全攻略. 2015年 張晉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62933 四川丫頭、江蘇媳婦、臺灣奶奶 劉愛理著 平裝 1

9789572862933 四川丫頭、江蘇媳婦、臺灣奶奶 劉愛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假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偉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7993 公民抗命與家庭教會 余杰, 王志勇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324544 新日檢決勝字彙: N1單語 旺文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551 老師SOS,這句話英文怎麼說?: 240組最流行、最道地的熱門用語黃玟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568 聽,英國人在說話: THE RED BOOK英式英語實境秀小川直樹, 川合亮平著; 米山明日香協同編著; 葉韋利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575 新日檢決勝字彙: N1漢字 旺文社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582 聽,英國人在說話: THE BLUE BOOK英式英語實境秀米山明日香, 川合亮平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599 提升英語溝通能力,95%的場合都能靈活應對 濱田伊織著; 劉華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605 日本語會話上手: 這種時候、那個場合,日本人怎麼說?岩田夏穗, 初鹿野阿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612 TOEFL iBT托福破百高手: 高頻字彙 內宮慶一, 西部有司作; 劉華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629 TOEFL iBT托福破百高手: 應考對策 トレント信子, Scott Trent, 米原幸大著; 賴祈昌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636 進級的文法: 翻譯文法實戰練習 大島櫻子著; 鄭佩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643 TOEFL iBT字彙紅寶書 俞敏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650 看場合說英語: 正式X非正式的10種說法 白安竹(Andrew E. Bennett)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667 空服員應試英文 陸文玲作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5005 徠卡攝影美學: 理論與實踐 Erwin Puts作, 張家弘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眾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徠卡人攝影工房



9789866091179 是起點,也是終點: <>釋論 堪千昆秋佳稱仁波切作; 陌地生佛學社, 陳金鈴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193 藏密氣功 噶千仁波切(Garchen Rinpoche)著; 羅鐸仁謙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209 崇高之心: 由內而外改變世界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作; 恩竹次仁布卡, 丹確黛安娜芬尼根博士英譯; 施心慧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230 恰美山居法 噶瑪恰美仁波切作; 張福成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6091247 醒了就好: 擁抱真愛的14段旅程 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作; 艾瑞克.史旺森(Eric Swanson); 林瑞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278 金剛亥母實修法 確戒仁波切作; 堪布羅卓丹傑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091308 我心即是白度母: 「白度母」實修法 噶千仁波切根本頌; 霍博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315 虔敬就是大手印: <>實修教導 第八世噶瑪巴米覺多傑原作; 恰美仁波切論釋;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 喇嘛耶謝江措英譯; 金吉祥女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322 第一護法: 瑪哈嘎拉: <>實修教導 確戒仁波切作; 堪布羅卓丹傑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339 彌陀天法: 阿彌陀佛極樂淨土實修指導 第一世明就多傑仁波切心意伏藏.記述; 噶瑪恰美仁波切儀軌編纂; 堪布卡塔仁波切儀軌釋義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346 恰美山居法 噶瑪恰美仁波切作; 張福成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6091353 深藏的幸福: 回憶第十六世大寶法王 諾瑪.李維(Norma Levine)編著; 妙悅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360 吉祥如意每一天：大寶法王口訣日曆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377 藏密臨終寶典：藏傳佛教30則還陽實證暨投生淨土指南東杜法王作; 金吉祥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384 覺醒一瞬間: 大圓滿心性禪修指引 措尼仁波切(Tsonyi Rinpoche)著; 連德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391 全心供養的美味: 78道「諸佛歡喜，有情也歡喜」的心饗善供陳宥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407 妙法抄經本: 心經.三十五佛懺悔文.拔濟苦難陀羅尼經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棣書寫經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91414 別上鉤!: 轉「怒火」為「清涼」的6堂課 佩瑪.丘卓(Pema Chödrön)作; 蔣巴.丘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421 中陰與破瓦: 「關鍵時刻,超越生死」的藏傳大法噶千仁波切作; 霍博雅, 張昆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438 活哲學：12位大師的「生命復甦術」 朱爾斯伊凡斯(Jules Evans)著; 呂家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452 醒了就好: 擁抱真愛的14段旅程 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作; 林瑞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1469 幻輪瑜伽: 無瑕寶鏡: 毗盧遮那所著<>釋論 毗盧遮那大師作; 南開諾布法王釋論; 歌者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8979 人生難得一忘,放下就自在: 減輕心靈負擔,活出淡定人生蔣譜成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986 你什麼時候懂得惜福,什麼時候開始幸福: 用心尋找幸福、發現美好的生活法則胡凱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曼尼文化事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4405 從豔史到性史: 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許維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4405 從豔史到性史: 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許維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042 中大百年. 科學篇 李光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059 中大百年. 人文篇 楊祖漢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066 勞基法對臺灣勞動市場運作的影響 李誠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351743 二十一世紀當代儒學論文集. I, 儒學之國際展望杜維明等作; 李瑞全, 楊祖漢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7706 國立中壢高商慶祝創校六十週年美術作品專輯 國立中壢高商文教基金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40666 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 白石一文作; 陳明姿, 王憶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1090 鬥芳華 十二弦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41526 和諧人生 林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1960 愛的69種玩法. III, 微醺 海倫娜.佩姬(Helena S. Paige)著;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977 陌生的引力 林良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壢高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



9789863441991 豐富人生 林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004 小方舟 林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011 現代爸爸 林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028 月光下織錦 林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035 鄉情 林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066 小太陽 林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42080 七年之夜 丁柚井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165 野武士,一路向西!: 從東京散步到大阪,兩年間的隨興遠征。久住昌之原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172 單向度的人: 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 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作; 劉繼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189 寂寞太近,而你太遠 肆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196 病玫瑰 理查.巴奈特(Richard Barnett)著; 郭騰傑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42202 喵叫你來,還不小跑步!: 豆豆貓的馭奴日記. 1 貓蒔(ねこまき)著; 鄭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219 散文類: 新時代「力與美」最佳散文課讀本 黃錦樹, 高嘉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226 南方六帖: 王美霞的裡臺南生命書寫 王美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233 強尼上戰場 道爾頓.杜倫波(Dalton Trumbo)著; 楊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257 溫柔的復仇: 奧比.薩克思的創痛與重生日記 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作; 堯嘉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264 很慢的果子: 閱讀與文學批評 陳芳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271 布洛斯基與夥伴們: 中國早期電影的跨國歷史 廖金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288 古書比孩子重要 鹿島茂原作;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295 丹麥女孩 大衛.埃博雪夫(David Ebershoff)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301 英語符號趣味學: 有了電話才有#,有了電腦才有──,＠原來是從打字機上被選中!凱斯.休斯頓(Keith Houston)著; 林佩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318 南海: 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比爾.海頓(Bill Hayton)著; 林添貴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325 我們最幸福: 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著; 黃煜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332 赤腳醫生 范小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349 女兒的道歉信 向田邦子原作;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356 喵找你玩,還不就定位!: 豆豆貓的馭奴日記. 2 貓蒔ねこまき著; 鄭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363 讓黑色的眼睛發出自己的光: 謝錦開啟小說魂的心法謝錦桂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370 京都圖書館紀行 玄光社編輯部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394 飄 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 Mitchell)著; 龐元媛, 林曉欽, 黃鴻硯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2400 飄 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 Mitchell)著; 龐元媛, 林曉欽, 黃鴻硯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2417 作弊飲食瘦身法: 每天10份「作弊食物」＋無限量「必吃食物」,讓你自由選、自由配,輕鬆瘦更多!潔姬.威克斯(Jackie Wicks)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424 廣告表示: ______。: 從日本時代的廣告看見臺灣商業現代化陳柔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431 世界情愛大全: 「歡愉」、「偏頗的愛」與「禁忌」的樂園桐生操原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448 單車失竊記 吳明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455 老字號與活水: 二十個在傳承中最重要的小事 蔡怡芬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462 初戀料理教室 藤野惠美作; 楊雨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486 泰王的新衣: 從神話到紅衫軍,泰國王室不可說的秘密安德魯.麥格里高.馬歇爾(Andrew MacGregor Marshall)著; 譚天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493 斷裂的年代: 二十世紀的文化與社會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 王芷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509 瑪拉重生 蜜雪兒.霍德金(Michelle Hodkin)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516 慢吞小姐的倫敦插畫生活 許匡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42523 編辭典 飯間浩明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530 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 不要從頭開始寫、從別人對話偷靈感,卜洛克的小說寫作課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傅凱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547 摩天大樓 陳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554 絲路新史 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著; 許雅惠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561 朱鴒書 李永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585 天堂的律師 詹姆斯.金莫二世(James Kimmel Jr.)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592 向田邦子的情書 向田和子原作; 張秋明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2608 靈長類人科動物圖鑑 向田邦子原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615 房間 楊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622 莎士比亞的小酒館: 從六百年的小酒館看英國歷史彼得.布朗(Pete Brown)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639 2049百年馬拉松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作; 林添貴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653 介入的旁觀者 阿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660 躲貓貓 劉思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8

啟示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70980 與情緒和解: 在衝突中做出明智選擇,維持和諧的關係麗莎.特克斯特(Lysa TerKeurst)作; 蔡世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70997 耶穌憑什麼: 為什麼認識耶穌就能改變生命? 猶達.史密斯(Judah Smith)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305 走出受傷的童年：理解父母，在傷心與怨恨中找到自由蕾斯莉.費爾茲(Leslie Leyland Fields), 吉兒.哈伯德(Jill Hubbard)作; 莊素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312 做對選擇,讓生活變輕盈: 別讓他人的要求支配你,找回自己的空間與自由麗莎.特克斯特(Lysa TerKeurst)作; 陳淑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37657 完全培訓手冊 羅亦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01759 1920-1945年的思想：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 張修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759 1920-1945年的思想：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 張修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766 雅美族的鳥類文化 王桂清, 鄭漢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766 雅美族的鳥類文化 王桂清, 鄭漢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773 全球化時空、身體、記憶: 臺灣新電影及其影響張靄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773 全球化時空、身體、記憶: 臺灣新電影及其影響張靄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46 細說屏中 李良末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本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屏東高中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麥巨卡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4422 男孩們的童話故事集 Peter Cashorali著; 景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552 69: 慾見 ㄚ莫蝸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569 耳朵: 唐辛子短篇小說集 唐辛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576 波斯少年 瑪麗.瑞瑙特(Mary Renault)著; 鄭遠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606 情慾列車 季安揚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6513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 謝小芩, 方天賜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162 清華因緣: 學思行旅、口述青春紀事 王震邦採訪撰稿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928 同學會之後: 我們一起寫書 彰女校友作者群初中55級,高中58級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840935 紅樓之美 林理俐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102 臺中二中72期青橄欖: 青澀敢言 陳建良主編 平裝 1

9789869070119 臺中二中73期青橄欖 王品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彰化女中全國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二中青橄欖校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清大出版社



9789863500759 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 上 洪德欽等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766 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 下 謝國廉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0773 帝国日本の教育総力戦: 植民地の「国民学校」制度と初等義務教育政策の研究林琪禎著 精裝 1

9789863500780 中國近世的思想典範 伊東貴之著; 楊際開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797 公共衛生學 石曜堂等作; 王榮德總編輯 修訂五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3500810 公共衛生學 石曜堂等作; 王榮德總編輯 修訂五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3500803 公共衛生學 石曜堂等作; 王榮德總編輯 修訂五版 平裝 中冊 2

9789863500834 天閒老人 獨立性易全集 徐興慶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500834 天閒老人 獨立性易全集 徐興慶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500858 揚雄的範式研究: 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馮樹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865 統計與生活 劉仁沛等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0889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 張亞中等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902 大觀紅樓. 母神卷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919 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 宋元明清編 李隆獻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3229 山社五十年 紀春興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529404 紅樓夢 曹雪芹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503 維基之道: 協同與創造性學習 Michele Notari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019 中國詩歌諷諭傳統: 兼論唐代新樂府 朱我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026 樂耕師大.大師耘集: 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 師大教學發展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026 樂耕師大.大師耘集: 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 師大教學發展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4

臺大登山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305 中韓國際藝術書交流展. 2015 張雅芳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74305 中韓國際藝術書交流展. 2015 張雅芳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74305 中韓國際藝術書交流展. 2015 張雅芳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708 奇藝童蒙. 2014: G1蒙古兒童藝術與人權教育營成果冊葛傳宇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8506 游移的平衡 配.角: 方柏欽實用陶瓷創作 老高美專業設計印刷, 方柏欽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6718 千年世界盃漫畫劇本 陳弘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307 法斯的圖文 法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弘耀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這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藝大國際紅豆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陶加藝術創作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藝大校友總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973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曹銳勤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5982973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曹銳勤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256 農村策略場 畢光建, 黃瑞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874 村上春樹におけるメディウム. 20世紀篇 森正人監修; 小森陽一, 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881 村上春樹におけるメディウム. 21世紀篇 森正人監修; 小森陽一, 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911 大三那年,我不在臺灣 吳錫德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867 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第十屆李月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982867 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第十屆李月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898 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實錄. 103學年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品保處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出版中心



9789865982942 探索建築思考的微光: 臺灣當代建築及建築教育論述文集宋立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98719 哥本哈根的貓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著; 凱希.沙羅(Casey Sorrow)繪; 莊璐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733 我餐桌上的書: 25部經典文學的美味人生 鄭恩芝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955 只需在晚上進行的美容斷食: 三週重現自然美白肌!宮本洋子著; 翁瑋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962 亞斯伯格症實用指南 東尼.艾伍德(Tony Attwood)著; 何善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979 這輩子總要冒險一次!: 挑戰52場馬拉松的追夢人生崔斯坦.米勒(Tristan Miller)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986 你的自然醫藥櫃: 居家無毒藥物實用手冊 布爾克.雷尼罕(Burke Lennihan)著; 周佳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993 二十一世紀的烏托邦: 17個實踐美好生活型態的新選擇馬克.恩格哈德(Marc Engelhardt)主編; 張筠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09 從零開始的都市狩獵採集生活 坂口恭平著; 陳正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16 預約人生下半場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54 時尚色繪: 小奢侈、小確幸的著色畫 韓惠英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7131 波娃戀人 依蘭.凡(Irene Frain)作; 陳羚芝, 李沅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1443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李瑞烈老師口述; 周安全撰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現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祥光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2253 健行藝廊展覽作品專輯. 第1輯 蕭麗綾主編 平裝 1

9789866212314 健行藝廊展覽作品專輯 蕭麗綾總編輯 平裝 第2輯 1

9789866212352 情貞義深: 劉素貞彩墨作品集 劉家彰主編 平裝 1

9789866212376 綠建築素養推廣教材 宋國城, 林明良作 平裝 1

9789866212437 健行藝廊展作品專輯. 第3輯 蕭麗綾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2420 智慧城市與檢測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廖裕評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2291 模具材料熱處理 黃世欣, 王阿成, 黃宜倫合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38504 米紐慶的家族治療百寶袋 薩爾瓦多.米紐慶(Salvador Minuchin), 麥克.瑞特(Michael D. Reiter), 夏曼.博達(Charmaine Borda)合著; 張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511 愛與自由: 家族治療大師瑪莉亞.葛莫莉傳 瑪莉亞.葛莫莉(Maria Gomori)著; 易之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8528 幸福的熟年音樂養生書 李明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938535 關係取向心理諮商的架構: 理論與實務 陳婉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542 來自天地的感動 約瑟夫.柯內爾(Joseph Bharat Cornell)著; 張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559 西藏生死書 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著; 鄭振煌譯 四版 其他 1

9789576938566 孩子,我學著愛你,也愛自己 黃心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573 要玩就要玩大的: 起司班學習成長故事 劉遵恕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科大機械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805 實質課稅原則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2435 溫米與玩具兵 氣泡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42 爸媽請用正確的態度打造孩子的末來 蔣佑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59 因為看淡,所以幸福: 100則心靈溫馨小品 葉儀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66 旗魚王 溫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73 生物有意思: 原來指甲是死掉的細胞 程杰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80 生活簡簡單單,幸福平平淡淡 葉儀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510 適度捨棄,做生活中的智者 王佳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527 地理有意思: 沙漠為什麼哭泣 阿摩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534 幸運寵物蛋 滾雪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6449 國際技術潛水:認識高氧學生手冊: 使用氧含量40%的高氧混合氣體進行休閒潛水方景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26440 這一秒開始,我愛你 Sunry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捷你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育文化



9789862726709 上臺的技術 王永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16 考典. 2, 國考 公職 銀行 各類證照 國營事業 研究所必勝全攻略陳膺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54 然後你還在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08 頂尖人才的街頭思考術 藤卷幸夫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707 日式教養不一樣 蔡慶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22 香氣與心靈 Robbi Zeck作; 譚詩詠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726853 過好日一定要知道的法律權利 張建鳴,莊佳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77 利馬古書商 古斯塔沃.法夫隆─帕特里奧(Gustavo Faveron-Patriau)著; 顏慧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07 下一個全球超級典範：北歐：經濟富足,人民幸福,全球跟著北歐學麥克.布斯(Michael Booth)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69 李思儀不藏私美容祕訣: 美女中醫敎你凍齡美肌不易老的健康體質李思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027 破立：跟著謝榮雅把奇想變生意，Red Dot, iF, IDEA, Good Design Award……做好設計，這只是開端而已！計,這只是開端而已!謝榮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19 金錢的真相 史帝夫.富比士(Steve Forbes)著; 吳孟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40 夏娃日記 馬克吐溫著; 溫蒂妮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57 亞當日記 馬克吐溫著; 溫蒂妮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71 用胜肽拼出300億身價: 韓國生髮權威Dr.CYJ的研發終極密碼鄭鎔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18 揉揉手的驚人療效 彭溫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25 股市憲哥教你選對好股,看懂權證,小資也能賺千萬賴憲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32 新.企業參謀: 掌握策略思考與經營的本質 大前研一著; 江裕真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727270 你愛上的 smi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300 隈研吾: 奔跑的負建築家 隈研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324 人生總有酸甜苦辣 蘇一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348 終結者: 馬里安諾.李維拉自傳 馬里安諾.李維拉, 韋恩.考菲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379 出發吧,一起來認識宗教: 從觀點、現象與體驗,揭開宗教的奇幻面紗陳淑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416 活佛老師說: 覺知,要趁早。轉念,路就寬。 巴麥欽哲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454 意念波療癒法 蔡君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461 順著節氣來塑身: 結合瑜伽、皮拉提斯、墊上運動的養生健美操金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7478 凝望浮光的季節: 春雪 東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522 暗夜行路 志賀直哉作; 李永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560 新世紀福爾摩斯: 編年史 史提芬.崔伯(Steve Tribe)作; 嚴麗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7584 一美元開始的修練: 從不浪費任何一塊錢到超過三千億美元的精采人生約翰.戴維森.洛克斐勒(John Davison Rockerfeller)著; 吳慕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591 開始冥想吧! 宝彩有菜著; 李伊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14 江戶時代的生活智慧 西田知己監修; 坂野鈴子漫畫;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38 重點就要這樣記!日本東大名師公開二十年經驗法則,教你快速記錄、邏輯統整、強化記憶的驚人筆記術吉永賢一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45 正確呼吸讓你不生病 今井一彰作; 謝育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52 神說了什麼: 「與神對話」25則核心訊息,改變你的生命與這個世界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陳淑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69 舌尖上的禪滋味: 六十道精進料理食譜 吉村昇洋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76 走訪時光棧道: 南絲路 鳶尾, 劉炯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83 擦肩而過,我和你的愛情 Sunr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90 用地圖看懂臺灣經濟 張子溥, 陳毓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706 路易斯.康(Louis I. Kahn)建築師中的哲學家: 建築是深思熟慮的空間創造施植明, 劉芳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713 EFT情感療癒,找到全新的自己 林嘉瑗著述; 郭玉文撰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7720 如何打造營收上億的App 喬治.伯克斯基(George Berkowski)著; 李宜懃, 林麗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737 圖解設計思考. 2, 進擊的使用者 艾琳.路佩登(Ellen Lupton)著; 林育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744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一段在衝突中探求接納，在絕望中發現希望的異鄉生活告白莉匹克.佩勒姆(Lipika Pelham)著; 曾志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775 我的新家是鬼屋 R.L.史坦恩(R.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7782 魔血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7799 大數據時代的致勝決策: 2020年前最重要的6個關鍵策略克里斯多夫.蘇達克(Christopher Surdak)著; 林奕伶, 廖育琳譯 平裝 1

9789862727812 擺脫痠．痛．僵，恢復自癒力、找回身體舒暢感: 不吃藥、免貼布,簡單按摩、伸展、調校姿勢,身體自然好起來原幸夫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829 F 丹尼爾.凱曼(Daniel Kehlmann)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881 今天學美學了沒 賀瑞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898 創新是一種態度：翟本喬透視問題、勇於突破的思考模式和勝出策略翟本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928 愛日本2!此生必遊的10大風格小鎮 吳燕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935 不開心,當然會生病: 情緒排毒治百病 王佑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942 穿上盔甲的貓:成功亞斯教育家教你如何打造孩子的生存力蘇偉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959 都可以,就是大覺醒: 開啟你的量子智慧,打破肉身局限,踏入大開悟的華嚴世界章成, M.FAN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966 讀論語學英語: 論語中英文譯注讀本 理雅各(James Legge)英譯; 林宏濤譯注 二版 精裝 1



9789862727973 下屬不說,但主管一定要知道的50件事 濱田秀彥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980 跳脫只能二選一的矛盾思考法 黛波拉.施洛德-索勒尼耶(Deborah Schroeder-Saulnier)著; 郭恬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997 認識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從古到今的紛爭 諾亞.弗洛格(Noah Flug), 馬丁.薛伯樂(Martin Schauble)著; 王瑜君,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24 日本藥妝店全攻略指南 中川基原著; 王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31 新刊金剛經百家集註大成 朱棣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8048 酒娘心: 從眷村幸福酒釀開始 龔詠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55 愛上俄羅斯！溫馨雜貨小旅行:可愛小物X傳統工藝X風格城市，感受暖洋洋的俄羅斯風情花井景子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79 經驗出智慧 黎智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86 大驅離: 一股全球經濟導致的殘酷浪潮 莎士奇亞.薩森(Saskia Sassen)作; 謝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93 老神再在. III, 破繭而出 謝明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8109 大到不能關: 政府不敢動、法院不敢判,揭密大型財團背後的黑暗共謀布蘭登.葛雷特(Brandon L. Garrett)著; 簡美娟譯 平裝 1

9789862728116 薛西弗斯的神話 卡繆(Albert Camus)著; 沈台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147 因為你,是我奮不顧身的嚮往 Mi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161 冷暴力: 揭開日常生活中精神虐待的真相 瑪麗法蘭絲.伊里戈揚(Marie-France Hirigoyen)著; 顧淑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185 食品黑手黨: 揭露食品產業的黑心結構、食安問題連環爆的真相瑪莉塔.沃爾本(Marita Vollborn), 弗拉德.喬治斯可(Vlad D. Georgescu)著; 張淑惠, 黃秀如, 李雪媛,鄭秀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215 道德部落: 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著; 高忠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8222 厄運咕咕鐘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派特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239 古墓毒咒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為廉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246 魔鬼面具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253 美妍保養專家: 教你偷偷變美的醫美小心機 沈予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260 邏輯贏話術: 德國菁英教你在壓力下反敗為勝、創造雙贏的自信溝通法阿爾伯特.提勒(Albert Thiele)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277 居住的藝術: 雜物人生之新居住提案 Hilary Robertson著; 林育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284 找: 你的心在找什麼?問問自己的靈魂怎麼說......心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8291 看漫畫了解腦神經科學 馬泰歐.法瑞內拉(Matteo Farinella), 漢娜.羅斯(Hana Roš)著; 楊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307 經濟發展理論: 創新之父熊彼得.百年經典重譯版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著; 蕭美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8376 不只是消費: 解構產品設計美學與消費社會的心理分析沃夫岡.烏利西(Wolfgang Ullrich)著; 李昕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13 職人親授,簡單烘焙!東京超人氣點心工房「dans la nature」獨家食譜美味公開千葉奈津絵著; 林軒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20 好奇心: 生命不在於找答案,而是問問題 布萊恩.葛瑟(Brian Grazer), 查爾斯.費希曼(Charless Fishman)著; 李宜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37 東京伴手禮散步地圖 宮澤雅斯彌著; 岡山寬司攝影; 魏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44 亨利說,殺人比撒謊容易 沙夏.亞蘭果(Sascha Arango)著; 薛宇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51 職場五力成功方程式: 跨國企業高階主管教您運用心智圖思考創造百億業績陳國欽, 孫易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8024 會計學複習講義. III 陳奕如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031 商業概論總複習講義 莊宏啟,蕭煒羣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062 會計學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8079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檢術科試題解析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5868109 數學統測必勝複習講義. C 林鴻鳴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161 會資丙檢文中報表大全 陳俊宗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178 會資丙檢術科報表解析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260 丙檢會計事務學科試題練習本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376 數學C戰勝統測總複習講義 王睿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383 會計事務: 資訊項: 丙檢術科超易通 喬傑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390 會計事務: 資訊項: 丙檢術科超易通(報表大全) 喬傑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406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437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413 數學戰勝統測總複習講義. B 王睿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420 數學統測搶分祕笈. B 林鴻鳴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444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482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451 數學B類題練習簿 王睿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468 會計學. III, 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475 計算機概論高分總複習 李駿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499 會資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8

送存冊數共計：88

啟芳



9789865868505 丙檢(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908 今日企業管理 林純珠, 張順南編著 平裝 1

9789869171939 今日財務管理 林純珠, 張順南編著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7294 基礎食品微生物學 Bibek Ray, Arun Bhunia原著; 李振登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27294 基礎食品微生物學 Bibek Ray, Arun Bhunia原著; 李振登編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77369 習李改革擘商機: 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 2014年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4816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2冊 2

9789865814823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14823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14830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4冊 2

9789865814915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5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商周編輯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2

康怡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7645 初級會計 徐敏惠, 薛夙惠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676 家庭教育. 2015年版 簡志娟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683 蔬果切雕: 基礎刀工與實務應用 柯信忠, 鄭欽俊, 劉文得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867690 新護理突破. 6, 社區衛生護理學 簡欣怡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706 飲料與調酒. 2015版 吳皇珠, 黃金堂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713 臺灣在地小吃: 總鋪師祕笈大公開 陳志昇, 許文賢, 廖書逸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7843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燕等編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0053 庫泥燒文創陶采風錄 林正國等共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76897 貓頭鷹守護神. 11, 王者復歸天下 凱瑟琳.拉斯基(Kathryn Lasky)著; 古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80 為什麼老是會拖延? 張益子著; 徐函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389 白血病: 認識血液疾病診斷與治療法 檀和夫著; 陳盈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440 要講英文很簡單 Simone Li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488 狗勇士首部曲. 3, 黑暗降臨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盧相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78495 魔法昆蟲使. 6, 萬里長城的覺醒 串間美千惠著; 水向東工作室繪;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501 相信零可以成真 凱羅.M.史丹(Carl M. Sterb)著; 顏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525 心智圖閱讀術 胡雅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532 為什麼一直在瞎忙? 張益子著; 徐函筠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國胤出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星

送存冊數共計：8

啟英文化



9789861778570 鐵道的科學: 默默支援每日運行的技術 川邊謙一著; 林芳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587 生命等待逆襲的機會 福岡伸一著;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594 難教的孩子長得好: 調皮孩子教養44招 太田敏正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600 男性多重高潮 謝明德, 道格拉斯.亞伯姆斯著; 許逸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617 食材圖鑑 木村義志, 松井淳江監修; 溫欣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631 治癒你,治癒牠: 貓咪經穴按摩 石野孝, 相澤瑪娜著; 蔡昌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655 植物精油芳療活用術: 跟著芳療師一起做精油芳療.探索植物的色、香、味施愛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709 造船的技術與工藝 池田良穗著; 張沛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92 讓妳變可愛的家事 高橋由紀著; 山崎實里繪; 陳盈燕, 王昱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560 圖說版 管人36計 許可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577 攝護腺癌: 男性的隱形殺手 黃一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07 神奇的小麥胚芽 吳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14 預防疾病、元氣加倍!狗的經穴按摩: 每天五分鐘,提升愛犬的生理與心理療癒效果!石野孝, 相澤瑪娜著; 蔡昌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21 飛機上的驚奇科學課: 從機場、機艙到機窗外,航空旅途中的103個科學疑問全解答布萊恩.克雷格(Brian Clegg)著; 楊洁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38 養貓前vs.貓奴後: 養貓後才知道被喵星人洗腦的貓奴有多幸福!李俊翰主編; 林小青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45 DIY自家釀酒術 Shiba, 施愛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69 高星的復仇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76 女子論語 祐木亞子著; 林思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83 永遠享有美好的性愛!: 不論幾歲都能享受愉悅的性生活宋美玄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90 急診室SOP: 到急診室前必須知道的基本醫學常識急診女醫師其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06 忠犬小八 岩貞留美子著; 真斗繪圖;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13 超強心智圖活用術 胡雅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20 香草植物就要這樣玩: 栽培×手作×料理 黃文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37 幸福伴侶的快樂習慣 克莉絲安娜.諾思露波(Chrisanna Northrup), 貝波.史瓦茲(Pepper Schwartz), 詹姆士.威特(James Witte)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44 扭轉人生的33個哲學式提問 富増章成著; 王昱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51 圖解臺灣傳統生命禮儀 李秀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68 黑手筆記: 荒原之狼 陳秋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82 移動城市. 2, 獵食賞金 菲利普.雷夫(Philip Reeve)作;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812 黑猩猩奇奇的冒險旅行 神戶俊平著; 井上貴子繪;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829 勞勞塵緣七十載 吳崑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836 柴犬: 飼育方法、訓練技巧、照護方法一本通! 笹井利浩, 中井真澄監修;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843 里山生活基本術 大內正伸圖.文; 陳盈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850 圖解臺灣民俗節慶 李秀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867 三分鐘手繪人像畫 米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898 我的24年抗癌生涯: 我被鼓勵,我省思 蘇蔡彩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28 新北登山小旅行: 64條山海步道輕鬆行 晨星自然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35 從病懂病: 一種疾病,一種智慧 李家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83072 永久和平中立: 臺灣走向東方瑞士之路 陳秀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83089 恒久の平和.中立: 極東のスイスたる道ヘ步む台湾陳秀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83089 恒久の平和.中立: 極東のスイスたる道ヘ步む台湾陳秀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83096 A permanent peace and neutrality: Taiwan as the Switzerland of the eastShirley Chuang[編]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6803 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臺灣創意之星設計獎全國學生平面設計競賽. 第5屆孫偉哲, 王浩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51401 走過妙雲蘭若五十年: 慧理、常光妙雲弘法記 闞正宗, 陳劍鍠採訪; 釋德謙, 陳淑霞整理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望春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貫虹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6018 NEW TOEIC最新多益試題: 一次贏得990分-詳解本賴世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025 NEW TOEIC最新多益試題: 一次取得黃金證書-詳解本賴世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203 常春藤校刊. 第十三期 李姝毓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8515 婦科女醫師坐月子56天絕對完整版 陳菁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539 英文名師教你征服英文片語 強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553 微伸展,輕運動: 徹底擺脫全身痠痛麻 毛琪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560 不是權威不出書: 英文名師教你征服英文作文 李宇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577 用得到的我才學:開口就說翻開就用！生活英語會話張瑩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591 零基礎也不怕!: 七天搞定英文聽力 蔡文宜, 強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607 使賤也優雅: 歷史女A咖的愛情職場成功術 陳啟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614 零基礎也不怕!: 1000個英單搞定老外生活口語 張瑩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621 馬上開口說: 用國中英語練聽力 江正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638 開口就說翻開就用!商務英語大全 潘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645 彼得潘的奇幻夢境: 每個人禪繞心中的秘密花園吳靜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常春藤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常春藤有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2362 生命的荒唐是生命的最愛 鮑河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86 警察心.書畫情: 蔡俊章的警藝人生 戚文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93 新創聖經: 矽谷作風的最新創業指南 吾札曼.安尼士(Anis Uzzam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614616 湯顯祖與牡丹亭 黃芝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623 崑曲唱演與劇論: <>續編 顧聆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630 詩話人生: 生活中的詩詞創作 陳嘉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647 東天目山傳奇: 齊素萍居士傳 高耀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654 溫州近百年戲劇史 沈不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661 古典戲曲作家與作品論集 戴不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692 圓夢人生 黃啟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2825 我用文字追夢!你呢? 太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5475 精油經絡學 李淳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草堂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情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家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2412 申懷斌健: 書畫印小冊 野草堂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412 申懷斌健: 書畫印小冊 野草堂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2471 大海嘯 盧家宏作曲.演奏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52488 烏克城堡 龍映育著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6041 歡迎光臨紐約大蘋果遊樂園：獻給創意人的靈感城市旅行鄧晴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058 行動小廚房3: 燜燒罐的副食品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065 當然也不是都那麼OK 路嘉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072 為青春出發：馬克X瑪麗的歐遊點點點 馬克, 瑪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0645 十大名校會計學: 歷屆試題暨詳解 蕭弘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6240935 李華老師國文講義 李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6240942 十大名校英文: 歷屆試題詳解(插大轉學考) 陳偉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0959 十大名校國文 李華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陳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麥書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6848 達賴喇嘛講授入菩薩行論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述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8986855 聆聽達賴喇嘛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815 醫學新紀元: 贏戰肺癌 陳晉興, 陳亞南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1638 等速水平律動療法 簡志龍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8401 陶笛 ㄚ志 帶著陶笛與烏克麗麗去旅行樂譜 陶笛阿志編 其他 1

9789869018418 那些年陶笛與鳥克麗麗樂譜 游學志, 陳信源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96273 曾國藩的識人用人智慧 曾仕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594 情愛紅塵: 史記的生命美學 嚴定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清涼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淳康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康希望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陶笛阿志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康世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119 腎移植術後相關論文集選. 2012年 黃淳康編輯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12126 腎移植術後相關論文集選. 2012年 黃淳康編輯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12140 肝、腎暨糖尿等疾病雜輯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12157 肝、腎暨糖尿等疾病雜輯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12164 我思: 第六倫與企業倫理 黃淳康, 黃彥菁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012171 札記醫藥輯. 2012年. 一般常識篇 黃淳康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6407 札記醫藥輯. 2013年. 綜合篇 黃淳康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109 7000字彙密碼: 以字首、字根、字尾、字源、語音學完全解析7000單字藍易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7014 幸運之謎: 金 火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7021 幸運之謎: 木 火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7038 幸運之謎: 水 火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7045 幸運之謎: 火 火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7052 幸運之謎: 土 火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608 三隻小豬 習詠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習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捷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停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3561 樂活有機綠生活 張錦龍編 平裝 1

9789868773578 基隆北海岸潮間帶景觀生態手冊 張睿昇, 廖運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7107 X.A.O.C MANGA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99942 佛法生活化實證分享 王子曜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1384 少年新眼光讀經2015年1-3月: SAY YES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407 少年新眼光讀經2015年4-6月:我在這裡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414 新眼光讀經. 2015年7-9月: 信心的出路 乎乎姆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421 少年新眼光讀經. 2015年7-9月: 我不再是我的我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4421 丸玩琴進階曲集 姚舜凡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啟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唯晶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暘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基隆社區大學



9789868604438 丸玩琴進階曲集 姚舜凡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8604445 丸玩琴進階曲集 姚舜凡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8604452 丸玩琴進階曲集 姚舜凡編著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8604469 你的生命要告訴你什麼? 陳亮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4476 一條生命的道路 陳亮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201 人壽百歲 蘭香四時: 趙中令先生紀念文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2213 生活與聖經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2213 生活與聖經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815 吹角的日子: 禁食禱告預備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2822 智慧的人生: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41399 影像創作筆記. 一, 系列影像的概念、敘事與管理秦興和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莊敬書畫古藝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救世傳播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0487 葡萄園間の默想. 2, 一切在神 豐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1364 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梁哲豪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1333 企業創新與時尚美學論壇論文傑. 2012 朱紹祚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991 古騰堡的學徒 愛禮思.克莉斯蒂(Alix Christie)著;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0901 列車上的女孩 葆拉.霍金斯(Paula Hawkins)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0901 列車上的女孩 葆拉.霍金斯(Paula Hawkins)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42720 佛陀的人間佛教: 來自阿含經的真理 釋永海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842737 佛陀的人間佛教: 來自阿含經的真理 釋永海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佛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環球宣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大學健康休閒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9600 國際扶輪3510地區屏東扶輪社第3000次例會紀念特刊李明盛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74401 大學入學英語聽力訓練. 初級 張維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6037 高中化學歷屆指考試題與詳解 化學科教學研究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9444 蜂趣拼字樂. Level four 王蓉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9451 蜂趣拼字樂. Level five 王蓉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9468 蜂趣拼字樂. Level six 王蓉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12549 國際標準銀行實務: UCP600項下單據之審查 國際商會中華民國總會銀行技術實務委員會編譯; 楊安和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教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商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維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泰順書坊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扶輪3510地區屏東扶輪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05985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平本. 民國105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572805992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大本. 民國105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189002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105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427 多益普及高分教室 張秀帆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7708 史上最強圖解日語名詞 荒川洋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7890 外國人天天在用: 英語萬用會話6000 徐娜麗, 黃恩珠, 鄭燕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77913 專賣在美國的華人!英文萬用短句5000 Chris Suh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937 最強新多益解題法 金丙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944 我的第一本韓語單字課本 吳承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968 N5-N1新日檢單字大全 金星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7975 NEW TOPIK新韓檢初級文法 金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7982 把學過的文法找回來,文法真輕鬆 富岡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006 NEW TOPIK新韓檢初級解析 慶熙韓國語教育研究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013 全新全民英檢中級: 聽力&閱讀題庫解析 郭文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康德文化

崇福堂曆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9789868706682 國考作文新思路 卓平治編著 平裝 1

9789868706699 國文津梁(公文、測驗) 卓平治編著 平裝 1

9789869075503 兩岸文教事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何青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75510 兩岸文教事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徐麗芬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4916 大考國文指導線 林士敦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74978 歷史二新史鐸 游正清, 郭雨文, 汪栢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4985 UPUP歷史學測講義 高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74992 新關鍵歷史學測講義 王真, 王強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40009 百試達: 國文. 5、6(古文精修) 王文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40016 語文表達金鑰 黃文怡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440023 歷史. 3, 新史鐸 施郁凱, 陳璟綸編 平裝 1

9789864440030 歷史. 1, 新史鐸 康熹編輯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4440047 百試達基礎生物. 下 張淳琤, 鄭惠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1031 學習共同體的教學實踐與反思: 教師教學研究成果彙編. 103學年度許凱筑等作 平裝 1

9789868911031 學習共同體的教學實踐與反思: 教師教學研究成果彙編. 103學年度許凱筑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606 明示甚深道: <>前行釋論 頂果.欽哲法王(Dilgo Khyentse Rinpoche)撰; 劉婉俐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康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康橋雙語學校



9789869006606 明示甚深道: <>前行釋論 頂果.欽哲法王(Dilgo Khyentse Rinpoche)撰; 劉婉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613 醒心: 止觀瑜伽法門 文殊怙主米滂仁波切作; 敦珠貝瑪南嘉(張昆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613 醒心: 止觀瑜伽法門 文殊怙主米滂仁波切作; 敦珠貝瑪南嘉(張昆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5828 最快樂的一天 鄭哲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35 有些影子怕黑 孫得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42 附近有人笑了 黃柏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59 玻璃 鄭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66 小妖魔市 克里斯提娜.羅賽蒂(Christina Rossetti)作; 枚綠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73 隨地腐朽: 小影迷的99封情書 吳俞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80 A夢 鯨向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97 一起移動 湖南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606 太陽依舊升起 海明威著; 陳夏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795341 少年夢工場 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5358 論語雙拼: 一個家庭主婦的異類閱讀一個知識遊民的正向觀照王溢嘉, 嚴曼麗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2794 神龍與皇冠 Pisces Member等文字撰寫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9176606 神龍與皇冠 Pisces Member等文字撰寫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野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魚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逗點文創結社



9789869176613 南美短鯛: 雨林中的精靈. III 張永昌文字撰寫 精裝 1

9789869176620 第一次養角蛙就上手: 和可愛的角蛙生活 東山泰之, 森文俊文字撰寫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3814 有龍則靈 黃義雄, 吳曉媛, 吳思瑩文字編輯; 白斐嵐, 一元翻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106254 聽讀小說學日語: 星新一短篇小說選 星新一著; 長安靜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384 天堂與地獄 伊曼紐.史登威堡著; 羅金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391 N2邁向合格!新日檢考前文法總整理 劉文照, 海老原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414 泰語字母聽.說.寫:把泰語老師帶回家，31堂課看懂泰文說泰語！黃則揚Erik Hu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421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盛世教育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452 吃遍韓國!料理主廚的美食之旅 acha著; Hiramatsuo插畫;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469 菊與刀 露絲.本尼迪克特著; 呂萬和, 熊達雲, 王智新譯 初版第2刷 精裝 1

9789577106476 日本名店名人: 壽司的技法 小澤諭著; 長安靜美翻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3312 自然科學圖文寶典 好頭腦文教事業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03329 自然科學圖文寶典 好頭腦文教事業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03336 自然科學圖文寶典 好頭腦文教事業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46814 家有怪咖. I, 魔法學校的終極考驗 好頭腦企劃室編輯策劃; 葉盈孜漫畫繪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6838 家有怪咖. II, 魔法阿嬤的三項考驗 好頭腦企劃室編輯策劃; 葉盈孜漫畫繪製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通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設藝之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笛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3042 是說欣語 尤振宇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805878 蛋蛋家族 秋山匡作繪; 艾宇翻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63947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063954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063961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063978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063985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063992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630003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630010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630027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30034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30041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30058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30065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630072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晨曦文化



9789865630089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630096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0005 大華禪畫 張大華作 一版 精裝 2

9789869050005 大華禪畫 張大華作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687 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 滅絕人類的善性 托斯坦.特瑞(Torsten Trey), 朱婉琪編著; 臺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醫法小組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9832 中國漆器 郭小影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49 中國歷史名城 郭成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56 中國禪 劉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63 中國雜技 王慧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70 文房清供 茅翊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87 中國婚俗 簡潔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94 中國姓氏 上官言靈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00 中國石窟 韓慧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17 中國木偶藝術 童蕓, 孫欣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24 十二生肖 徐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31 頤和園 白薇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普力旺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博大國際文化



9789865849948 諸子百家 王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55 鼻煙壺 陳一誠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62 道教文化 劉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79 絲綢之路 方明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86 唐詩 李葳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993 風箏 李鵬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06 泥塑 宮楚涵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13 古代壁畫 簡潔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20 古代佩飾 戚琳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37 中國雕刻 孫欣, 童蕓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44 佛像藝術 梵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51 中國木文化 尚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68 中國名湖 韋茗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75 中國名泉 孟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82 中醫 嚴潔, 趙宇寧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099 中國茶藝 艾敏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105 中國結 徐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112 中國盆景 馬利琴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129 中國染織 童蕓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136 景泰藍 茅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150 宋詞 李崴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167 大運河 吳順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174 四大名著 徐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181 刺繡 童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198 北京中軸線 林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204 古代交通 王亦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211 古典建築 林正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228 古錢幣 方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2235 麵塑 宮楚涵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242 面具 孫欣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259 長城 宋存洋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266 金銀器 胥敏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273 西藏藝術 呂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280 紫砂壺 楊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297 竹木牙角器 朱穆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303 皮影 童蕓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310 漢字 師妏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327 民間戲曲 張光奇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334 中國繪畫流派圖鑒 王鵬, 黎家多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341 名窯名瓷圖鑒 江寧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372 瓷器釉彩圖鑒 悅然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389 中國書法名家圖鑑 張冰, 暴學偉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396 玉器器形圖鑒 橘中叟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19 瓷器器形圖鑒 宮婷, 翟繼斌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26 江南問茶 鄭建新, 汪瓊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33 和田問玉 李漫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40 宜興問壺 吳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57 景德問瓷 伯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64 徽州問墨 鄭建新, 鄭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71 二十四節氣 王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88 中國古代科學 王慧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495 中國料器 叔戊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01 中國祥禽瑞獸 秦芮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18 中國陶器 簡潔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25 中國棋藝 房明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32 中國牌坊 馬利琴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49 傳統手工藝 徐雯, 呂品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56 中國傳統遊戲 王慧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63 中國燈彩 閆東東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70 古代兵書 王慧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87 古代帝王 戚嘉富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594 中國古代教育 張光奇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00 茶馬古道 劉勇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17 古代衡器 簡潔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24 長江黃河 馬利琴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48 中國神話傳說 劉勇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55 秦陵與兵馬俑 戚嘉富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62 中華傳統美德 劉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79 解讀土樓: 客家土樓的歷史和建築 廖冬, 唐齊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86 解讀故宮 張加勉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693 解讀頤和園: 一座園林的歷史和建築 張加勉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09 解讀徽州祠堂: 徽州祠堂的歷史和建築 鄭建新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16 圖說清代女子服飾 王金華, 周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23 圖說清代吉祥配飾 王金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30 圖說清代銀飾 王金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47 世說新語故事 王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54 唐詩背後的故事 李小菊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61 唐詩裡的食衣住行 莫麗芸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78 夢溪筆談的故事 王蘊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85 宋詞背後的故事 劉繼保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792 心經略說 高嘉敏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08 戲劇背後的故事 陳錦紅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15 書法的故事 徐剛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22 樂府的故事 韓萌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39 歷代書信集 劉小喬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46 胡同氤氳北京卷 張文彥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53 寂寞後臺天津卷 朱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60 海誓山盟青島卷 韓千鈞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77 霓虹背面上海卷 國繪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84 潮落金陵南京卷 常亞紅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891 湖山有幸杭州卷 國繪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07 青藤狂狷紹興 李語實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14 琴音鼓浪廈門 卜凡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21 桃源依舊昆明卷 孫信茹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38 薰風南來廣州 蔡國兆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45 歷代詩話故事 司聃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52 琴史 計策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69 紅樓夢裏的衣食住行 莫麗芸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76 茶經 戚嘉富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83 論說文故事 蘇剛, 鄭方圓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42990 遊記故事 張傑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02 酒譜 嚴鈺婷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19 陶庵夢憶 梵一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26 隨園食單 林夢潔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33 香譜 冼芯羽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40 小窗幽記 姚瑋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57 山海經 黃胤祺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64 中國字趣 董瑾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71 中國曲論 孔許友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88 中國畫趣 鄭晉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095 宅經 戴正理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01 宋詞裡的衣食住行 莫麗芸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18 周易 劉濤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25 夜航船 羅旭舟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32 東京夢華錄 劉濤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49 林泉高致 張瓊元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56 武林舊事 蔣文娟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63 梅蘭竹菊譜 馬吟秋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70 圍爐夜話 嚴玉婷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87 寓言故事 王嘉爾, 徐璐楠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194 揚州畫舫錄 王媛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00 景德鎮陶錄 余柱青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17 筆記故事 徐剛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24 詞話故事 斯爾然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31 雲林石譜 李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48 飲流齋說瓷 李晨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55 傳紀故事 陳華積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62 園冶 焦俊梅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79 裝潢志 李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86 <>裡的植物 王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293 儀禮 陳軍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09 歷代序跋短文 賈子若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16 歷代志異集 徐剛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23 繡譜 戚嘉富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98391 撈屍筆記. 1, 斷臂水神 金萬藏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07 撈屍筆記. 2, 千屍亂舞 金萬藏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5

送存冊數共計：145

普天



9789862199084 盜墓筆記之沙海. 卷二, 鬼河死海.沙蟒蛇巢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268 血腥的盛唐. 卷一, 隋煬春夢.大唐前夜 王覺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275 茅山後裔. 7-8, 不死傳說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99282 茅山後裔. 7-8, 不死傳說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99299 茅山後裔. 卷四, 不死傳說I.不死傳說II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305 改變思路,才會有更好的出路 黛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312 茅山後裔. 9-10, 建文謎蹤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99329 茅山後裔. 9-10, 建文謎蹤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99336 茅山後裔. 卷五, 建文謎蹤I.建文謎蹤II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343 血腥的盛唐. 卷二, 玄武門之變.貞觀之治 王覺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350 可以輸給別人,不能輸給自己全集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367 兼差陰陽官. 1, 都是鬼舅舅惹的禍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374 血腥的盛唐. 卷三, 天可汗時代.影子皇帝 王覺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381 兼差陰陽官. 2, 打鬼也要有些智慧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398 該放手的時候就放手 凌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404 血腥的盛唐. 卷四, 天后臨朝.一代女皇 王覺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411 兼差陰陽官. 3, 這票鬼怪有夠變態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428 活學活用洗腦術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435 茅山後裔. 11-12, 太平邪雲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99442 茅山後裔. 11-12, 太平邪雲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99459 茅山後裔. 卷六, 太平邪雲I.太平邪雲II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466 先了解他,再決定愛不愛他 蒙丹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473 兼差陰陽官. 4, 古墓裡有恐怖殭屍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480 兼差陰陽官. 5, 這些妖仙可不好惹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497 血腥的盛唐. 卷五, 開元盛世.月唐危機 王覺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03 聽屍 朱明川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10 九門異聞錄: 盜墓筆記老九門畫集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2199527 兼差陰陽官. 6, 臥龍山天劫大殺陣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34 血腥的盛唐. 卷六, 安史之亂.天下烽煙 王覺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41 明朝,實在很搞笑. 卷一, 血腥大帝朱元璋 晴空亂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58 狩獵之陰山狼城. 1, 鬼臉標記 李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65 除魔手札. 1, 妖神禍斗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72 有些事,男人不會當面告訴妳 蒙丹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89 明朝,實在很搞笑. 卷二, 史上最正常的神經病 晴空亂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596 狩獵之陰山狼城. 2, 血祭狼神 李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02 除魔手札. 2, 七日喪魂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19 被蟲咬過的蘋果比較甜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26 除魔手札. 3, 蓮花寡婦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33 狩獵之瀾滄蛇谷. 1, 老撾神山 李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40 明朝,實在很搞笑. 卷三, 不可思議的搞怪皇帝 晴空亂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57 感謝瞧不起你的人 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64 特派陰陽官. 1, 都是地府惹的禍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71 用幽默智療憂鬱 王國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88 薩滿寶藏. 1, 大清龍脈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695 盜墓筆記. 第一季. 卷四, 蛇沼鬼城II.蛇沼鬼城III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01 離開他,不是妳的錯 凌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18 日子再苦,也要過得幸福 楚映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25 除魔手札. 4, 凶村鬼影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32 狩獵之瀾滄蛇谷. 2, 蛇王之戰 李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49 特派陰陽官. 2, 養鬼抓鬼有撇步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56 曹操正傳. 1, 阿瞞出道,大殺四方 神馬浮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63 驅魔人. 1, 旅館鬼屋 玄門弟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70 驅魔人. 2, 剝皮女屍 玄門弟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87 薩滿寶藏. 2, 金巫邪教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794 明朝,實在很搞笑. 卷四, 腦殘皇帝敗家進行曲 晴空亂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00 除魔手札. 5, 幽靈列車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17 趕屍筆記. 1, 玉璧鬼坑 夢之邪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24 趕屍筆記. 2, 萬象天宮 夢之邪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31 特派陰陽官. 3, 地獄惡鬼來突襲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48 驚聲奸笑. 1, 我不是教你賤 血腥瑪莉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55 曹操正傳. 2, 官渡大戰,稱霸中原 神馬浮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62 薩滿寶藏. 3, 巫教邪神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79 除魔手札. 6, 殺人直播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86 驚聲奸笑. 2, 賤人賤智 血腥瑪莉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893 特派陰陽官. 4, 黃泉陰市半步多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09 明朝,實在很搞笑. 卷五, 神鬼莫測的變態皇帝 晴空亂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16 趕屍筆記. 3, 僰人古域 夢之邪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23 趕屍筆記. 4, 濮國傳說 夢之邪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30 活在當下,才能真正放下 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47 曹操正傳. 3, 赤壁之戰,曹操失算 神馬浮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54 薩滿寶藏. 4, 青荔丹蔘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61 除魔手札. 7, 人間鬼城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78 驚聲奸笑. 3, 賤招拆招 血腥瑪麗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85 明朝,實在很搞笑. 卷六, 怪誕王朝終於滅亡 晴空亂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992 特派陰陽官. 5, 不找死就不會死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003 苗疆蠱事 南無袈裟理科佛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90010 苗疆蠱事 南無袈裟理科佛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90027 驚聲奸笑. 4, 賤死不救 血腥瑪麗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034 除魔手札. 8, 屍魔出世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041 薩滿寶藏. 5, 回墓鬼劫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058 可以輸給別人,不能輸給自己. 肯定自己篇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065 用幽默代替憂鬱 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072 撼龍訣. 1, 鬼域陰河 趙公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089 撼龍訣. 2, 天外之天 趙公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096 驚聲奸笑. 5, 一賤雙鵰 血腥瑪麗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02 苗疆蠱事. 3, 南洋降頭師 南無袈裟理科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19 改變現在,就是改變未來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26 盜墓筆記Cosplay集: 七星魯王宮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890133 生活簡單就是快樂 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40 特派陰陽官. 6, 誰把大神搞丟了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57 苗疆蠱事. 4, 耶朗祭殿 南無袈裟理科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64 薩滿寶藏. 6, 雪場蛇孽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71 用幽默化解窘迫 塞德娜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88 有點心機,比較容易出人頭地 公孫龍策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195 活祭外傳. 卷一, 黃泉路,地獄花 通吃小墨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201 幽冥怪談. 1-2, 夜話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90218 幽冥怪談. 1-2, 夜話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90225 湘西趕屍. 卷一, 苗寨魔蹤 瘋子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232 末代天師. 1, 觀山太保 趙公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249 末代天師. 2, 養蠱之家 趙公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256 活祭外傳. 卷二, 冥王殿,落幡陣 通吃小墨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263 湘西趕屍. 卷二, 崤山古墓 瘋子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270 活祭外傳. 卷三, 石中人,魔王弓 通吃小墨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287 湘西趕屍. 卷三, 五鬼鬧殿 瘋子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294 你以為的好人,不一定就是好人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00 幽冥怪談. 3-4, 死亡約定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90317 幽冥怪談. 3-4, 死亡約定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90324 在路上,遇見最好的自己 羅麗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24 在路上,遇見最好的自己 羅麗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31 苗疆蠱事. 5, 明珠敘事 南無袈裟理科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48 活祭外傳. 卷四, 千年妖,生死印 通吃小墨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55 湘西趕屍. 卷四, 古丈屍王 瘋子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62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求人辦事篇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62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求人辦事篇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79 湘西趕屍. 卷五, 雪峰剿匪 瘋子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86 活祭外傳. 卷五, 三日破,百鬼行 通吃小墨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393 幽冥怪談. 5-6, 致命之旅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90409 幽冥怪談. 5-6, 致命之旅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90416 讓我在路上遇見你 曾敏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16 讓我在路上遇見你 曾敏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23 用幽默代替難過 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30 苗疆蠱事. 6, 龍骨符籙 南無袈裟理科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47 活學活用說話謀略全集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47 活學活用說話謀略全集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54 心態改變,人生也會跟著改變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61 湘西趕屍. 卷六, 夜郎王多筒 瘋子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78 活祭外傳. 卷六, 黑十月,封魔眼 通吃小墨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85 狩獵之藏北鷹墳. 1, 冰原巨鷹 李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492 狩獵之藏北鷹墳. 2, 雪山魔窟 李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08 學會放下,珍惜當下 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15 純潔過頭,小心變豬頭 公孫龍策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22 泰國異聞錄. 1, 萬毒森林 羊行中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39 泰國異聞錄. 2, 人骨皮帶 羊行中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46 摸金筆記. 1, 巫楚血降 八方風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53 摸金筆記. 2, 帝江妖獸 八方風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60 像劉邦一樣活著 海東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77 日本異聞錄. 1, 人頭燈籠 羊行中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84 日本異聞錄. 2, 鬼屍夜語 羊行中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591 折磨你的人,就是你的貴人. 改變心態篇 凌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07 摸金筆記. 3, 黑水圭玉 八方風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14 摸金筆記. 4, 詭墓屍蟲 八方風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21 智聖諸葛亮. 上卷, 亂世計中計 朱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38 智聖諸葛亮. 下卷, 三國局中局 朱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45 用幽默的心情,面對讓人抓狂的事情 文彥博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52 長江異聞錄. 1, 夜半走陰 蛇從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69 長江異聞錄. 2, 狂道鬥魔 蛇從革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0277 用幽默的方法,說出你的看法 文彥博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284 靈異特偵組之1: 魔鏡鬼胎 趙公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291 靈異特偵組之2: 群屍亂舞 趙公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307 魔法師的人魚. 前篇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338 用幽默的方法,表達你的想法 文彥博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345 用讚美代替責備 楚中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352 明朝其實很有趣. 卷一, 狐狼王朝 霧滿攔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369 御獸師 玄色作 第1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5660376 御獸師 玄色作 第1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5660383 盜墓筆記Q版記事. 5, 黑瞎瞎遊記 南派三叔原著; 吞赦日月, 毛毛繪 第1版 精裝 1

9789865660390 明朝其實很有趣. 卷二, 蹊蹺帝王 霧滿攔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06 魔法師的人魚. 後篇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13 盜墓筆記. 第二季卷一, 陰山古樓I,陰山古樓II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20 符陣師. 上卷 玄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37 符陣師. 下卷 玄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44 用幽默的方法,改變對方的想法 文彥博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51 守陵人. 1, 盜獸墓獾 陰陽眼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68 守陵人. 2, 戰國金屍 陰陽眼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7

送存冊數共計：148

普天出版



9789865660475 懷茶調. 卷三, 他和她的故事 軡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82 明朝其實很有趣. 卷三, 帝國異變 霧滿攔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499 盜墓筆記. 第二季卷二, 邛籠石影I,邛籠石影II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05 幽靈姬騎士錄. 1, 異術爭戰.初戰 帝柳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12 明朝其實很有趣. 卷四, 寂寞終曲 霧滿攔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29 盜墓筆記. 第二季卷三, 大結局I,大結局II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36 皇家儀仗團. 卷三, 副隊長的逆襲 竹某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43 極南之星. 第一部, 旅途 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50 幽默大師紀曉嵐 公孫龍策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67 盜墓筆記. 第二季卷四, 大結局III,大結局IV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74 百妖行. 前篇, 我和妖怪同居啦! 夏千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581 夜族繪卷. 壹, 式鬼卷 竹某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04 幽靈姬騎士錄. 2, 黑手黨征戰前奏曲 帝柳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11 百妖行. 後篇, 飛上天宮當女神 夏千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28 羅曼貝多芬 夏天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35 魔法師的流星. 前篇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42 用幽默的心情,看待惱人的事情 文彥博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59 逆轉白蛇 琉茗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66 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塞德娜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73 幽靈姬騎士錄. 3, 王后進行式 帝柳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80 夜族繪卷. 貳, 血族卷 竹某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697 活見鬼. 1, 死人相術 北嶺鬼盜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03 活見鬼. 2, 黑暗邊緣 北嶺鬼盜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10 皇家儀仗團. 卷四, 傲嬌隊長的告白 竹某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27 幽靈姬騎士錄. 4, 無垢騎士的三個選擇 帝柳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34 魔法師的流星. 後篇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41 極南之星. 第二部, 兄弟 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58 放下就是快樂 千江月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65 別為小事折磨自己 王渡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9838 三久古勞詠春拳與內功養生 梁煥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845 大成拳術 涂行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852 形意拳器械 涂行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876 佛家拳法誌要 黃柳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883 楊澄甫太極拳架過程演練解說 李慶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890 金陵八卦掌談藝錄 袁子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906 太極拳練法的十二的基本要則 卞人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913 先天象舞八卦柔拳 呂純陽祖師傳授性功秘旨合刊武學書館藏版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920 傳統武式太極拳械體用全書 胡鳳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99262 臺灣地方鄉鎮觀光產業發展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0屆莫皓帆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6599286 臺灣地方鄉鎮觀光產業發展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1屆莫皓帆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325942 七政四餘演算例解 汪容駿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0325959 天機真傳方位選吉造命妙訣: 三元紫白奇門遁甲年月日時萬年盤東山老人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325966 秘傳三元陽宅大成 法馨居士撰 三版 平裝 1

9789570325980 孔氏玄空寶鑑 孔昭蘇編著 五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景文科大旅遊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集文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7

逸文武術文化



9789570325997 珍本大六壬 古今圖書集成局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0448 你偏心!為什麼每次都要我讓弟弟?有效化解手足爭執15招周月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55 比成績更重要的事: 改變孩子一生的20種致勝能力王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62 別怕孩子被熊吃掉: 培養熱愛大自然的野孩子 彼得.布朗.霍夫梅斯特(Peter Brown Hoffmeister)著; 游鈞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79 人生最奢侈的投資: 絕不錯過孩子成長的每一刻均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86 小小金頭腦: 大人小孩都喜歡的583個為什麼 華文精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93 阿拉伯巴菲特: 阿瓦里德致富傳奇 劉祥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129 仁義之道: 跟孟子學經營智慧 孟子原著; 陳新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136 練習放下,未來更自在 黃雅楠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65143 發揮冒險性格,為客戶創造驚喜: 理察.布蘭森的維京王國劉祥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150 首爾玩樂園 樂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167 自在逍遙: 莊子的處世智慧 莊子原著; 凌永放編著; 王淑嫻增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174 挑戰你的神邏輯!: 大人小孩都瘋狂的超腦遊戲 華文精典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181 寬容: 與其用刀劍,不如用微笑服人 黃雅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8346 先知啟示: 啟示性教會的恢復 陳光道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28360 高等教育學費與就學貸款政策分析 蕭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384 用詩吟唱生命 劉克熹著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5928391 唯任技法手札 王唯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407 玻璃製造學 邱標麟編譯 修訂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復文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51982 生命是悲歡相連的鐵軌 方明作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2616 臺灣中生代詩人兩岸論 傅天虹, 白靈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3807 朱勝麒正宗通書 朱勝麒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45849 食物製備: 餐飲工作者必備的基本常識 施明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856 觀光日本語: 旅行で役立つ表現を声に出して覚えよう陳黎璇, 周庭旭, 鈴木崇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870 觀光英文 張瑞奇, 劉原良, 吳忠憲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5887 觀光暨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競爭導向管理 鄭紹成, 高于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5894 服務業管理: 掌握大趨勢 鄭紹成, 高于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5900 管理學: 建立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優勢 邱繼智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5924 餐旅英文 保里乃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993 商事法新教程 蔡輝龍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6020 民法新修教程案例與應用 蔡輝龍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7846051 連鎖企業管理: 理論、實務與案例 邱繼智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傑尼爾教育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5

創世紀詩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富立登



9789865872496 GUS腦力開發(紅本) Genius E&C Enterprise Group[主編] 平裝 1

9789865872724 靜思語教學讀本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編輯小組編輯 七版 平裝 1

9789865872786 師生共同創作繪本: 童畫心世界. 2014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所屬園所師生共同創作 其他 1

9789865872809 童畫心世界: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師生共同創作繪本特輯. 三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所屬園所師生共同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212 We Are Butterflies Joshua Hsia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229 The Talkative Turtle Joshua Hsia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236 The Hungry Bear Joshua Hsia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243 Miss Rabbit's Shoes Joshua Hsia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250 The Magic Porridge Pot Joshua Hsia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267 Don't Tickle Me Joshua Hsia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281 Totomo And The Giant Joshua Hsiao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6148 大使命公司 史帝夫.蘭德爾(Steve Rundle), 湯姆.史戴芬(Tom Steffen)作; 周奕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6155 拓荒.植堂.神蹟: 服事五十週年50+50見證感恩傳記吳德聖口述; 何曉東, 李麗萍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6162 恩典改變一切: 服事五十週年50+50見證感恩傳記周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096314 公文指南 謝松芳, 周芷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2096321 稅務管理 洪東煒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稅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9789572096338 IFRSs下之租稅規劃及實務作業寶典 張景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3935 鏡花水月詩歌 劉雅琴, 劉美忻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5227 而我只有你: 寵物與我的真情紀事 九夜茴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19 30幾歲,你也能生個健康聰明的小寶寶 韓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26 天下女人都會犯的錯 夢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33 天下女人都會卡的關 夢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88 享受寂寞,擁抱孤獨: 你的內心其實可以很強大 游志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01 面試成功!: 求職面試必讀聖經 孫裕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18 活學活用九型人格識人術 丁文浩, 賈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56 無師自通的漫畫素描快速入門 陳欣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63 莊子這樣說: 精選道家經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70 生肖開運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94 易經自學一本通 柯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00 奇門遁甲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00 奇門遁甲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24 超CUTE!: 可愛漫畫自學秘笈 孫傲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24 超CUTE!: 可愛漫畫自學秘笈 孫傲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31 四柱八字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48 在咖啡館遇見心理學大師: 實用心理學圖解版 趙建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55 佛經這樣說: 精選釋家經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各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富合月



9789865805555 佛經這樣說: 精選釋家經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6275 打開你的致富密碼: 成功的鑰匙就是魔法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26534 心侶 行旅 Jiivapriya', 盧詩淇作 平裝 1

9789868126534 心侶 行旅 Jiivapriya', 盧詩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22454 葡萄牙,原來如此 李宗芳著; 蕭順益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461 英國珍藏玩法: 跟著珍.奧斯汀品味英格蘭 發光小魚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478 巴黎人的口袋地圖 Shiro, Mitten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485 京都玩不膩!行程規劃書 林幸樺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492 日本關東的鐵道散步 陳家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508 瑞士,天堂的國度: 12城市慢漫遊 蘇瑞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515 尋味希臘 王玲慧.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522 香港、澳門.旅的散策 陳彧馨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539 秘魯自助全攻略 林承寬, 許福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546 港澳玩不膩!行程規劃書 栗子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553 來沖繩過日子: WWOOF打工換宿 高函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560 歐洲自助規劃書: 蜜月省錢大作戰 Paul, Livia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光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9

喜羊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2613 山野詩集: 二百首 池錦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6686 IMAGE: 打造你的黃金形象,善用48個輕鬆定律 周紹賢作 其他 1

9789865936747 鍾博士講解弟子規 鍾茂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754 母慈子孝 趙良玉, 鍾茂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839 骨質疏鬆症: 簡單療癒完全問答140 張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921 心理定律: 引爆人類智慧光芒的198個人性法則 林懷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938 微妙的力量: 大自然生命療癒法則 陳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945 養腎補腎嚴選治療: 中醫圖解,快速顧好生命之源牛林敬, 土一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952 兩性心理72變: 幸福不會來敲門,愛你的人總在心靈深處季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969 腦內革命: 驚人的潛意識力量 馮麗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976 養脾護胃嚴選治療: 中醫圖解,快速養護氣血之源易磊, 滿江, 王麗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12 自然心藥: 幸福人生的心靈處方 陳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29 胃腸病及痔瘡的治療捷徑 宋文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36 鍾博士談: 尋找中國文化精神 鍾茂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43 給予一種真愛: 兩個孤獨,一對寂寞 季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50 天下對聯大全集 魏寧, 路曉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67 冰鑑新解 曾國藩原著; 王清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74 24堂生命改造計劃,活出奇蹟人生 查爾斯.哈奈爾原著; 李津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81 鍾博士談: 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觀 鍾茂森, 趙良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098 素書新解 何清遠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項全機械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9789865636104 生命佛法: 體驗人生最高享受 釋定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111 排毒養顏奇蹟: 吃對喝對就能快速疏理身上的毒素漆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41 輕鬆學做事: 巧妙的53個成功心計 聶小丹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43480 溫泉醫療概論 陳家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596 實用基本護理學 蘇麗智等作 七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1943602 實用基本護理學 蘇麗智等作 七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1943619 內外科護理學 李和惠等作 五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1943626 內外科護理學 李和惠等作 五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1943633 基礎藥理學 劉興華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43640 精神科護理概論: 基本概念及臨床應用 蕭淑貞等作 九版 精裝 1

9789861943657 解剖生理學 麥麗敏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664 生物化學概論 張基隆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671 心理學: 護理上之應用 孫智辰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695 疾病營養學 胡淑惠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701 醫護術語 柯惠玲等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43718 學校衛生護理實務教戰手冊 周明慧, 張文琪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725 護理品質管理 陳玉枝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749 手術室護理 伍雁鈴等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8214 薪工循環查核: 考勤管理與加班費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9789868538221 個人資料保護法查核: 個資檔案管理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傑克商業自動化



9789868538238 個人資料保護法查核: 資料庫個資管理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9789868538245 資通安全作業查核: SAP ERP供應商資料管理有效性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9789868538252 資通安全作業查核: SAP ERP權限管理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9789868538269 採購付款循環查核: SAP ERP重複付款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9789868538276 採購付款循環查核: SAP ERP拆單採購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9233 三十歲後,你會站在哪裡?. 3 狄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264 甘於平庸,你只會被世界秒速拋下 三木雄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4682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160216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60223 出槌仙姬. 3,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寞然回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0230 夫君們,笑一個. 2, 情竇終於開 逍遙紅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0247 求你正經點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60254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160261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160285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160292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160278 出槌仙姬. 4, 綿羊進化論 寞然回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4602 求你正經點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74619 夫君們,笑一個. 3, 那些年,不能說的祕密 逍遙紅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4633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智言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晴空



9789869196727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196734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174626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174640 縷紅新草. 下, 暗夜的訪客 原惡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4657 夫君們,笑一個. 4, 忽如一夜春風來 逍遙紅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4664 出槌仙姬. 5, 小綿羊的惡作劇之吻 寞然回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4671 頂尖告白 雲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4688 吾家有妻驕養成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96772 吾家有妻驕養成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174695 我與演藝圈王子的最惡戀曲 利牧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703 滿清皇朝之九貓奪嫡 NiNE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710 貓狗大戰之世界戰爭史 瑞讀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741 盜墓筆記寫真書 南派三叔原著; 歡瑞世紀, 漫工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758 風雲起之王不見王 樊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765 出槌仙姬. 6, 眾裡尋郎千百度 寞然回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789 下一站向陽 唯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034 臺灣父母的恩寵禱告. II 黃讌嵐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1293 軍事軟實力發展與建構 林麗香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9

黑門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晶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525 中共海軍現代化 林宗達著 平裝 1

9789868980532 龍騰四海: 中共航空母艦發展之評析 林宗達著 平裝 1

9789868980549 霸權之盾: 美國國家飛彈防禦發展述評 林宗達著 平裝 1

9789868980556 中國核武載具現代化 林宗達著 平裝 1

9789868980563 印度的核武策略與軍備 林宗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3115 韓語會話萬用小抄一本就GO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306 史上最強日檢N2文法+單字精選模擬試題 雅點日研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320 這句話韓語怎麼說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337 史上最強GEPT全民英檢(中級): 閱讀&寫作完全破題張文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344 心態對了,成功就不遠了 潘沅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351 教養孩子,沒那麼難 張曉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382 英文單字只要會這些就夠 許純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0274 來吃飯 梁瓊白, 魏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281 愛犬教養訓練指南 吳亭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298 手感零錢包 李愛田, 王雯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開始出版

晶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雅典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713 快活更年期:中西醫良方，教你快樂更新生理年齡壢新醫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720 多多益膳: 神農都稱讚的超簡單藥膳湯 陳柏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6907 背叛愛情 唯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914 紅衣女孩 唯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5747 危機管理指南 崔海恩, 王心靈, 唐雲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7586 管理學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0501 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二0一四 高惠芬, 江明澤, 陳明珠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舒服原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林國際教育



9789868861923 雲林十人書法展專輯 阮威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25160 徐進雄作品集 蔡有仁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7207 十里荷香: 雅品工筆畫社二十周年特集 [雅品工筆畫社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7233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呂莠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7909 五線譜上的許石 許朝欽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8660 這樣玩遊戲會開發腦力變聰明. 2: 越玩越聰明的好玩遊戲付簡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14 八分滿的幸福學 何大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21 不要一個人吃飯: 教你從零開始做人脈 白山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品工筆畫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南大學企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林藝術



9789865758721 不要一個人吃飯: 教你從零開始做人脈 白山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38 男神心理學: 讓人喜歡與愛你的67條策略 佳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45 女神心理學: 讓人喜歡與愛你的66條策略 佳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52 說話心理學. 2, 魅力說話100招 田超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69 活用厚黑學、妙用潛規則 起銘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83 美容我要純天然: 中醫美容專家教你純天然美容秘笈杜杰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90 風水的常識與應用 杜大寧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06 富人心理學: 有錢人的85個秘密 韓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13 菜鳥變精英的職場進化手冊: 職場菜鳥如何展翅飛翔池秋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20 大師觀點: 世界級企業家的人生經營課 田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37 青春加油站: 如何做好孩子的心理輔導 李翰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44 讓你少走彎路的人生修練筆記: 走好人生關鍵的13步武慶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51 賈伯斯給我們的90個抉擇啟示 周文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68 財富筆記: 華爾街菁英的9堂創富課 張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75 93個說服人心的說話術 李佳東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882 富貴要人幫: 支持你成功的12種人 賀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8930 妳準備好懷孕了嗎?: 來自<>八百年女科的叮嚀和祝福田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947 陽氣是健康長壽的根本 田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616 中國圖書市場報告. 2014年度 附:<> 東方出版交易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0880 中華文化小百科. 一, 華夏歷史 薛斐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華茂文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品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2368 20歲世代的你現在不懂以後一定後悔的金錢觀 岡村聰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443 我們都應該更誠實的做自己: 一日一哲理活出快樂的自己譚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450 草根浙商的思變商經: 最獨特的創業開拓思維 呂叔春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467 心理學的詭計 趙廣娜, 裘村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474 猶太富豪的枕邊書 陳秦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528 陷阱與餡餅的距離只有0.01mm: 讀懂心裡話,對誰都能有影響力黃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542 當你放開雙手,擁有的即是一切 徐竹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42637 Chrome網際網路總動員 許顥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644 Gimp影像總動員 鍾立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651 Google網路總動員 許顥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668 Scratch 2.0總動員 王麗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675 Windows 7電腦總動員 許顥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6589 歷史是一場驚奇的思辨與智慧之旅 馬少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602 十分鐘讀新聞英語 Wenny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619 敵人是立場不同的朋友 梅台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626 藏傳佛教中的活佛轉世 蔡志純, 黃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無限可能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0908 嵐風書齋 攝影.水墨畫作品集 薛秋雄編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2854 圖解佛教 田燈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66805 一本就GO!這幾句英語玩遍英國 Amarin編輯部編著; 張秦芳翻譯 平裝 1

9789865942434 圖解黃帝內經(精華版) 臧俊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892 全圖解養狗百科 良卷文化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908 圖解大圓滿 洛桑杰嘉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2915 一本就GO!這幾句義語玩遍義大利 Amarin編輯部編著; 張秦芳翻譯 平裝 1

9789865942922 全圖解養魚百科 良卷文化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939 圖解中西哲學的智慧 龔耘, 彭克慧, 陸杰峰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946 全圖解養貓百科 良卷文化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953 一本就GO!這幾句德語玩遍德國 Amarin編輯部編著; 張秦芳翻譯 平裝 1

9789865942960 湯補:喝一碗滋補養生調理藥膳 柴瑞震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625 登頂.喜馬拉雅山的淬鍊: 克服挑戰的應變關鍵 江衍欣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1414 新,幸福工作學: TOP1講師好感工作術 吳雅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1438 女寶: 養氣x美容x補血x調經x求孕一次到位: 完全解決116種女性常見經典食療朱惠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1445 享受吧!絕美旅店: 100大臺灣人氣旅館輕旅行 張天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嵐風書齋



9789869131452 荷爾蒙叛變: 人類疾病的元兇: 打擊老化x肥胖x失智x癌症x三高相關衍生退化病變歐忠儒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1469 永不說再見 龔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5801 色彩原理 徐照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818 元.青.花 蔡其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99458 當代運輸政策 張有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9465 國際智慧財產案例評析 劉江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472 Phonics land. book 2 Isabel Shao-Yu, Lisa Mei-Shin Liao[作] 平裝 1

9789576099489 廣告策略與管理 鄭自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496 會計學概要習題解答 吳嘉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502 統計學: R-Web分析導論: 生活中的統計應用14篇梁德馨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519 零售管理概論 周泰華, 杜富燕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526 組織行為學(精華版) Stephen P. Robbins, Timothy A Judge作; 黃家齊, 李雅婷, 趙慕芬譯十五版 平裝 1

9789576099533 現代統計學 張春桃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540 保險學: 理論與實務 凌氤寶, 康裕民, 陳森松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6099557 績效管理 Herman Aguinis著; 黃佳純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564 商業數據分析師認證: 以資料分析暨導引系統為範例梁德馨, 李德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571 會計學 吳嘉勳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6099588 商業溝通: 打開溝通罩門,創造正面能量 周春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618 國際企業: 當代理論與實務 S. Tamer Cavusgil, Gary Knight, John R. Riesenberger著; 彭玉樹, 楊國彬, 欒錦榮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625 行銷管理: 亞洲觀點 Philip Kotler等原著; 謝文雀編譯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客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泰



9789576099632 投資技術分析 吳宗正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576099649 貨幣銀行學原理 黃昱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656 會計學習題解答 吳嘉勳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6099663 觀光學 Roy A. Cook, Cathy H. C. Hsu, Joseph J. Marqua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6099670 廣告策略與管理: 理論與案例交鋒對話 鄭自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9687 國際貿易實務 蔡緣編著 三十版 平裝 1

9789576099694 管理學 Stephen P. Robbins, Mary Coulter著; 林孟彥, 林均妍譯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9700 Phonics land(student's book) Isabel Shao-Yu Li, Lisa Mei-Shin Lia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717 創新與專利管理: 建構研發人員之創新與專利競爭力龍仕璋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731 賽局與策略管理個案分析 張順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748 運輸管理 張有恆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755 企業評價 王淑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9762 創新創業教戰手冊 Steve Blank, Bob Dotf著; 何建德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779 期貨與選擇權: 衍生性金融商品入門經典 黃昱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786 管理學(銘傳大學專用版) Stephen P. Robbins, Mary Coulter作; 林孟彥, 林均妍譯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83838 櫻花樹 張哲銘文.圖 精裝 1

9789868383869 木之繪本手札 張哲銘文.圖 平裝 1

9789868383890 再見北極 賴馧如文; 張哲銘圖 精裝 1

9789866401008 森林 賴馧如文; 張哲銘圖 精裝 1

9789866401060 浯島 迎城隍 藝陣圖 張哲銘圖; 賴韻如, 張哲銘文 第一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斑馬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喜悅之路



9789869136655 脈輪與拙火瑜伽 邱顯峯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0337 跟著佛陀學放下 孫瑋玟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382 工作造就人格: 經營之聖稻盛和夫的商道智慧 展嘯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399 觀自在: 從<>修生活禪 開藏法師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405 與達賴喇嘛談心: 末法時代的佛性智慧 克勞德.卡列拉著; 洪惠嬌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412 無罣礙: 轉化煩惱的禪心智慧 滌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70429 轉念是覺悟的開始 月溪法師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436 遇到的痛苦: 是這一生的修行功課 月溪法師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443 般若波羅蜜: 心經的宇宙生命智慧 呂應鐘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450 正見: 勘破無明與煩惱 曦比丘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9633 新編護理學導論 楊慕慈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653 安全教育與急救 洪玉珠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105 醫事放射師考精選. 1, 基礎醫學(精選重點整理) 賴明德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112 醫事放射師考精選. 1, 基礎醫學(精選題庫) 賴明德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181 簡明人體解剖生理學 陳福士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20358 飲料管理與實務 林玉婷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419 職能治療師考試秘笈. 4, 心理職能治療學(精選題庫)鄭彩君, 洪佳慧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426 職能治療師考試秘笈. 4, 心理職能治療學(精選重點整理)鄭彩君, 洪佳慧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433 實用食品加工學 林淑瑗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20457 國際禮儀 陳美雪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華格那企業



9789863620556 旅館管理 黃建超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3620600 運動英文 林政勳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617 醫療社會學 林東龍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655 新編團體膳食供應與管理 簡怡雯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662 團體膳食與菜單設計 黃靖媛編著 平裝 1

9789863620679 新護理考試秘笈. 4, 兒科護理學 林琦華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686 骨科疾病物理治療學題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693 物理治療基礎學題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709 鍵盤樂 林伯鍾, 丁慧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716 新護理考試秘笈. 3, 婦產科護理學 羅惠敏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0723 職能治療師考試秘笈.解剖學與生理學(精選重點整理)鄭承鴻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730 職能治療師考試秘笈.解剖學與生理學(精選題庫)鄭承鴻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747 心肺疾病與小兒疾病物理治療學題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754 神經疾病物理治療學題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778 實用餐飲營養學 徐阿里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792 幼兒運動遊戲 黃永寬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808 實用營養學 張振崗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0815 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丙級) 周政輝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822 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乙級) 張瓈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839 化粧品衛生管理法規 王詠騰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1102 性別教育 林燕卿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21218 探討排球攔網起始動作方式效益分析 趙峻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21287 新編護理學導論 楊慕慈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1300 精神科護理實習手冊 林靜幸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317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1: 口腔解剖生理學 方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324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2: 牙體形態學 方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362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法規彙編 賴坤明主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1447 幼兒教保概論 蔡淑桂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461 流行病學 劉明德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508 醫學專業術語 鍾麗琴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515 生物統計學 賴嘉祥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546 運動醫學 林瑞興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560 食品工廠經營管理 劉建功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577 美容事業經營與管理 譚彩鳳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5945 婦產科護理學: 精選題庫 羅惠敏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14640 全國全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大賽得獎專刊. 2013第七屆楊謙柔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16455 獨寵閒妻. 卷二, 危機四伏 熏未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09 不准叫我傻妞. 卷一, 假痴不顛 雪山小小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42 生活心理學 郭韶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59 操控心理學 孟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66 希拉蕊給幸福女人的12堂課 高曉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73 聰明女人要懂的讀心術 華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80 怎樣說不有技巧 智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97 相思之外 四方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803 將阻力化為助力 蘇靜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華夏技術學院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宸社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7009 人生一定要沾鍋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作; 蔡璧如譯 再版二刷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67016 人生一定要沾鍋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作; 蔡璧如譯 再版二刷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67023 背叛: 推倒卸責、貪婪、忌恨的高牆 吳榮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9410 臺語酸辣湯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427 臆謎猜學臺語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14657 建築暨都市創新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4 王佳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919 土地.愛戀.客話 邱一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1926 溫安谷校長百年紀念集 溫淑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21681 不玩花樣!: 約瑟芬の手工皂達人養成書 約瑟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97 可愛手作.珠繡緣飾Lesson Two: 刺繡x串珠x可愛圖案&美麗花樣112全圖解愛藏版CRK design, 遠藤安子著;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827 Cotton friend手作誌: 輕盈薄透&舒爽自然.夏日輕涼手作服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夏淑怡,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夏科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菜根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0608 盛懷杰書畫冊(簡體字版) 盛懷杰主編 第1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543 房市黑皮書 郭鴻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543 房市黑皮書 郭鴻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550 鸚鵡. 一, 李伶娟 王要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550 鸚鵡. 一, 李伶娟 王要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567 房市黑皮書: Story 郭鴻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800 智高創新學習實驗室A1 思翔綺, 沈怡岑, 呂瑞珊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03817 智高創新學習實驗室B1 思翔綺, 雨岑, 呂瑞珊作; 思翔綺, 徐思惠, 王怡人繪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03824 智高創新學習實驗室C1 思翔綺, 呂瑞珊作; 思翔綺, 徐思惠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5590 Chronicling formosa: setting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1865-1876Niki Alsford主編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順益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智高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夏智創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2045 紅牡丹 陳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052 寶石婚 陳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250 臺諺解說. 第三輯 盧繼寶編著 其他 1

9789866002267 臺語文vs多元.創意.意象 曹芬敏, 林麗姿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02267 臺語文vs多元.創意.意象 曹芬敏, 林麗姿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02274 詩人40一蕊花: 李勤岸詩選. 1974-2014 李勤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281 咱來考C模擬試題 金安文教臺語文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02298 A級真簡單模擬試題 金安文教臺語文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304 咱來考C 李勤岸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02311 A級真簡單 金安文教臺語文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8316 朱子與儒家現代化: 「朱子之路」論文集. 第五屆林素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8378 設計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工業設計學系編輯部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68385 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 第十期 吳俊杰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0677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應試指南 林王美園作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梵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開朗雜誌



9789866090684 高齡者的運動與全人健康 方進隆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691 地理資訊系統: Quantum GIS實作範例 謝惠紅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707 失智症照護 傅中玲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714 全球環境變遷 柳中明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5203 <>研究校理 黃瓊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3902 in髻. II Joa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0856 恢復未來的旅程: 許常郁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0887 山水風華: 李重重個展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894 吳耿禛: 一千零一夜九個海一片黃昏 吳耿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9484 別殺 鴻鴻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發現幸福造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視野文化事業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4304 艄子閒詠 蔣禮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3076 翻轉微積分 喻超凡, 喻超弘, 喻婕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8238 UNLIGHT四周年紀念設定集 Techway Co., Ltd監修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608 相機的光學原理與產業發展. 第一冊, 德國篇 林士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4405 公共管理精要 楊凡編著 平裝 1

9789869164412 公共政策精要 楊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喻超凡數位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創文化

華統圖書



9789865757304 神明信仰與超度文化論集 王見川, 李世偉, 劉文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03 中國史上之「地理認知」: <> 阮忠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10 1804年洪堡德前往合眾國的參訪及其和傑弗遜總統的會面與友誼池永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10 1804年洪堡德前往合眾國的參訪及其和傑弗遜總統的會面與友誼池永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34 美國政治與其兩岸政策 李本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81740 傳播倫理與法規 鈕則勳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764 現代安全管理 蔡永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81818 社會心理學 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Robin M. Akert著; 余伯泉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825 餐飲美學 蘇芳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832 航空運輸實務 蘇宏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856 愛情學分與分手藝術 王淑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863 飲食文化概論 張玉欣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1870 休閒俱樂部經營管理實務 林月枝, 陳有村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1691 全新版邏輯式地理總複習 薛芳, 周揚慧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998 高中歷史總複習大全 郭敬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998 高中歷史總複習大全 郭敬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005 滿級分學測生物重點觀念. 精要篇(103微調課綱,含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施懿修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005 滿級分學測生物重點觀念. 精要篇(103微調課綱,含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施懿修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012 滿級分學測生物重點觀念. 試題篇(103微調課綱,含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施懿修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012 滿級分學測生物重點觀念. 試題篇(103微調課綱,含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施懿修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揚智文化



9789864480029 滿級分學測生物嘿皮書(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鄭雅文, 王偉丞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75737 青春露: 喜菡文學網青少年小說徵文優選 郭芳妤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75744 芙蓉新聲: 喜菡文學網小說獎. 第五屆 王珽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1804 腐女的BL日本語: 攻受皆宜,滿足鬼畜,有感定番 宅腐福利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1811 Black＆White黑與白的經典收納：大創、無印、IKEA雜貨巧妙變身，打造家的極簡奢華，愛家沒有倦怠期！Mari作;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828 來戀愛吧!讓金星與月亮教你輕鬆追男,愛情不留白蘇飛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835 無賴派文具：讓你玩物喪志、永保青春 木建卓著; 藍嘉楹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842 書房裡的義大利麵哲學家: 慢食深嚐蒜辣義大利麵,回歸食材最初的感動土屋敦著; 衛宮紘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6041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656058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656065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656072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656089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656096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656102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656119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森淼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喜菡文學網



9789865656126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56133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56140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56157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56164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656171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656188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656195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43500 我的ㄅㄆㄇ生活本 喬登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著 平裝 1

9789867843517 English code. classroom readers 7 Charlotte C.Y. Lee 其他 1

9789867843524 English code. classroom activities 7 Charlotte C.Y. Lee 其他 1

9789867843531 Toy it & tool it Lionel Lan, Yang Liang[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843548 Happy Camp快樂生活營 平裝 1

9789867843555 Toy it & tool it. book 6 Lionel Lan, Yang Liang[作]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5400 覺察力: 神祕客服務大發現 黃正頤, 朱偉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1402 讓思想起飛 馬汝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喬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智全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1086 Start-up Taiwan全國創新創業競賽(高中職組)作品彙編. 2015楊文廣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1079 綠色、運動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李素箱, 鄭政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9526 靜電放電防護技術 晶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59383 應用.物件 方柏欽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868359383 應用.物件 方柏欽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85409 佛教顯密雙修儀軌寶鑑 菩提場老人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3085409 佛教顯密雙修儀軌寶鑑 菩提場老人作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貴陶園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菩提場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焱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65837 欽天紫微: 皇天大可汗 蔡明宏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8265844 欽天紫微: 皇天大可汗 蔡明宏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8265851 紫微六玄外傳: 欽天九紫: 銅人十八巷 蔡明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00529 凝 現場: 林正哲作品集 林正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0116 我,這三年的亮點: 備審資料製作書 陳佳琪, 張明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9288 蕭湘相法全集. 一, 骨相面相之部 蕭湘居士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8939295 元昭老漢簡易錄: 詳解64卦袖珍本 楊典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3086 卦爻歌訣集釋 劉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3093 手抄本閭山安神祭改秘訣大公開 張進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008 沈氏玄空學評註 劉賁評註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29015 沈氏玄空學評註 劉賁評註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29022 中國符咒秘訣 高銘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039 中國道教法師傳承講義 陳文生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進源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紫雲慈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雅逸藝術



9789869129077 形家長眼法: 陽宅陰宅風水上課講義. 二 劉寶卿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9713 詰棋三眛: 楊泰雄詰棋集 楊泰雄作 平裝 1

9789868949713 詰棋三眛: 楊泰雄詰棋集 楊泰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73738 成本與管理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473745 成本與管理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六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1708 東京快閃購物聖經 張凱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760 別做天兵設計!: 傾聽、思考、表達,滿足使用者體驗的0盲點設計關鍵劉津, 李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791 此生必去,馬爾地夫!徜徉藍色天堂,用有限預算規劃最棒的島上行程顏孝真(Vanessa Y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807 露營野炊趣: 輕鬆享用燒烤、輕食、私房菜戶外料理李美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814 英國不典型印象: 壘摳的英倫留學X生活手帳 壘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838 臺北捷運小旅行: 5線暢通版 城市旅遊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869 臺灣的一百種味道 許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876 露營,說走就走!: 營地、野炊、遊戲、景點一次蒐錄阿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創業浪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棋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証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2707 澳洲賺錢聖經: 為何80%的人,澳洲打工賺不到錢?飢餓傑克作 平裝 1

9789869172714 你不可不知的澳洲賺錢關鍵報告: 如何達成週薪22K和週薪破千飢餓傑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0304 教室外的國文課: 師生交換日記 洪惠鈴, 涂瀞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45493 職場新手100天 臧聲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039 現代.墨色 余承堯等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611 全球中學申請指南. 2016 張詠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41427 SUBTLE 纖細的,微小的 株式會社竹尾編; 李柏黎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詠瑞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意組合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就業情報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273 競合策略: 商業運作的真實力量 亞當.布蘭登伯格(Adam M. Brandenburger), 貝利.奈勒波夫(Barry J. Nalebuff)作; 黃婉華, 馮勃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00967 漫畫悟善: 一位出家入世的禪師 財團法人悟善文化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070 扣人心弦的細膩手繪術: 教你用水彩妝點繽紛的生活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087 人氣羊毛氈扮家家酒 寺西惠里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094 掏光積蓄也要去: 春夏必遊絕景 鄭淑永, 尹英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100 日本寫真女星的美麗秘密: 一輩子不發胖的健康飲食方法日經Health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117 扣人心弦的細膩手繪術: 教你用素描表現物體的質感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124 扣人心弦的細膩手繪術: 教你用彩色鉛筆刻劃美好的事物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131 綁架人客的味蕾: 開店主廚必備消暑美饌Recipe 李德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148 精湛衣著皺褶繪製: 使人物插畫栩栩如生的描繪技法大公開かじか著; 劉秀群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01155 GOOD IDEA!設計師必懂100個創意法則 銳藝視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162 絕讚映像製作講座: 完整解說作業流程與知識技能グラスべレ一(EDIUSWORLD.COM作成チ一ム)著; 郭彥廷, 博誌文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179 2015年投資臺灣藍皮書 王健全, 朱磊, 童振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186 開間賺錢餐飲店: 創業方法與成功法則 斉藤俊成著; 黃佩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01193 室內設計師的烘焙成交學: 打造行銷業務傲人的品牌力量豐力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209 柴式狂想曲: 無厘頭的異想世界,一秒戳中笑穴! 影山直美作; 鄭捷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216 絕讚Video攝影講座: 紀錄片攝影師的實戰經驗完全公開板谷秀彰著; 劉秀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223 屏東農業產業發展藍皮書 蘇震清, 童振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230 成就最一目瞭然的簡報: 28種各類視覺化設計案例讓你現學現賣李慧康著; 郭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01247 因為咖啡,愛上咖啡 童鈴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夢千里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19900 SolidWorks 2015進階課程培訓教材 DS SolidWorks公司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2019962 Fedora 21 Linux系統建置與實務 湯秉翰作 第6版 其他 1

9789862019979 現代軟體工程 郭忠義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986 iWork活用萬事通: Keynote、Pages、Numbers一本就學會!蘋果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019993 絕讚背景插畫繪製2: 以攝影概念表現的描繪技法大公開garnet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002 24小時不打烊的雲端服務: 專家教你用Windows Server 2012 R2 Hyper-V3高級篇, 叢集雲端架構實戰王偉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019 Linux完全自學手冊: 疑難排解全攻略 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026 Android APP開發活用範例速查辭典 株式会社Re:Kayo-System著; 茶貓武士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040 Unity 3D手機遊戲開發實戰: 核心技術完全公開 金璽曾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057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 葉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064 影音剪輯創作其實很簡單!威力導演13輕鬆就學會榮欽科技、陳于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071 網頁設計必學的程式實作技術: HTML5+CSS3+JavaScript榮欽科技, 陳婉凌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4340088 Scratch 2.0動畫遊戲設計 陳芸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095 Javascript函數活用範例速查辭典(jQuery&HTML5應用)山田祥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340101 Ruby物件導向設計實踐: 敏捷入門 Sandi Metz著; 張雪平, 彭曉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118 MRM行動應用風險管理實務入門 王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125 提升iOS8 App程式設計進階實力的30項關鍵技巧: 最新Swift開發教學Simon 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132 Illustrator跨世代不敗經典: 237個具體呈現影像創意的方法與程序高野雅弘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149 雲端網頁程式設計: Google App Engine使用PythonMassimiliano Pippi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156 SQL Server 2014專業開發與設計 陳祥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163 自適應式網頁設計實戰: 專家教你輕鬆打造絕佳的響應式網站Thoriq Firdaus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170 JSP2.3動態網頁技術 榮欽科技, 呂文達作 第5版 其他 1

9789864340187 掌握Java SE8程式設計: Lambda的逆襲 陳錦輝著 其他 1

9789864340194 Ubuntu完全自學手冊: 桌面、系統與網路應用全攻略酆士昌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博碩文化



9789864340200 AngularJS必學的90項實務秘方 Matt Frisbie著; 廖信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217 從零開始學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 李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224 Flash CS6動畫設計應用集 鄭苑鳳, 黃寶慧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340231 Office 2013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作 初版 其他 2

9789864340248 多旋翼式無人飛機: 專業級軟硬體調校指南 MK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255 圖解組合語言 徐偉智, 吳燦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0279 OpenCV with Visual Studio影像辨識處理 望熙榮, 望熙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286 jQuery外掛套件活用範例速查辭典 古籏一浩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293 Java SE 8懶人包 Cay S. Horstmann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309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完整版 姚瞻海, 劉齊光, 陳鞠伎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40323 Final Cut Pro X活用萬事通: Mac影音剪輯一本就學會!蘋果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347 Docker編配的奧義 Shrikrishna Holla作; 湯秉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354 數學!這樣準備保證上:升國中數學資優班考前衝刺秘笈數理資優研究團隊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0361 資料結構初學指引: 入門精要版 陳錦輝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0442 Are you ready for happiness: Don't let the paper tiger scare you off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20459 The right view: turning believers into bodhisattvas KhenpoTsultrim Lodro[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27300 臨終及死後的奧祕 張景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7317 臨終及死後的奧祕(簡體字版) 張景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0

喇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8771 極限: 微積分單元 謝良瑜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4092 不惑之惑: 於同生書藝求索集 於同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309 原子、輻射與輻射防護 James E.Turner原著; 朱鐵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16557 地底的王冠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564 夜半驚魂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571 千里追蹤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588 櫸屋之謎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595 黃色的臉孔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01 死亡的約會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18 鵲湖橋血案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25 吸血的母親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32 安樂村慘案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49 波宮祕聞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56 恐怖的三K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端運算應用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福圖書

雅圖創意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結構群文化



9789867216663 學校風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70 詛咒的魔犬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87 魔犬驚魂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694 獨腳怪人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700 惡魔島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717 夢幻諜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724 皇帝祕函失竊案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6977 小小孩的大大書 霍金斯伯斯坦文; S.Stock圖像公司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646028 多元學習創作繪本 李美華, 張晉霖文; 張山, 張正雄, 黃子豪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646134 動物啟思繪本 呂淑婉等原文編撰; Roberto Jones等圖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100 吾彊: 工程紀錄 林培元, 黃建祥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8161 異類懺悔之心聲 善德文化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4492 手機平板學韓語迷你短句—從「咯咯咯」(ㅋㅋㅋ)開始陳慶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華熊營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德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1011 Thumbelina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257 賣香屁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4007 心~思: 臺灣國寶牛樟芝: 葉勝輝作品集 葉勝輝, 蔡清鈿作 平裝 1

9789869184014 輔仁大學民生學院二十周年院慶: 臺灣國寶牛樟芝藝術與食品發表會專刊柯立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3407 生活中你所不知的神靈作為 陳文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5694 基本電學實習: 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700 機電識圖與實習: 職業學校動力機械群 吳清炎, 李建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793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王明燦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618 技術高級中學 一般科目藝術領域: 音樂(丙級) 梁秀玲, 柯瓊瑢編著 平裝 1

9789866255854 數位邏輯(技術高級中學電機與電子群). 104年審定版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854 數位邏輯(技術高級中學電機與電子群). 104年審定版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861 普通高級中學音樂. 二(丙版) 梁秀玲, 柯瓊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908 產品幾何技術規範(GPS)標註與應用 張木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908 產品幾何技術規範(GPS)標註與應用 張木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915 基礎圖學(技術高級中學設計群). 104年審定版 吳清炎, 李建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勝輝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甦醒



9789866255922 機件原理(技術高級中學動力機械群). 104年審定版李平雄, 黃郁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922 機件原理(技術高級中學動力機械群). 104年審定版李平雄, 黃郁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939 機件原理(技術高級中學機械群). 104年審定版 李平雄, 黃郁婷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939 機件原理(技術高級中學機械群). 104年審定版 李平雄, 黃郁婷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946 機械力學(技術高級中學機械群). 104年審定版 陳崇彥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946 機械力學(技術高級中學機械群). 104年審定版 陳崇彥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953 電工概論與實習(技術高級中學動力機械群). 104年審定版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4596 書經密碼 侯立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93756 哲學美學宗教 候立朝著 增修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705 寶石珊瑚藝術之美 畢庶強總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9200 愛情騙子心理測驗指數大公開 艾莉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217 小花,過來 岑文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224 深層心理測驗讀心術 羅沅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231 千奇百怪的自然與玄奇世界 張鈺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248 趣味玩成語填空遊戲. 基礎篇 郭彥文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19255 真心話大考驗 葉汶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景興珊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7

博學



9789865819262 皇朝懸案啟示錄 蕭嘉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279 逆轉青春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330 讓人驚奇的世界民俗風情 朱崧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477 那些聳人聽聞的離奇巧合事件簿(攜帶版) 阿摩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19460 領隊專用: 人氣指數破表的家庭遊戲夏令營(攜帶版)路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484 真心話大考驗. Part 2 葉汶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491 別嚇到,千奇百怪的動植物大集合! 朱崧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07 夢境,潛意識想告訴你的事 李長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38 推翻那些你曾信以為真的歷史 張中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45 測試,你的腦力剩多少: 最好玩的機智遊戲王(攜帶版)李元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52 超驚奇!世界奇人異事大搜密! 余沛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76 被時空遺忘的古文明: 從何開始,從何消逝 阿摩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83 ID戀人: 危險戀愛事件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90 超現實夢境: 顛覆你所認知的常理 李長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06 風水輪流「賺」: 搞定職場風水,也搞定了荷包 施如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13 繁華不再: 和平背後的殘酷歷史之謎 張中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20 地表大探險: 認識世界的地理奇觀 王捷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37 住宅學問大: 改善居家品質的風水學 施如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44 命中注定會轉運: 命由天定,運由己生 陳德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51 照照鏡子吧!從面相瞭解自己的運勢 陳德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68 到星星島去做客: 奇幻的天文故事 王捷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75 奇思妙想: 培養孩子創造能力的150個思考遊戲 喬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82 開店絕對要懂的風水二三事 施如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699 魔鬼之域: 只有消失的人才知道的謎底 阿摩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729 聽說這種手相的人很有錢?!: 一看就懂的手相學陳德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736 宋代男人很吃香: 還原最真實的歷史真相 邱本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743 比福爾摩斯還聰明的化學偵探: 燃燒吧!冰塊 陳韋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750 這樣也可以?香蕉皮不只能絆倒人 趙雨涵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9303 浪漫的地理: 藝術家田野調查暨展演計畫 葉佳蓉, 良知曉, F. Atsumi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8407 菩薩學戒法本 常安慧光阿闍梨編篡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4858 西畫. 2012 西畫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8774889 骨董. 2013 骨董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8774896 書畫. 2013 書畫.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043700 骨董. 2014 骨董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043717 西畫. 2014 西畫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043724 書畫. 2014 書畫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043748 般若沉香: 江曉沉香雕刻藝術 江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5340 震撼1987: 臺獨勢力的崛起 林樹枝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21842 柯p大戰惡魔黨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1859 反黑箱課鋼ING: 這個夏天,我們的戰鬥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費邊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游擊工作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菩薩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4312 我的遜咖日記單字本 李苔甄, 吳碩禹作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6104510 野林守護戰 科林.麥洛依(Colin Meloy)作; 卡森.艾利思(Carson Ellis)繪;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527 遜咖日記: 公路旅行落難記 Jeff Kinney作; 賴慈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04534 野林地下城 科林.麥洛依(Colin Meloy)作; 依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541 三腳征服者. 1, 白色山脈 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作;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558 三腳征服者. 2, 金鉛之城 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作;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565 生命的計算方式 小山薰堂文; 沙基.布勒奇圖;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04572 野林繼承者 科林.麥洛依(Colin Meloy)作; 卡森.艾利思(Carson Ellis)繪; 陸篠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589 怪咖少女事件簿. 5, 專欄作家奮鬥記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04602 三腳征服者. 3, 火焰之池 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作;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619 三腳征服者. 前傳, 三腳入侵 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作;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626 山羊島的藍色奇蹟 多利安助川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633 福氣烘焙坊. 2, 魔法烘焙師的巴黎冒險 凱薩琳.利特伍(Kathryn Littlewood)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640 Mei魅: 日本怪談誌 加門七海等作; 葉韋利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1736 iM打坐: 安然自在 恆長法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8820 構音及音韻障礙導論: 兒童語音障礙 John E. Bernthal, Nicholas W. Bankson, Peter Flipsen, Jr.著; 童寶娟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識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華嚴文化



9789865998837 創新教學,教學創新: 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創意教學方案與課程設計潘裕豐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844 老人健康評估 Joseph Gallo等編; 呂莉婷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851 環境高齡學: 提供老人優質生活處所 Graham D. Rowles, Miriam Bernard編; 龔玉齡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868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Conservation and devvelopmentMike Robinson等[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8875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Engagement and experienceMike Robinson等[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8882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ldentitiesMike Robinson等[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8899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mpacts,Communities and conflictsMike Robinson等[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8912 幼兒教保政策與法規 鄭博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8929 幼兒觀察評量與輔導 Janice J. Beaty作; 廖鳳瑞, 陶英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936 作息本位之早期療育: 藉由常規支持幼兒及其家庭R. A. McWilliam作; 黃藹雯, 康琳茹, 蘇慧菁譯 平裝 1

9789865998943 健康促進幼兒園模式之成效評價 蕭芳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950 資優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應用 郭靜姿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974 失智症整合照護 鄧世雄等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98981 頭頸部腫瘤語言與吞嚥復健: 臨床實用手冊 歐陽來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998 易卦名解 何國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06 長期照顧保險: 韓國模式論析 陳伶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13 幼兒園親師溝通實例 陳雅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20 自閉症兒童的體能遊戲與活動 Michelle Grenier編; 張正芬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37 幼兒、家庭與社區 顏士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44 學前融合班級經營理論與實務 張翠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51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習障礙、自閉症類群障礙、妥瑞氏症、焦慮症以及更多: 混合症候群的輔導指引Martin L. Kutscher, Tony Attwood, Robert R. Wolff作; 曹純瓊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68 定向行動 杞昭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99 鷹架學習、發展與評量 許家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4200 澳門殘疾人士體育初探之研究 郭忠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華騰全球數位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9281 阿鏜弦樂四重奏或合奏曲集: 第一小提琴分譜 阿鏜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298 阿鏜弦樂四重奏或合奏曲集: 第二小提琴分譜 阿鏜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04 阿鏜弦樂四重奏或合奏曲集: 中提琴分譜 阿鏜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11 阿鏜弦樂四重奏或合奏曲集: 第三小提琴作中提琴分譜阿鏜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28 阿鏜弦樂四重奏或合奏曲集: 大提琴(與低音提琴)分譜阿鏜作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9812 Ferns and fern allies of Taiwan: supplement Ralf Knapp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65105 學習大躍進: 孩子得高分的學習策略 王秀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6009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悟明居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6016 金剛經講記 悟明居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觀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貿騰發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鐘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3059 佛遺教三經念佛圓通章成佛之道偈頌附增注本: 自然音標(口語調).臺語.羅馬注音版釋達觀編註 精裝 1

9789868083066 菩薩e故事. 3, 佛陀e十大弟子 張春鳳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721258 擊金.生驥: 林良材個展. 2015 林良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37819 玩髮47變:圖解最流行的58款韓風百變編髮 王曉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32836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骨科部10週年紀念專刊顏政佑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6807 原心.本位: 朱為白.李錫奇雙個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84935 罪妻不下堂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上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腳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大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力根藝術



9789862885239 壞心眼廚夫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06 夫人掌舵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38 養隻暴龍變男神 亮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45 訓練上司當男傭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52 腹黑教授謀夫位 有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69 娶我吧王爺 子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76 投降吧世子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83 侍寢吧將軍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90 福妻反撲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06 仇人逼我嫁 芳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13 假妻算計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20 疼妻沒上限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37 竹馬的私房菜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44 笨妻掌後宅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51 嫁你這麼難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68 大肚賢妃 心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75 桃花三品官 米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82 叛王家的小娘子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199 下城皇帝枕邊睡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05 奸臣是個妻管嚴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12 貴人老公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29 代嫁小資女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36 意外賺金夫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43 侯爺你被看上了 子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50 將軍快到我碗裡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67 娘子點爺來侍寢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74 續聘前妻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81 誘捕嬌妻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298 前夫爭寵 芳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04 奸商養成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11 巨賈調教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28 皇商管訓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2224 52個啟發學習的育兒妙招 祖川泰治作; 羅琇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248 0～24個月素食寶寶副食品營養全書 楊惠貞, 藍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255 10分鐘4步驟超簡單離乳食 YangJungsu（梁廷守）著; 賴芸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262 3步驟教出行為不脫序的孩子 廖笙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279 每天15分鐘，動出孩子的專注力 詹元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286 對兒子吼叫的媽媽,拿女兒沒轍的爸爸 鄭允京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200 瓊脂藝賞: 李文武沉香雕刻珍賞集 李文武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2289 古畫郵卡大全 蘇士哲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源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聖文天然木坊



9789865905828 初學者の第一本UV膠飾品教科書: 從初學到進階!製作超人氣作品の完美小祕訣All in one!熊崎堅一監修;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835 超圖解!個性&設計感十足の94枚可愛布作徽章x別針x胸花x小物BOUTIQUE-SHA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842 定食.麵包.拉麵.甜點.擬真度100%!: 輕鬆作1/12の微型樹脂土美食76道ちょび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859 全齡OK!親子同樂腦力遊戲: 完全版.趣味翻花繩大全集野口廣監修; 主婦之友社編著; 黃立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866 超可愛の糖果系透明樹脂x樹脂土甜點飾品 CANDY COLOR TICKET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1979 學佛問答 仁千根上.釋心佛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67711 數位電子乙級術科使命必達(寫真Schematic版) 黃國倫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8411 旅遊規劃與設計 余曉玲, 張惠文, 楊明青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947 租稅申報實務 黃則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954 海洋教育 吳建忠, 彭思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961 生活科技 陳仰賢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978 CPLD全方位導引 黃國倫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68992 數學 張文亮, 王偉弘, 鄔正豪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69005 數位信號量測與分析: 邏輯分析儀之應用 柯南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012 微積分 張智立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9029 人類發展學 李淑杏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9036 產科護理學 周雨樺等編著 第七版 精裝 1

9789862369043 機構學 鄭偉盛, 許春耀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050 生理學 李玟青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067 化學 紀致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心佛園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文京開發



9789862369074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靜敏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2369081 財務管理: 理論與應用 曹淑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098 數學 張淑婉, 張太山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9104 臺灣府城經典: 導覽指南 潘世昌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111 初級日本語會話 葉正德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69128 設計群專業科目(一)總複習 黃芳謙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135 職場倫理 經觀榮, 王興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159 產科臨床實習手冊 巫曉玲, 謝淑清, 魏添勇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369166 護理學導論 屈蓮等合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2369173 美容衛生學 許德發, 徐珮清, 王素華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180 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汪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197 生物科技產業概論 王祥光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203 兩岸關係研究 邵宗海等編著; 張五岳, 彭思舟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210 旅遊規劃與設計 余曉玲, 張惠文, 楊明青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227 國際關係: 理論與應用 周湘華, 董致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234 護理研究過程與實務 胡月娟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241 管理數學 劉明德, 柳克婷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9258 基礎雙眼視覺學 陳揚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265 現代孝經倫理 陳光憲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272 蔬果切雕技法與盤飾 周振文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2369289 微積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微積分教學研究會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9296 品格品格: 當品格成為信仰 洪夢梓等編著; 陳光憲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302 印前製程(圖文組版項)丙級檢定學術科試題精析陳麗娟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2369319 職業安全與衛生 鄭世岳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2369326 基礎離散數學 黃中彥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333 不動產估價概要: 理論與實務 郭厚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340 生活禮儀 陳光憲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357 Quantum leap in English learning Gerald Wayne, Faith Yeh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364 初級日本語會話 葉正德著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369371 財務報表分析 曹淑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388 職業安全衛生 陳泓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395 數位電子乙級術科: 使命必達 黃國倫工作室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401 快學89S51-C: 新手上路 江戶川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418 工程數學 張傳濱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2369425 職業安全概論 鄭世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432 民法概要 徐憶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449 微積分 錢圓亮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456 飲食文化與鑑賞 林慶弧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463 流行病學 黃彬芳, 陳美伶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2369470 管理學 王士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9487 生物學 顏子玉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2369494 身體檢查與評估指引 陳翠芳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9500 生物學 朱錦忠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517 化學 陳彥賢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524 化學實驗. 環境保護篇 沈福銘, 廖明淵, 駱詩富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9531 病理學 王志生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548 光纖通訊與實習 張安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555 民主法治新論 黃坤山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562 電子學 葉倍宏編著 二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2369579 數位邏輯實習(九十八年課綱) 張無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69586 生活科技 張振華, 呂卦南, 黃秉炘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593 貨幣銀行學 陳志標, 張愛卿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609 芳香療法 吳奕賢, 程馨慧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616 食品感官品評: 理論與實務 劉伯康, 莊朝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623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試題精析 蘇美綺, 童麗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630 初級日本語會話 葉正德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369647 健康體適能與促進 張耿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369654 金融市場 陳志標, 張愛卿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661 職業衛生概論 鄭世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678 芳療保健實務職能認證 郭美貝, 吳立安, 張艾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685 簡明傳染病學 王凱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692 經濟學 曹淑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708 健康促進理論與實務 張蓓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715 智慧財產權概論 徐振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722 醫學英文 王凱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739 運動生理學 王鶴森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746 領導理論與實務: 品德教育與倫理教育 楊政學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760 毛詩韻讀 丘彥遂, 林淑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6455 心理學概論 鄧明宇, 李介至, 鄭凰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275 自動控制 張振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770 FPGA設計實務 張義和, 黃國倫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9784 工業配線丙級術科: 使命必達 張益華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9814 初級日本語會話 葉正德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2369821 免疫學 曾哲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807 基礎物理 卓達雄, 林煒富, 林旺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838 化學 林經綸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845 健康促進 許雅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852 工作研究: 方法、標準與設計 劉伯祥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869 人生哲學 孫嘉鴻等編著; 汪中文總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876 食品加工學 汪復進, 鄭明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906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 歷次術科試題暨解析彙整編陳淨修, 莊依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913 供應鏈管理 張簡復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920 美容醫學 蔡新茂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937 美容藥物學 張聰民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944 水土保持學 姜萬勤, 張新華, 舒仲英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9951 領隊導遊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等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2369968 視光藥理學 黃建才, 林穎志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975 綠色能源科技 鍾金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9982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產科護理學 孫瑞瓊, 吳淑美, 蔡金杏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2369999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病理學 朱旆億, 李進成, 郭雅雯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0006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賴志河等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0013 郵輪旅遊概論 呂江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020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護理行政 林素戎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0037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基本護理學 張玉珠, 王玉真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0044 科技與生活 蘇金豆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051 兩岸關係與政局 潘錫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075 觀光與休閒概論 孫武彥, 俞玫妏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099 數位邏輯實習. 2015版 張無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105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精神科護理學 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300112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內外科護理學 新文京編輯部, 林靜佩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4300129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兒科護理學 羅高文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0136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滿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0143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解剖生理學 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0150 行銷研究: 市場調查與分析 胡政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167 品牌管理: 廣告與品牌管理 胡政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204 電子學實習. I 杜肇申, 何啟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49016 高普考港務升資:航港法規(含概要)精準攻略 廖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023 高普考航運與港埠政策精準攻略 廖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0

送存冊數共計：120

鼎文



9789574549030 鐵路特考: 全圖解鐵路法(含概要)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047 銀行招考: 銀行英文精析攻略 王文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054 高普特考物流運籌管理 張世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061 銀行招考: 銀行五合一快捷上榜攻略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078 郵政招考: 郵政內勤四合一奪榜攻略 胡劭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085 高普考航海人員: 海事英文 周文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092 航運行政專業科目解題攻略大全 廖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08 記帳士五合一必勝攻略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15 鐵路特考: 運輸學大意精析 許博士, 理查曼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22 企管四合一專業科目題解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39 國營招考:國英二合一共同科目題解 周文蒂, 寧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46 高考地特: 一般行政專業科目完全題解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53 運輸學(含概要)申論題解析 許博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60 運輸學大意精析 許博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84 郵政招考: 營運職郵政法規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胡劭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191 郵政招考/國營事業: 民法(含概要)申論題型完全攻略胡劭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207 郵政招考: 企業管理申論題型完全攻略 畢斯尼斯編著 平裝 1

9789574549214 郵政招考: 經濟學申論題型完全攻略 平心編 平裝 1

9789574549221 郵政招考: 英文(中翻英、英翻中、作文及閱讀測驗)完全攻略沈凱莉編 平裝 1

9789574549238 郵政招考: 國文(作文及公文)寫作速成完全攻略 寧遠編著 平裝 1

9789574549245 商管群專業科目歷屆試題即時通 馬瑞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252 高普考 機關學校公文寫作與異樣解析 邱忠民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269 高普考國家考試公文得分技巧及寫作要領 邱忠民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276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數學B)歷屆試題即時通 馬瑞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283 農會國文(論文及應用文) 寧遠編者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290 銀行必備六合一題庫書 鼎文行家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054784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4807 高普考建築工程營建法規 We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814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李秉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4838 簡單搞懂耐震制震隔震 高山峯夫, 田村和夫, 池田芳樹合著; 邱榮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852 室內裝修材料施工作業實務 林明成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054869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876 向塔木德學做租屋達人 張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883 水電施工圖繪製實務手冊 林明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523 30歲前一定要懂的80個加薪祕密(全彩圖解版) 瑜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30 圖解家庭醫學調理大全 譚小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20770 作文滿級分大解密 王俊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61 圖解希臘神話大全 唐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78 新手必看的種花寶典 朱朝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85 全球背包客詢問度最高的45間曼谷創意旅館 Prewlo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92 常見病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06 腸胃病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13 追愛必勝!40條把妹全攻略 魔妮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37 圖解朱熹解易大全 (南宋)朱熹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51 30歲前,靠股票賺進3倍薪水 王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68 改變,才有成功的可能 官佳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75 嬰幼兒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詹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1333 Junior Jungle Beat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gram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91340 Junior Jungle Beat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gram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91357 Junior Jungle Beat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gram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91364 Junior Jungle Beat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gram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891388 Jungle Beat Child and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91395 Jungle Beat Child and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66805 Jungle Beat Child and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166812 Jungle Beat Child and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66836 Jungle Beat Enrichment Program 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66843 Jungle Beat Enrichment Program 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66850 Jungle Beat Enrichment Program 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166867 Jungle Beat Enrichment Program Johann DeBeer[作] 1st.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66881 行銷專業秘書人才認證題庫 臺北市外貿行銷專案經理人協會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166898 Blue chip. 1 Benjamin Johnson[作] 1st.ed 其他 1

9789869196604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作] 1st.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722085 臺灣珍藏善本叢刊. 古鈔本清代詩文集. 初輯 王國良等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2184 明代戲曲發展之群體現象研究 柯香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191 老子道德經憨山解,莊子內篇憨山註 憨山德清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5

新文豐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經史子集

送存冊數共計：13

新月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10008 酒田戰法當沖:併購與分拆：波上魔術師接火棒出井申城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10022 珍珠珊瑚琥珀-白銀比: 只有一個人像朝聖者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039 寶石的合成與鑒定: 如何把大象關進冰箱裡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046 鑽石與黃金: 公主與月亮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053 融資融券加倍利: 蘋果掉下來牛頓還在睡 佛勒格(Stanley Flug)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060 古玉古董紋飾器形: 增值: 抓住機會女神的翅膀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077 酒田戰法K線圖: 做對: 81條市場獲利公式 八城政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084 五輪書K線兵法: 三宅一生與三勢一生 羅貝爾(Alfred Rodbell)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091 RSI與乖離率: 尼爾森進退場17條守則 金恩(Nicholas King)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107 翡翠與古玉: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114 祖母綠與水晶: 一個成熟男子的標誌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121 道氏理論K線: 21世紀散戶資本論 白邦瑞(Karnit Pillsbury)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138 紅寶石 藍寶石: 蘇富比: 麥琪的禮物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145 摸骨神相要訣: 李嘉誠: 偷看命運的答案 清河新藏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152 七大貴重寶石: 卡拉富: 變石與貓眼石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0169 翡翠玉石鑒賞: 有三種東西是藏不住的 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8318 鶯歌瓷仔故事講袂完. II, 戰後發展篇 楊國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64717 新北市中華花藝特展 新北市中華花藝協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新北市大嵙崁溪環境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中華花藝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9003 志選曲 方學文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5048 臺灣抽籤文化傳真: 英漢觀音籤詩100首 史宗玲作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0341 發展心理學 David R. Shaffer, Katherine Kipp作; 張心戊, 林淑玲, 李明芝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457 餐旅與觀光行銷 Alastair M. Morrison原著; 張文賢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761 物理學. 力學與熱學篇 Raymond A. Serway, Chris Vuille著; 謝明君, 翟大鈞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792 The principles of physics: a calculus approach Raymond A. Serway, John W. Jewett Jr., Shang-fang Tsai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40808 The principles of physics: a calculus approach Raymond A. Serway, John W. Jewett Jr., Shang-fang Tsai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40778 物理學. 電磁學與光學篇 Raymond A. Serway, Chris Vuille著; 謝明君, 翟大鈞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891 微積分 Peter Kuhfittig著; 王景南等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40914 工程統計: 導讀本 Jay Devore, Nicholas Farnum, Jimmy Doi原著; 吳榮彬導讀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976 心理學導論 Susan Nolen-Hoeksema等原著; 危芷芬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007 Listening point Tim Budden[編]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2014 Listening point Tim Budden[編]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32038 Listening point Tim Budden[編]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632021 有機光譜學 Donald L. Pavia等原著; 林子超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045 現代觀光 Stephen J. Page, Joanne Connell原著; 尹駿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052 熱力學 Kenneth A. Kroos, Merle C. Potter原著; 李基禛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板橋高中藍帆志工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畹禾



9789865632069 總體經濟學 王銘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076 策略管理 Gareth R. Jones, Charles W. L. Hill, Melissa A. Schilling著; 朱文儀, 陳建男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083 健康體適能 Werner W. K. Hoeger, Sharon A. Hoeger原著; 鍾秀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090 Applied calculus James Stewart, Daniel Clegg, Hung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106 行政學: 公部門之管理 Grover Starling原著; 陳志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113 兒童心理諮商: 理論與技巧 Donna A. Henderson, Charles L. Thompson原著; 王亦玲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120 幼兒健康與安全: 含營養與健康的概念 Lynn R. Marotz著; 鍾志從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137 Successful business writing Joseph Henley[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2144 Successful business writing Joseph Henley[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121593 Managerial Statistics Gerald Keller作 平裝 1

9789865840358 Modern business statistics Gerald Keller[作] 平裝 1

9789865840440 電機機械: 原理、應用與控制 Dino Zorbas原著; 陳雙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884 Calculus: an applied approach Geoffrey C. Berresford, Andrew M. Rockett[作] 平裝 1

9789865840945 行銷管理 Louis E. Boone, David L. Kurtz原著; 張文賢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952 Biological chemistry Mary K. Campbell, Shawn O. Farrell[作] 平裝 1

9789865840969 能源概論 Richard A. Dunlap原著; 莊瑞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6302 來自織女星座的訊息: 詩與書法交織的視界 許世賢著; 林隆達書法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6326 生命之歌: 許世賢心靈符號詩集: 朗讀天空 許世賢著 平裝 1

9789868846333 這方國土: 許世賢心靈符號詩集: 臺灣史詩 許世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447 星耀學園: 赤狼的戰歌 宴平樂著; Animen原案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尼曼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31

新世紀美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1102 建國1百年: 臺灣新百壺 張繼陶等七十一人作 精裝 1

9789868981119 臺灣新百壺精選輯 呂嘉靖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1126 臺灣新百壺精選輯 呂嘉靖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7504 典藏俄羅斯 美麗心境界: 發現俄羅斯遠東繪畫藝術陸正宏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947511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王豫蘭和她所影響的世代 陸正宏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1759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 黃安正, 張忠義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56374 企劃種子專題競賽. 2015 義守大學國際商務學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75164 大手印之鑰: 修心儀軌講授 多識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守大學國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當代喜瑪拉雅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當代陶藝館



9789868275188 中觀: 奧義詳解 多識仁波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275188 中觀: 奧義詳解 多識仁波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7118 閱讀馬森. II, 馬森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廖玉如, 廖淑芳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9907 花緣美術館: 風華覺起．中華花藝與佛教藝術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230945 The nature loving wonderland Wang Tzu Kuang[編] 平裝 1

9789864230969 人類的生存之路 汪慈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30983 知識信仰 汪慈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2029 新竹市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作品聯展暨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101年駱芳堅等編輯 精裝 1

9789868482036 新竹市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作品聯展暨巡迴展. 103年駱芳堅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竹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地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中華花藝推廣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1047 四季風情: 新竹市美術協會會員美展專輯. 2015 江雨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0930 客家語言與文化深層探索卅二講 范文芳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7918 古雅寄鄉詩 李秉昇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3702 基督在我內生活: 新竹市聖保祿天主堂建堂六十週年特刊王振諧等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6901 臺語俗諺俚語集: 竹社鄉音班鄉音教材 洪玉良作 平裝 1

9789869196901 臺語俗諺俚語集: 竹社鄉音班鄉音教材 洪玉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57842 佛教三經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竹竹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竹市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聖保祿天主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婦女社大



9789577857989 大佛頂首楞嚴經(國語注音) 二版 其他 全套 1

9789577858009 家禮大成 呂子振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58016 一0一彩繪虎譜: 彩色鉛筆的奇遇 江豐明作.繪圖 1版 精裝 1

9789577858023 真武救劫真經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030 陽宅風水指南. 2015年 胡肇台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047 觀音靈籤100首典故及解析研究 清樂編著 1版 精裝 1

9789577858054 張三丰道學全書 張三丰原著; 李涵虛編纂 1版 精裝 1

9789577858061 九霄天上聖母真經(國語注音)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861 傑琪的麵包店 相原博之作; 足立奈實繪;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5878 反轉四進制 費德瑞.烏勒森(Fredrik T. Olsson)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885 跟著小說家的建築散步: 日本五大城、臺灣北中南的近代建築豪華之旅萬城目學, 門井慶喜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892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愛米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801 傑琪的腳踏車旅行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818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 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李晛瑞, 大衛.強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825 最後一個甜甜圈 法斯托.布里奇(Fausto Brizzi)著; 陳澄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67801 現代仁醫敎你幸福生,也要幸福死: 想要善終幸福死,請拒絕延命醫療川嶋朗著;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825 生命中的美好陪伴 黃建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849 食在安心: 江守山醫師的安心飲食手冊: 選購保存、清洗烹煮、聰明外食江守山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6967856 神奇的無痕刮痧: 無痛、安全又有效的居家刮痧DIY陳塗墻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6967900 疾病不一定靠「藥」醫: 劉博仁醫師的營養療法奇蹟劉博仁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自然主義



9789576967917 讓生病成為延年益壽的開始: 小病,刺激身體排毒自救,一生無大病!石原結實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924 無毒保健康2: 減法生活DIY 陳修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7948 公民很忙: 無名小神S伴隨柯P的484天 無名小神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962 轉轉腳踝百病消! 福辻銳記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986 顧好膝關節：1 分鐘關節囊矯正健康法 酒井慎太郎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006 情緒生病，身體當然好不了：黃鼎殷醫師的心靈對話處方黃鼎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013 破解癌症，身心靈整合療法：黃鼎殷醫師：一生無癌手冊黃鼎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013 破解癌症，身心靈整合療法：黃鼎殷醫師：一生無癌手冊黃鼎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020 省水、電、瓦斯50%大作戰!!跟著節能省電達人救地球黃建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037 1分鐘治好腰痛：50000人親身見證，最有效的腰痛改善法小林敬和監修;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044 體態,決定你的健康: 黃如玉醫師的脊骨平衡完全手冊黃如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051 如何照顧失去老伴的爸媽?:居住.看護.心理.日常危機.醫療保險.「那一天」的準備河合千惠子監修;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068 筋股關節疼痛防治全百科 游敬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075 英國社會企業之旅: 以公民參與實現社會得利的經濟行動劉子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8113 松風畫會成立十週年專輯 蔡榮光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824 海陸客語用字 詹益雲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教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竹縣松風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9789860435191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邱乾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0435191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邱乾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226 鳳凰花開時 李魁賢編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49325 福佑二水的土地公 陳文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5118 聖吳甦樂會的教育傳承 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教育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7908 臺灣電視新聞臺現場直播流程再造之研究 張樹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7915 東森電視臺各部門領導型態、企業再造關鍵成功因素認知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張樹華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0307 升學主義: 12年國教真實揭露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葳邦媒體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技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話我家鄉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中華省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誠邦企管顧問



9789868870321 升學主義: 指考衝刺. 102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70338 升學導航: 甄選百科. 2013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0345 升學導航: 12年國教真實揭露. 103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0369 升學導航: 甄選百科. 104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0383 升學導航: 甄選百科. 105 黃偉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7100 跨越東西 葉民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49835 高野保光不設限の舒活住宅設計 高野保光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73 東北新幹線: 黑幕殺機 西村京太郎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10 大師如何設計: 讓陽光&空氣自然流暢好住宅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作; 闕韻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34 大師如何設計: <>的翻修裝潢建議 各務謙司, 中西ヒロツグ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41 有機無農藥的豐收秘訣 西村和雄監修;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58 這不是我知道的日本戰國史 加來耕三作;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65 永遠的蕭邦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72 建築師的透視圖上色STEP 山本洋一編著;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89 人氣酒吧賣創意!特調飲品&調酒 永瀨正人編著;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96 日出前開始做麵包 城田幸信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004 大師如何設計: 立體圖解木造建築 株式会社工クスナレッヅ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10011 大師如何設計: 綠機能庭院配植技巧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作;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028 溫柔手編織!最呵護寶寶的衣服&小物 寺西惠里子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035 德國家庭幸福烘焙筆記 門倉多仁亞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圓明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昇文化



9789864010042 佛陀陪你練習不生氣 蘇曼那沙拉作; 郭玉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059 活得年輕?活得長壽?兩位名醫大激論 南雲吉則, 白澤卓二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066 東大醫學博士腸內革命 藤田紘一郎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073 排隊店的水果甜點在家做 辰巳出版株式会社編集部編著;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080 不施肥,不打藥!蔬果照樣大豐收! 竹內孝功作;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097 室內外建築攝影&修圖最高技巧 細矢仁作.攝影;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03 妳怎麼又變可愛了? 神崎惠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10 低卡零掙扎宵夜麵 夜麵俱樂部編著; 闕韻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27 讀書應考の鬼原則 板野博行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34 今天吃沙拉! 野口真紀作;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41 低熱量戚風蛋糕: 天天吃也不發胖! 中島志保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58 無奶油甜鹹餅乾: 低卡少糖也好吃! 中島志保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65 大師如何設計: 205種魅力裝潢隔間提案 ザ.ハウス(The House)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72 無奶油瑪芬蛋糕: 當正餐也超健康! 中島志保作;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89 聽聽建築師們對著模型屋聊什麼? ondesign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196 大師如何設計: 136種未來宅設計概念 田園都市建築師協會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02 連續殺人鬼青蛙男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19 天才軍師.黑田官兵衛 不破俊輔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26 東京-神戶2小時50分: 雙重圈套 西村京太郎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33 昭和住宅 辻泰岳等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40 主廚法式料理在家做! 秋元櫻作;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57 大師如何設計: 5大風格住宅外觀範例 ザ.ハウス(The House)作; 謝逸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64 生生不息!盆栽種菜吃不完 岡井路子監修;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71 不執著: 身心靈排毒練習 蓮村誠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295 掌握「空.綠.水」: 畫出最美水彩風景畫 山田雅夫作; 蔣加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01 一期一會: 日本小鎮街道深度行旅 瀧山幸伸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18 咖啡館開店菜單完全提供300 永瀨正人編著;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25 住宅格局黃金方程式 飯塚豐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49 蔬食療癒月子餐 楊惠貞企劃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63 巧克力裝飾藝術: 極致技法集 水野直己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70 Start!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00 圖書館與著作權關係之探討 廖又生, 駱平沂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71575 長日將盡 石黑一雄作; 張淑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582 富豪哥教你的事,卑微人生の25條非常逆轉 丸尾孝俊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599 個人的體驗 大江健三郎著; 李永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605 討債少女修行日記: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榎本麻美作; 康逸嵐譯 平裝 1

9789862271612 美利堅物語 永井荷風作; 向軒, 侯紀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629 法蘭西物語 永井荷風作; 陸菁, 向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636 老妓抄 岡本加乃子著; 蕭雲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643 迷途鯨魚眼中的黃昏 窪美澄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650 迷途鯨魚眼中的黃昏 窪美澄著; 邱香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71667 人生的智慧 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著; 韋啟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674 渦蟲 山本文緖著; 周青泠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271681 沉思錄: 北大名教授何懷宏經典品讀 何懷宏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698 安妮的搖籃: 村岡花子的生涯 村岡惠理著; 阿翔, 鄭天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11 盛開的櫻花林下 坂口安吾著; 鄒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28 光國傳 冲方丁著; 郭家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42 水之肌 松本清張作; 吳奕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759 生死場 蕭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66 青鳥 重松清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73 教父 馬里奧.普佐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97 做我的奴隸 佐民修著;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新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7700 Tour: 影像巡迴日誌 陳彥奇攝影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4727 穗慶珠寶三十週年: 穗慶珠寶專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97546 浸會大學中日韓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鄧國光等作; 林慶彰, 蔣秋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7553 嶺南大學經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林慶彰, 李雄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932 六祖慧能與<>論著目錄集成 明生法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007 讀書、靜坐與身體: 理學工夫論之研究 王雪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36 萬卷高樓平地起: 我們在出版社實習的日子 王冠懿, 陳珮筑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43 春秋三傳研究論叢 簡逸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67 鏡子的背面 余岱宗, 應貴勇, 何君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74 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 姚榮松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81 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第八屆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國經學研究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98 傳統與現代: 竹塹學術三百年: 「第一屆臺灣竹塹學國際研討會」會後論文集李歐梵等作; 陳惠齡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304 說文句讀研究訂補 馬顯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311 臺灣兒童戲劇的興起與發展史論(1945-2010) 陳晞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399328 歷代竹枝詞選 李宏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342 袖珍型<>版梵音「楞嚴咒」暨<>課誦 果濱編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典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照玩行動文化事業



9789577399359 詩經中的生活 呂珍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373 新世紀的語文教育 亓婷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380 袖珍型<>版梵音「千句大悲咒」暨「大隨求咒」課誦果濱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397 並蒂詩林 徐世澤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403 詩經纂箋. 中 蔡宗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427 書寫在歷史的鞦韆裡 古添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434 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 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再版 平裝 1

9789577399441 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 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再版 精裝 1

9789577399458 李白詩歌龍意象析論 陳宣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2644 想望家園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92651 空間記憶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0279 害怕沒什麼大不了 柏納韋伯(Bernard waber) 著; 汪培珽譯 精裝 1

9789868610286 踢踢踢踢: 天寶 亞林莫賽文文; 布萊爾藍特圖; 汪培珽譯 精裝 1

9789868971509 餵故事書長大的孩子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1561 培養孩子的英文耳朵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1578 偷偷愛著你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1585 公雞公雞別叫了 諾克威斯特作.繪; 汪培珽譯 精裝 1

9789868971592 老皮,快放鞭炮 諾克威斯特作.繪; 汪培珽譯 精裝 1

9789869202701 還好,我們生了兩個孩子: 你願意辭職回家帶孩子嗎?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9681 烈焰: 閱讀札記 楊照著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029698 哼著Bossa Nova,遊南美: 老黑&Olivia的懶人大旅行. PART. II田臨斌, 洪小咪著 平裝 1

9789869206105 夢迴南詔 施寄青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15523 小公主的青春期成長魔法 李福英文.圖;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5769 幽靈酒店. 4, 神所允諾的願望 酥油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936 當第一次遇見 Dream cartoon圖.文;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6049 Why?. 5, 歐洲的成立與發展 Grimnamu著.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6087 不一樣的哥哥 高廷旭作; ; 宋辰憲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01984 幼兒教保概論 王建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1991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總複習 王盈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102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社]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119 女裝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馮家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126 幼兒健康與安全 陳美燕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133 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總複習 顏仲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140 剪髮展開圖大解碼 洪銘南, 林佳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群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群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48038 國民求職口試超值便當 張力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106 撲馬老師開講刑法分則Q 撲馬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175 民法: 金鑰 伊歐, 陳者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199 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205 董謙老師開講 公司法: 創 董謙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29 刑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236 與民法有約 解題趣. 總則篇 苗星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43 莫穎老師開講: 刑事訴訟法: 潮 莫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250 海洋法: 破題書 林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67 3Q民法總則: 破題書 常揚, 鮑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81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Q&A 保成名師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3548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6093555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6093562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6093579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3冊 1

9789866093586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4冊 1

9789866093593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5冊 1

9789866093609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6冊 1

9789866093616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7冊 1

9789866093623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8冊 1

9789866093630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9冊 1

9789866093456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圓音有聲

新保成



9789866093647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20冊 1

9789866093463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093470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3冊 1

9789866093487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4冊 1

9789866093494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5冊 1

9789866093500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6冊 1

9789866093517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7冊 1

9789866093524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8冊 1

9789866093531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第9冊 1

9789866093661 日常老和尚重要思想集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093678 論語淺釋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93685 論語淺釋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93708 孝經淺釋 日常老和尚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93715 孝經淺釋 日常老和尚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93739 希求一切智智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第二刷 平裝 1

9789866093746 歷事練心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第二刷 平裝 1

9789866093753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講記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三版第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93760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講記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三版第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93777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講記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三版第二刷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4805 屏東阿拔泉庄乁故事: 高樹鄉源泉村誌 林俊宏, 陳耀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品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30

源泉村村長辦公室



9789868786080 王玉平: 臺北.北京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6097 葉子奇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903 許哲瑜x袁志傑完全攻略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910 昭和時代男子漢 楊季涓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927 工作史: 盧皆得 楊季涓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934 王玉平北海岸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75941 我們是否工作過量. I, 工作手冊 龔卓軍, 林怡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958 我們是否工作過量. II, 田野敘說 龔卓軍, 林怡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965 董陽孜作品集: 觀易 精裝 1

9789868975972 蕪境遊牧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989 黃本蕊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996 徐冰: 從天書到地書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124 董陽孜作品集: 老莊說 廖舒寧責任編輯 精裝 1

9789869058131 林彥瑋LIN Yen Wei. 2011-2014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148 劉小東在印度尼西亞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8155 郭思敏.內照空間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179 賴志盛 這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4807 "義美"臺灣真情!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192 麻瓜不挫敗，通靈一學就上手 威廉.修伊特(William W. Hewitt)著; 李芸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500 天哪!不會是卡到阿飄吧?!: Eddie老師教你用自我檢測和保健之道,向擾人的能量說掰掰!唐源笙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義美食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69138 獵殺系列: 電子學 劉明彰, 劉強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69190 JAVA程式語言設計初探 卓立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69688 管理學課堂的體驗學習工具書 黃衣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770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結合綠能元件組裝與設計柯玲琴, 何瑞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909 餐旅資訊管理系統 許興家, 劉聰仁, 黃啟揚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0238 商用統計學 徐明, 張偉, 喻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788 電磁學與電磁波的理論及應用 李長綱著 十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0795 電磁學與電磁波的理論及應用 李長綱著 十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68469 試題大補帖: 電機機械. 2015 陳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68698 試題大補帖: 工程力學. 2015 張皓, 祝裕, 姜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849 試題大補帖: 自動控制. 2015 韓特, 張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856 試題大補帖: 熱力學. 2015(99-103試題) 李祥, 姜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863 試題大補帖: 流體力學. 2015 李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887 試題大補帖: 機械設計. 2015 祝裕, 姜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894 試題大補帖: 機械製造. 2015 莊伯, 施宇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900 公職人員(高普特): 本國文學概論 李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0924 分子生物學 高宇編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0931 試題大補帖: 資訊管理. 2015(101-103年試題) 吳鋼, 林偉, 郭正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962 試題大補帖: 資料處理. 2015(99-103年試題) 林偉, 吳鋼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986 經濟賽局與應用 李陳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993 銀行招考試題大補帖(綜合科目). 2015 李揚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006 試題大補帖: 工程數學. 2015(99-103試題) 程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013 臺北城市發展與政經產業變遷 林君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020 當牛頓力學創e科學營碰上數位學習 柯玲琴, 何瑞峰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鼎茂圖書



9789863451037 試題大補帖: 電子儀表概要. 2015 余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044 試題大補帖: 電路學. 2015 劉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051 試題大補帖: 基本電學. 2015 余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075 試題大補帖: 通訊系統. 2015(99-103試題) 項揚,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082 餐旅服務業行銷 Ronald A. Nykiel原著; 何旻娟等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099 旅館房務部營運與管理 Margaret M. Kappa, Aleta Nitschke, Patricia B. Schappert原著; 黃秀珠, 張志豪, 奇果創新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105 餐飲營運管理 Raphael R. Kavanugh, Jack D. Ninemeier原著; 林智芳, 陳國勝, 奇果創新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112 地獄與天堂: 犯罪經濟學 蔡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129 試題大補帖: 經濟部新進職員(機械類). 2015 李祥, 張皓, 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136 試題大補帖: 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 2015 余宏, 孫廷, 劉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143 試題大補帖: 電子學. 2015(102-103試題) 李元, 劉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150 試題大補帖: 電磁學. 2015(99-103試題) 李長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167 試題大補帖: 半導體工程. 2015(99-103試題) 袁大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174 試題大補帖: 文化行政類. 2015(103年試題) 洪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181 探討ATP與WTA職業網球選手績效評估與影響變數之研究林志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204 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邱晨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211 銀行招考試題大補帖(共同科目). 2015(102-103年試題)謝玹, 凱西, 李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228 試題大補帖: 輸配電學概要. 2015(99-103年試題) 李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235 試題大補帖: 電力系統. 2015(99-103年試題) 李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259 試題大補帖: 環保技術類. 2015(103試題) 王瀚, 石濤, 劉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266 試題大補帖: 環境工程類. 2015(103年試題) 王瀚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273 試題大補帖: 計算機概論. 2015(102-103年試題) 劉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280 Actionscript 3.0程式設計初探. 2015 卓立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297 建築防災工程之消防配管施工概論 花文龍, 劉永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303 試題大補帖: 經建行政類. 2015(102+103年試題) 蔡琳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310 試題大補帖: 統計類. 2015(102+103年試題) 周詳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327 災害防救法規體系與實務運作 李清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341 試題大補帖: 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 2015(91-103年試題)余芯蕙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358 試題大補帖(共同科目)國文 英文. 2015(90-103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365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環保行政類). 2015(103年試題)王瀚, 劉力, 陳賢舫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372 犯罪偵查實務 呂明都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3451389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基準導讀與解說 陳火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140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一般行政類). 2015(103年試題)高仲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41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一般民政類). 2015(103年試題)高仲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426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人事行政類). 2015(103年試題)高仲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43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戶政類). 2015(102-103年試題)高仲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44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共同科目). 2015(103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501 離散數學考題精解. 104年 林立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1525 郵局考試. 2016: 試題大補帖(專業職(二)外勤)(99-104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532 郵局考試. 2016: 試題大補帖(專業職(二)內勤)(99-104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617 警察考試. 2016: 試題大補帖(行政警察人員)(102-104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8526 掌握行銷新趨勢你不可不知的網站流量分析 鄭江宇, 張佳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5407 聖約翰科技大學機光電技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3黃永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65421 聖約翰科技大學機光電技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4黃永明, 羅玉林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65445 聖約翰科技大學機光電技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5黃永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義美聯合電子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5

新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約翰科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31161 微曦 馮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31178 慈悲與寬容 李登輝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31185 杜十三主義 杜十三作 其他 1

9789862731192 報恩一途: 白永傳回想錄 白永傳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1678 天然食物診斷書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0756 盛艷紅塵 賴珮竹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30571 鑲嵌藝術馬賽克傳承 林俊成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7306 充滿致命魅力的國民初戀情人: 李鍾碩 匯展文化編輯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313 潮到爆!韓樂之王BIG BANG! 匯展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320 養胎不養肉!: 蔡君茹教妳越吃越瘦 吃出完美女王肌!蔡君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匯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苑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書人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慈音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837 獨佔金宇彬: 黑馬王子星路歷程完全收錄 C. K. 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851 女人可以活得比男人好: 跟著嘉愛聰明過生活 胡嘉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06763 陳納德將軍與中國 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著; 陳香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870651 The truth be told ChihMing(Ryan) Chung, Jeanne Raudensky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70668 太上清靜經 林文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93807 奧修禪塔羅: 禪宗超凡的遊戲 奧修(Osho)原著; 謙達那(Chand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3814 奧修禪塔羅: 禪宗超凡的遊戲 奧修(Osho)原著; 謙達那(Chand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3821 畢達哥拉斯 奧修(Osho)原著; 謙達那(Chand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8693838 畢達哥拉斯 奧修(Osho)原著; 謙達那(Chand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8693845 查拉圖斯特拉: 一個會跳舞的神 奧修(Osho)原著; 謙達那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693852 查拉圖斯特拉: 一個會跳舞的神 奧修(Osho)原著; 謙達那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693869 生命的遊戲 奧修(Osho)原著; 謙達那譯 修訂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奧修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傳記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晟

送存冊數共計：3

傳真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34882 只有香如故: 林義雄家書 林義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1334899 只有香如故: 林義雄家書 林義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1335360 也追憶似水年華:永不中斷的追尋從臺大到臺灣洪三雄, 陳玲玉口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377 英語會話偷呷步: 捨棄八成單字,三天流利說英語青木yuka, 星野由美作;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384 見過死亡深淵的人: 福島核電廠員工奮戰500天紀實門田隆將著; 張明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391 櫻子小姐的腳下埋著屍體. 2, 夏天、白骨、石榴夜叉太田紫織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07 敬!我們的美味人生: 貴婦奈奈X藍帶主廚,從12個精彩人生慢燉出的暖心料理貴婦奈奈, 滕有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07 敬!我們的美味人生: 貴婦奈奈X藍帶主廚,從12個精彩人生慢燉出的暖心料理貴婦奈奈, 滕有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14 跟著來貘One More, Two More: 一事無成宣導手冊馬來貘cher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35421 換一雙眼睛散步去: 跟11位專家在日常風景中找到驚奇亞莉珊卓.霍洛維茲(Alexandra Horowitz)著; 黃煜文,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38 成功不是靠奇蹟,而是靠累積: 22則成功故事,讓人生充滿驚奇戴晨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38 成功不是靠奇蹟,而是靠累積: 22則成功故事,讓人生充滿驚奇戴晨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45 相信你值得幸福 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45 相信你值得幸福 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52 決戰王妃. 4, 繼承者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張靜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52 決戰王妃. 4, 繼承者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張靜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469 漫畫中醫經絡篇: 按對穴位,就能擺脫惱人的痠痛羅大倫, 于春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476 櫻子小姐的腳下埋著屍體. 3, 秋雨、校慶、你的謊言太田紫織作; 吳天利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70442 哲學家們都幹了什麼? 林欣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96 貓奴教戰手冊 新居美由紀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602 法式廚藝: 從基礎開始的法式料理講座 安藤裕康, 古俣勝, 戸田純弘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2

楓書坊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7

圓神



9789863770619 舒適居家解剖圖鑑 大島健二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626 終極模型技術教學: 現代AFV模型徹底攻略 アーマーモデリソグ作; 許嘉祥,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633 油畫自學教科書 上田耕造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640 咖啡小日子 廣野雄治作; 鄒玟羚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70657 小型犬專業造型教科書 田中美惠子, 川田惠子, 池田豐子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664 圖解火砲 水野大樹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688 和向野早苗一起做淑女風拼布包 向野早苗作; 蘇月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695 與達西先生共進晚餐 潘.佛格勒作; 玉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01 交換畫記 飛樂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18 一邊畫,一邊做,玩創紙雜貨 カモ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25 上吧!漫畫達人必修課: 自創超人氣角色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3107 萬能科技大學創新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第七屆萬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203138 創新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八屆萬能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203190 創新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第九屆萬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30029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30043 化妝品基礎化學 張效銘, 趙坤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050 工程科技英文: 實務與演練 董紫儀, 白姝玉合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630067 促銷活動管理 王又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074 人身保險: 人壽保險、年金與健康保險 陳彩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081 基本電學 吳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萬能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7504 玄宗古傳三十六形廢氣腫筋舒緩四按法: 實務經驗講述. 壹王瑞獅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67092 IOS 6程式設計實戰 朱克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7108 HTML 5 & CSS 3網頁程式設計 陳惠貞作 其他 1

9789862769386 用實例學Visual Basic 2012程式設計 陳會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462 Windows Server 2012 R2 Active Directory建置實務戴有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308 Creo (Pro/ENGINEER)基礎設計入門與實戰 劉錦江, 嘉航科技技術團隊作 其他 1

9789863474678 計算機概論. A 楊游勳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3475019 MOS PowerPoint 2013 國際認證應考教材 劉文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09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潘宏一, 廖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460 It's Django: 用Python迅速打造Web應用 袁克倫, 楊孟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484 Linux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定看得懂的Linux學習書趙鑫磊, 張潔原著; 劉勇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545 Photoshop設計不用靠天份: 7大設計師、64個案例帶給你的創意設計養成術Art Eyes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620 玩透樂高機器人MINDSTORMS EV3: 從入門、組裝到控制機器人的最佳初學與應用經典Laurens Valk原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682 跨平臺網頁設計與動畫製作超活用: Google Web Designer完全視覺化開發速成呂國泰, 吳佳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699 成為卓越程式設計師的38項必修法則 Pete Goodliffe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736 MOS Access 2013國際認證應考教材(官方授權教材/附贈模擬認證系統)王仲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743 實戰Excel財務會計工作現場 恆盛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774 Canon鏡頭使用指南 Jerod Foster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897 SEO搜尋引擎最佳化入門與實戰 吳澤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934 機器學習駭客秘笈 Drew Conway, John Myles White原著; 林威仰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傳家健康



9789863475965 樂高EV3機器人自造實戰: 從原理、組裝、程式到控制全攻略李春雄, 李碩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016 Android高效能多執行緒 Anders Goransson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030 The C++Programming Language國際中文版 Bjarne Stroustrup原著; 陳裕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047 C++並行程式設計實戰手冊 Anthony Williams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139 四軸飛行器自造手冊 Ark lab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146 Node.JS的九堂實作課 趙坤等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191 IPv6解析 Silvia Hagen原著; 柳百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07 威力導演13: 創意影音剪輯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14 Flash創意動畫DIY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21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45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2016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69 軟體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 顏春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6283 Photoshop CC完美呈現: 頂尖數位攝影師秘技大公開!Scott Kelby原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90 圖解設計師的色彩法則: 好的色彩布局是這樣構思的,95項你需要瞭解的事!Jim Krause原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313 MTA HTML5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手冊王仲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337 中文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5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344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5年版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351 MySQL新手入門超級手冊 張益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375 Scratch 2.0動畫遊戲與創意設計主題必修課 王麗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382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Excel必學圖表文淵閣工作室編者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429 自己動手寫CPU 雷思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450 Kali Linux滲透測試工具 陳明照作 其他 1

9789863476467 Swift程式設計實戰: 121個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朱克剛等作 其他 1

9789863476474 會做簡報就會製作跨平臺App: Smart Apps Creator超神開發術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481 3D設計for 3D列印超入門: Blender快速建模全書 江秉潤, 陳飛亨作 其他 1

9789863476498 Windows重灌x維修寶典專業版 蔡忠憲作 其他 1

9789863476504 Java SE 8與Android 5.x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476511 席捲攝影界之絕讚精選Photoshop&Lightroom影像編修楊比比作 其他 1



9789863476528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二, 櫃檯作業&清潔作業(瑋博pos系統)楊潔芝, 楊麗文作 其他 1

9789863476535 SQL Server 2014資料庫設計與開發實務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476542 Android初學特訓班 (第五版) (超人氣暢銷改版，適用全新Android 5)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476559 HTML 5、CSS 3、RWD、jQuery Mobile跨裝置網頁設計: 快速掌握建立電腦&行動網站的關鍵技術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573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術科 劉政鑫, 王嘉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580 Docker入門與實戰 楊保華, 戴王劍, 曹亞侖原著; 鄭淳尹, Docker.Taipei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610 跳脫框架: 影視剪輯的說故事技巧 Ross Hockrow原著;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627 iOS 8 Swift Programming錦囊妙計 Vandad Nahavandipoor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641 行動支付體驗設計: 針對行動商務的法則和最佳慣例Skip Allums原著; 鄭巧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658 管理資訊系統. 2016 朱海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665 iOS 8+Apple Watch程式設計實戰: 223個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朱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672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初學特訓班(中文介面增訂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3476689 創新科技設計: 基因組學、機器人學與物聯網的UX設計Jonathan Follett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719 Android 5.x App開發教戰手冊: 使用Android Studio開發黃彬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757 TQC+網頁設計認證指南Dreamweaver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764 水色物語: 讓畫作極具美感與生命力的水彩清透手繪技法丹青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795 資訊概論:從資訊科技應用培養邏輯思維能力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01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活用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Stephen Wendel原著; 莊惠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18 程式設計的解題策略: 活用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吳永輝, 王建德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70 關於影像編修: 攝影人你可以選擇Lightroom 楊比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894 TQC+基礎零件設計認證指南Creo Parametric 2.0 & SolidWorks 201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341 計算機概論A 楊游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358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術科 劉政鑫, 王嘉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365 2016管理資訊系統 朱海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389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396 HTML 5、CSS 3、RWD、jQuery Mobile跨裝置網頁設計: 快速掌握建立電腦&行動網站的關鍵技術陳惠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419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2016 陳惠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518 猛虎出柙雙劍合璧版: 最新OCA/OCP Java SE 7 Programmer專業認證段維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525 猛虎出閘尊爵版: 1ZO-858 OCP, JavaEE 5 Web元件應用程式設計師認證段維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549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國際中文版) Bjarne Stroustrup著; 陳裕城譯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5056 物料管理與供應鏈導論 黃惠民, 楊伯中, 謝志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079105 網路行銷: 理論、實務與CEO證照 欒斌, 陳苡任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2005 產業分析: 競合與策略 林錦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063 通路管理 劉典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070 應用統計學 張玉媚, 呂錦玫, 李仁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087 創新管理 陳瑜芬, 劉家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094 會展管理: 實務研討 洪肇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100 統計學: 觀光餐旅之應用 洪湘欽, 宋明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117 微積分 Bill Armstrong, Don Davis原著; 王牧民, 史青林, 吳裕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124 高等財務會計研究: 理論與實證 金成隆, 陳美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131 品質管理 李旭華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148 醫療品質管理: 理論與實作 呂執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162 審計學: 國際審計與確信準則為架構 陳耀宗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47179 研究方法 袁正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193 工業安全與衛生 鄭慶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209 機器元件設計 尤春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106 林章湖作品集 林章湖編輯 精裝 1

9789869014106 林章湖作品集 林章湖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溢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77

送存冊數共計：77

滄海圖書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4309 微風花草: 顏貽成個展. 2012 顏貽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0108 解讀楠梓天后宮時空膠囊 李淑芳, 林勝童作 平裝 1

9789869180108 解讀楠梓天后宮時空膠囊 李淑芳, 林勝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408 葉淑珍作品集: 悠遊美麗天地間 葉淑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1165 投資學: 基礎與應用 徐俊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1462 中級會計學 江淑玲著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5761479 銷售與顧客關係管理 巫立宇, 邱志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311 妙法蓮華經(英文版) 釋成觀英譯 初版 精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逍遙園譯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楠梓天后宮代天府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葉淑珍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奧茲藝術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9377 對自己好一點: 不要為難自己的44種心態度 秋本和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9368 初級英檢寫作 賴素如, Ian Crews聯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49375 中級英檢寫作 賴素如, Ian Crews策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600 考必勝英文文法 曾琦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617 一手掌握-形音義成語! 林漢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4600 鵝媽媽出嫁 楊逵著; 魏婉茹, 陳思安繪 精裝 1

9789868964617 鵝媽媽出嫁(繪本有聲書) 楊逵文; 魏婉茹, 陳思安繪 其他 1

9789868964624 壓不扁的玫瑰 楊逵文; 江抒涵等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903272 神機妙算易經大師的卜卦真訣 李鳳源作 平裝 1

9789578903289 洩漏天機星座大師的占星真訣. 1, 初級班 李鳳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3296 洩漏天機星座大師的占星真訣. 2, 中級班 李鳳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楊逵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意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華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7009 以愛為名: 王奕瑾.手札X寫真 王奕瑾撰文; 王毓雅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7085 從陰陽談起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0520 如夢: 周金華 王孝萱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941604 新營養師精華. 六, 食品衛生與安全 翁家瑞作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5941611 新營養師精華. 一, 營養學 蔡淑芳, 張琳, 郭秀蘭作 十版 平裝 1

9789575941628 最新病理學 曾岐元編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84317 噴火龍小食堂 劉思源文; 許瓊今圖 平裝 1

9789576084324 是誰偷走了池塘? 周琡萍文; 何雲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331 大花貓學表演 謝明芳文; 鍾易真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匯華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3

圓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惠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6502 魔髮 陳青靖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511 微跨境時代 Dave C, Michlle T, 廖俊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35528 聰明教!快樂學!: 一位美國總統學者獎的學習成長歷程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135535 網路微金融2.0 Dave C.等作 平裝 1

9789869135542 數位攝影技術完全學習手冊 尚奇數位作 平裝 1

9789869135559 創造外匯市場絕對報酬: MT4全自動交易解密 周宏恩作 平裝 1

9789869135566 以PMP觀點: 專案經理工具箱 李育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4333 證券與稅務法令手冊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00142 再也不怕黑心油!: 123道氣炸鍋料理安心用 祐成二葉, 高澤紀子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227 跑步障礙改善BOOK 鈴木清和監修;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241 圖解內臟功能百科 水嶋昭彥作; 岩川愛一郎監修; 陳韻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302 你的處方箋: 克服高血壓 苅尾七臣監修;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資誠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靖粧整體造型美學



9789863700319 無師自通. vol.7, 面部五官超精解析 任琪, 李晉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333 你的處方箋: 有效自我控制腎臟病 富野康日己監修;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340 荻山和也的麵包機神技 荻山和也作, 吳冠瑾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357 無師自通. vol.8, 人物頭像超精解析 任琪, 李晉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364 女孩來畫畫: 畫出時尚新點子 Antonia Miller作; 王翎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5528 心的途徑: 誠實面對自己,體現圓滿生命 劉榮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65580 飛翔吧!蒲公英 世界和平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2238 覺醒印象: 概念畫集. 第一部, 心之深 吳傳浩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2245 全方位旅行家 姚豪杰(揪咪Jom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2252 打開背包客行囊: 質感旅行全面進擊 陳岳賢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4313 英文寫作漏洞,標點符號這樣用! Virginia Lan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4320 正面療癒力聖經: 關係悲劇.財富匱乏.情緒危機.停止你的負面吸引力雷曼(Lemann)著; 王憶美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4344 創業錢要說清楚的事 朱建州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4351 新的家人,心的陪伴 萬通人力集團編輯群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4368 孔子偷偷教算命: 簡單學會看見未來 蓄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4375 正面思考語錄. 1 正面思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4382 黨正祺傳 黨正祺口述; 屠佳撰寫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581 愛欲修道院: 與得不到的戀人之間,十部情書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598 戀愛詔書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08 愛情教練場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零極限文化



9789869091084 光點臺灣: 教堂@村落 林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84 光點臺灣: 教堂@村落 林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91 憤怒吧! 史蒂芬.黑塞爾(Stéphane Hessel)著; 楊國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1091 憤怒吧! 史蒂芬.黑塞爾(Stéphane Hessel)著; 楊國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4205 數位癡呆症: 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 曼福瑞德.施彼策(Manfred Spitzer)著; 李中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212 我在沙烏地的工程傭兵生活 莊仲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229 英格蘭幻旅: 在那至綠的山丘 莊仲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9084 別讓焦慮住我家 李賢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29091 喜悅,從心出發 林火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8402 那就是直路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419 機不可失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1137 新的創造: 當代衛斯理神學 Theodore Runyon著; 林瑜玲, 曾念粵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01243 關顧受造世界: 基督教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羅伯特.貝瑞(R. J. Berry)編; 黃懿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380 跟隨耶穌: 作主門徒.更像耶穌(簡體字版) 導航會(The Navigators)著; 趙嘉蘭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6349 商業智慧深化應用: 落實企業績效管理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3775 月球是人造的?(中日英文版) 微塵小星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0368 臺灣新憲之必要性 新臺灣國策智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0375 <>立法建言 新臺灣國策智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0382 我們的經濟政策主張: 以創新驅動與進步價值建構臺灣新經濟典範新臺灣國策智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0382 我們的經濟政策主張: 以創新驅動與進步價值建構臺灣新經濟典範新臺灣國策智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0399 我們的經濟政策主張: 以創新驅動與進步價值建構臺灣新經濟典範(精簡本)新臺灣國策智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0399 我們的經濟政策主張: 以創新驅動與進步價值建構臺灣新經濟典範(精簡本)新臺灣國策智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6561 魚.漁.愚: 四十前集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15 難忘帥府園: 民國時期美術史料札記 沈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4088 川喜多橋之霧: 三十前集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達趣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臺灣國策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新銳文創

鼎新電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微塵工作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4412 見證大愛光的奇蹟: 俐絲的故事 黃俐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4429 偉大歌劇旋律 陳維慧編 平裝 第1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9507 珊瑚戀: 吳登居臺語詩歌選 吳登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9290 灰鴿試飛: 香港筆記 也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6713 遊戲解密: 我在電玩公司上班 車庫一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225 唯識新引 張尚德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2406 正見法會文本 慈蓮寺編輯組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蓮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解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達趣



9789863166429 佛門人生大智慧 洪丕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436 匠心獨具日本智慧 馮瑋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443 丹田呼吸大全集 健康人生研究會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450 李嘉誠能教你什麼? 劉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467 從50%到100%的改變力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474 安妮的朋友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481 細節決定健康. 男人篇 秦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498 細節決定健康. 女人篇 秦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504 孤注一擲 伊莉莎白.溫著; 江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511 安妮的幸福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528 正向思考致富之路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535 寧靜的智慧 蘇慧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542 漢江奇蹟韓國智慧 邵毅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559 一帶一路: 東南亞智慧 陳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566 從0歲開始的健康細節 秦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573 淡定的幸福 蘇慧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580 安妮的夢中小屋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5919 家庭優勢 安妮特.拉蘿(Annette Lareau)著; 李怡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926 高教崩壞: 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戴伯芬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933 奢華美學: 臺灣當代文學生產 劉乃慈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興西佛國



9789573012016 柯錦中◎佛神造像: 宗教藝術雕刻展專輯II 柯錦中, 柯坤良編輯 平裝 1

9789573012023 菜菜子の藝想世界. 2013 柯錦中, 柯坤良編輯 平裝 1

9789573012030 漆線雕聚寶瓶: (工藝之家)柯錦中漆線雕藝術 柯錦中, 柯坤良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51644 華人社會與文化 何修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1682 商事法導讀 陳麗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1699 企業併購案例評析 陳春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1699 企業併購案例評析 陳春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1712 刑法案例研習 黃惠婷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51729 趣味中文101+1. 諺語篇 盧廣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1736 行政基本六法: 法規判解輯要 李建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1743 國際公法導論 姜皇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1842 嬰幼兒的音樂欣賞 李玲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951866 中國民主之路 漆多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1897 信託法專論 葉賽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1941 如何開公司: 創業者教戰手冊 尤英夫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1965 醫療行為與刑事過失責任 盧映潔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696 家事審判與債務執行 許士宦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2740 勞動市場變遷與社會安全制度: 兩岸勞動法與社會法的比較林良榮, 孫迺翊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757 民法總則爭點整理 克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764 法律倫理學關鍵選擇 安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788 領隊導遊實務. 三 陶自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129 一試就上手: 超好用測驗題庫書: 稅務法規暨概要小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242 在一起要練習 嚴婉玲等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2953532 商業華語教學: 理論與實務 杜昭玫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學林



9789862954058 刑法總則 王皇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126 郵輪旅遊實務 呂江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133 稅法各論 柯格鐘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201 演說的技巧與指導 耿志堅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218 綜合法典 黃昭元等編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4225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三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4232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黃程國, 里昂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4270 刑法題型破解 雷洛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4294 中國古典短篇類型小說選 陳葆文等編著; 林保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300 憲法題型破解 姚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4317 行政法申論題滿分十大庫型 劉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324 身分法題型破解 大邁, 雷霸龍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4331 漢語音韻及口語表達 耿志堅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2954348 邁向成功的策略: 企業致勝策略實務指引 王伊格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355 新學林分科六法: 民法 陳忠五主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4362 解構智財法及其與競爭法的衝突與調和 劉孔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379 通訊傳播法研究. 第一卷 劉孔中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386 記帳士法典 戴銘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409 勞動社會法題型破解 爾畢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416 多用圖法典: 保險法 格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423 公司法爭點整理 李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430 1試就上 孫宥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4447 刑事訴訟法實務必考熱區 孫宥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454 二十一世紀憲法國家之新挑戰: 憲法解釋與環境國家陳慈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461 證券交易法關鍵選擇 辰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4478 票據法題型破解 吾猛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485 法學發展新趨勢: 司法、財經、科技新議題 施茂林等作; 吳尚儒, 張智聖, 謝如蘭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508 民法總則題型破解 綺夢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4508 民法總則題型破解 綺夢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4515 人民參審與司法改革 林裕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539 實務必考熱區民事訴訟法 巧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546 哲學方法論 彭孟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553 思考方法 彭孟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560 醫療行為與刑事過失責任 盧映潔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591 未來十年全球趨勢 陳春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607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954621 華語文跨文化溝通教學: 理論與實務 黃雅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19867 全方位生活華語 王曉鈞等合著 一版 其他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8226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22, 歐洲中世紀戰衣 蓋瑞.恩伯頓作; 王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233 圖解拿破崙時代: 武器.防具.戰術大全 株式會社レッカ社作; 黃昱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240 跟朴老師學優雅又可愛的韓系插畫 朴惠善作; 馮燕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257 機動戰士鋼彈AGE: 機械&世界觀設定資料集 雙葉社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264 黑田官兵衛 雙葉社作; 蕭辰倢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15827 穢跡金剛的教理 普力金剛上師著 平裝 1

9789578815834 民法債編各論 林誠二著 二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8815841 債編各論新解: 體系化解說 林誠二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瑞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9

楓樹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518 靜思語(中英日西典藏版) 釋證嚴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07563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五年, 夏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7701 遇見更好的自己 葉文鶯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87718 咱ㄟ庄腳病院 何姿儀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5700 遇見家人在慈大: 慈懿心父母情徵文繪畫作品集慈濟大學人文處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137 慈懿父母心: 慈誠懿德會的故事 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撰稿; 陳美羿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839 人民幣投資的十堂課 沈毅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68410 轉動臺灣: 黃日燦律師與24位企業領袖的高峰對談黃日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427 輕鬆投資股票期貨 富邦期貨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000098 為愛寬恕: 重整人生 沃思頓(Everett L. Worthington Jr.)作; 楊淑智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慈濟大學人文處

慈濟人文



9789864000111 殷勤治理: 「成人」取向的教會管理 林德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289 家有5寶. 2 張蓬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302 太平記: 尋找真太平的意義 馬克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326 向生命的禮物說Yes: 活出生命的呼召與生活的美莫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333 洞察: 看得深,走得遠 吳正賢作; 徐國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364 死海古卷奇遇記: 舊約聖經的奇幻旅程 鄔霈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388 古往今來的生死學: 傳道書註釋 楊東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456 奔向日出: 365靈修小品 考門夫人著; 黃白琪, 梁敏夫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470 蝴蝶 江國香織作; 松田奈那子繪;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880 何日君再回: 何西阿書註釋 吳獻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494 異端論 楊東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5340 民主與科學影像: 從視聽文本探討民主與科學 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1710 倫理影像: 從視聽文本梳理醫療與生活倫理 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5519 中日臺女性書寫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編 平裝 1

9789867625533 無語良師. 97, 大體解剖教學 張純樸, 李彩琴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557 薪火 劉佑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588 落英繽紛: 中日臺詩歌的邂逅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編 平裝 1

9789867625595 無語良師. 98, 大體解剖教學 張純樸, 楊晉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7625601 無語良師: 模擬手術教學. 97 張純樸, 李明熹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618 山窮水盡見真情: 莫拉克風災慈濟援助的實證研究許木柱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大學



9789867625632 雨露 劉佑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5694 諦聽與凝視: 花蓮文化圖像 周徳禎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73682 歷史漫畫大國的崛起: 歷史人物傳記 張湘琳等撰文 平裝 1

9789574973699 歷史漫畫大國的崛起: 日本 張湘琳等撰文 平裝 1

9789574973705 歷史漫畫大國的崛起: 熱情浪漫的歐洲玫瑰: 法國張湘琳等撰文 平裝 1

9789574973712 歷史漫畫大國的崛起: 橫跨歐亞的雙頭鷹: 俄國 張湘琳等撰文 平裝 1

9789574973729 歷史漫畫大國的崛起: 從圓桌騎士到日不落帝國: 英國張湘琳等撰文 平裝 1

9789574973736 歷史漫畫大國的崛起: 一個冬天的童話: 德國 張湘琳等撰文 平裝 1

9789574973743 歷史漫畫大國的崛起: 星條旗之國: 美國 張湘琳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6457 終極挑逗: 對你的「愛」,「愛」不完 貝蒂.賀伯特(Betty Herbert)著; 以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464 會說話的女人最迷人: 讓妳說出一生感動與快樂魔女Sha Sh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66471 寫給未來的50個選擇題 晴天娃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488 還沒準備好的才叫夢想 晴天娃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495 女人的魅力來自溫柔的爆發力 晴天娃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意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濟大學人發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匯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379945 詩寫乾坤風華 楊拯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379952 詩寫大塊神采 楊拯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379976 秋水四十年 涂靜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379983 串門子漫談 鍾鼎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379990 有情天地 洪守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60007 落雁緣 嚴正平著 增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460014 新仁學: 為中華文明的複生吶喊 王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60014 新仁學: 為中華文明的複生吶喊 王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003 每天3分鐘!看看圖,視力就回復: 拯救假性近視 本部千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010 打造男人眼中的女神級完美曲線 崔誠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7027 1天1PUSH!推推腸,瘦小腹: 腸常動,萬年小腹馬上瘦齊藤早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3510 詏有好食: 臺灣客家問題與客家學 楊國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6718 觸動.延伸: 新觸角藝術群聯展專輯. 2015 王德合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觸角藝術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搖籃工作室

詩藝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9068 奇蹟英語魔法發音:從零開始 一次完美學好英語發音宗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242 帶著西班牙語趴趴走 Jose Gerardo Li Chan著, Esteban Huang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266 開口說!日本美食全指南 林潔珏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5639273 我的韓語第一步 吳忠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280 大家的韓國語. 初級 金玟志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9297 大家的韓國語. 初級 金玟志著 修訂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39310 1/4土耳其 魏宗琳文字; 范姜仲萱圖像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327 跟著在地人玩日本！第一手初體驗的大東京冒險之旅樂大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334 英文片語帶著背! 季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341 一比就通!名部落客WAWA的手指日語便利帳 林潔珏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372 我的第一堂日文專題寫作課 曾秋桂, 落合由治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8220 人體使用手冊 吳清忠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58237 女人太好,當心癌症來打擾!: 從心治癌名醫開講 何裕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244 學會放鬆,把心靈放飛到更高遠的天空 旭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251 洗腦的歷史 傅志彬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58268 從逆境走來,滿心正能量: 走出家族創傷,重建強大內在的心理學成長筆記邱珍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275 不錯: 最常被搞錯的中文常識大糾正 郭燦金, 劉靖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282 保衛心血管大作戰: 非記不可的11個救命數字 胡大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05 秘境尋奇北緯30度線 周增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12 健身抗癌郭林氣功全書 陳秀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29 執著而專注: 等待人生的一次華麗轉身 旭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達觀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9789865958336 軍中樂園笑話總動員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43 火柴棒醫生手記最新完整版: 神奇的穴位養生療法周爾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50 從心開始,你會找到真正的快樂 釋本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67 極品笑話大亂鬥: 太犯規了!連這種梗都有?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74 我是賣場銷售王: 零售業績倍速成長術 王建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81 食物才是最好的藥: 食物神奇療效全輯大字版 李堂華, 劉牛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398 易學易懂開運風水學 振興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04 成功的秘密: 人生勝利組大絕招破解版 黃剛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11 舌尖上的最高境界: 學會說得一口高明的場面話劉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28 五行食療新主張: 金木水火土全方位養生術 魏辛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28 五行食療新主張: 金木水火土全方位養生術 魏辛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35 從零到無限大: 赤腳富翁的白手起家鍊金術 趙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35 從零到無限大: 赤腳富翁的白手起家鍊金術 趙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42 生薑治百病: 效果奇佳的疑難雜症小偏方 貴珠, 延慶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42 生薑治百病: 效果奇佳的疑難雜症小偏方 貴珠, 延慶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59 與古典文學有約: 小窗自紀 (明)吳從先作;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59 與古典文學有約: 小窗自紀 (明)吳從先作;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66 夢的說明書: 各種夢境訊息解析全輯 孟冬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66 夢的說明書: 各種夢境訊息解析全輯 孟冬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73 與古典文學有約: 呻吟語 (明)呂坤作;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73 與古典文學有約: 呻吟語 (明)呂坤作;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480 發現美麗西藏: 解碼唐卡曼陀羅中的宇宙真理 吉布.楊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58497 大蒜治百病: 抗癌養生的家居必備好食材 貴珠, 吉原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503 山藥治百病: 健身抗老的內服外用好補品 施仁潮, 陸文彬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503 山藥治百病: 健身抗老的內服外用好補品 施仁潮, 陸文彬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510 銷售冠軍的超級口才課 趙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558 青春不如煙: 親愛精誠的時空膠囊. 1984 黃正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565 與古典文學有約: 幽夢影 (清)張潮作;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572 大王細說隋唐五代史: 帝國的正午 赫連勃勃大王(梅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8197 馬的匪諜執政府 榮春秋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185 大愛永存: 輔仁大學醫學院100、101學年度大體老師紀念文集蔡怡汝, 王文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246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 102學年度 吳紀美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197253 教廷的國際地位兼論教廷與中國的關係 杜筑生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197260 龔士榮神父講道集 龔士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277 江南傳教史. 第三冊 高龍鞶著; 佚名, 張廷爵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197284 El mundo infantil a traves de los ojos de marcela paz Miguel Angel Gonzalez Chand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291 天主教氣神學與中華文明未來的發展 鄭維亮著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197314 身心靈整合之處遇. I, 學術論文集 黎建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321 身心靈整合之處遇. II, 音樂 文學 電影 藝術之人文療癒探討黎建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338 畫家“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Amedeo Modigliano)”一幅畫作鑒定的項目研究報告(簡體字版)康華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352 輔仁大學創校90週年紀念攝影集: 輔光掠影 柯錫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376 演化論與基督信仰 吳國盛等著; 司馬忠, 柏殿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383 演化論與基督信仰(簡體字版) 吳國盛等著; 司馬忠, 柏殿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475 驀然回首: 輔大仍在那泰山腳下燈火闌珊處 王如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9

臺一印刷影印行



9789868936430 景福劄記: 有感於臺大醫院創院雙甲子 謝博生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3350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保健食品概論 陳彥甫, 劉純君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8973367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李柏憲, 黃大維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1965 臺灣設計論文集. 三十年: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 三十週年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420 無限尋環: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23屆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23屆畢業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6907 匠師的故鄉Fun心玩: 戶外教學解說手冊 王美鳳等撰文 初版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5921 2013臺中市千里書畫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三, 趙宗冠敬題張學琨等編輯 平裝 1

9789572825914 2010臺中市千里書畫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二) 張學琨等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千里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甲區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數位科技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641 藝站情元: 臺中市大元國小藝術才能美術班作品集. 2015第四屆曾仰賢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9121 大臺中中醫師公會藥用植物調查. 大甲高工篇 黃世勳, 蕭世洪, 林大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9815 字在生活: 書藝創作 黃振林撰文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9934 玄修法語 林峖達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0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709 蓬山下的歷史文化巴宰的原鄉: 平埔族(巴宰族)血淚張慶宗, 張銀平撰文 精裝 1

9789869123716 蓬山下的歷史文化巴宰的原鄉: 舊社ㄟ守護神: 媽祖張慶宗, 張銀平撰文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玄修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臺中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屯區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大元國小美術班班親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5673 育仁校刊. 第三十三期 黃佩君主編 平裝 1

9789868445680 育仁校刊. 第三十四期 王智權執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5946 視覺障礙學生之足球運動教學指南: 給視覺障礙學生家長與教師的教導手冊吳惠芳等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4149 詠絮集: 曉明人作文賞析(國中部) 國文科教學研究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8764156 詠絮集: 曉明人作文賞析(高中部) 國文科教學研究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8764163 天涯芳蹤: 五十位曉明人的生命故事 丁玲, 李宜芳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0100 論語講要 李炳南講述; 徐醒民敬記 平裝 2

9789868930179 佛學概要十四講 李炳南編表; 吳聰敏演述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69431 序跋文集 徐醒民著 平裝 1

9789869169431 序跋文集 徐醒民著 平裝 2

9789869169431 序跋文集 徐醒民著 平裝 2

9789869169455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集解;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錄會性法解講述 平裝 2

9789869169455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集解;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錄會性法解講述 平裝 2

9789869169462 詩階述唐 李炳南編述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曉明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佛教蓮社

中市育仁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惠明盲校



9789869169462 詩階述唐 李炳南編述 平裝 1

9789869169479 序跋文集. 續集 徐醒民撰 平裝 2

9789869169479 序跋文集. 續集 徐醒民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7917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5 郭卉蓮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6400 弱勢的勇者: 回首臺灣保全滄桑路 林慶維撰文; 陳招宗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6930 臺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15屆 郭瑞源主編 平裝 1

9789868746947 臺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16屆 郭瑞源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927 筆歌墨舞書道緣: 臺灣臺中市.日本鳥取縣書法國際交流展. 二0一五陳彥甫, 陳秋香, 楊佩雯執行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梧棲太清管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8

中市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



9789869115100 梧棲太清宮癸巳年慶成祈安安龍謝土三獻清醮大典紀念特刊李連科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0909 創新就在你身邊: IMC創新、創業故事 林均燁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6026 臺中市陶藝文化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5 陳維銓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7007 郵林掇譚 陳祥吉執行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66582 大甲河之聲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一: 中臺灣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集徐登志, 賴建宇合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9123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巡迴美展專輯. 2015林恆立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寮下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陶藝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73513 貝貝保護地球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徐硯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520 貝貝當姐姐了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徐硯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537 喜歡5的公主 小杉早苗文; 立本倫子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544 白國王與黑國王 小杉早苗文; 立本倫子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703 修真契義: 自然學活 楊真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4501 臺中教區聖保祿天主堂開教50週年紀念專刊 謝淑媛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0118 恩雨三十: 站在神寶貴應許上. 1985-2015:榮中禮拜堂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何亭慧, 蘇琬婷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8866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3第十五屆邱錦卿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教區聖保祿天主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中基督徒榮中禮拜堂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中烏日無極天聖聖母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9620 梧棲青少年新詩大展. 2015 紀堃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0409 咦!阿夷庄: 彰化市阿夷社區故事繪本 蔡蕙琪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508 A tayouan paipai 方耀乾作; 王娟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203 翰墨飄香滿鯤島: 1946年後中國大陸遷臺書畫名家選介戴浦生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3912 生態觀察筆記: 明興社區生態導覽 王淑芳等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2377 寄情印象抒畫意: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師生作品集陳美君等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內湖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山癡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明興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阿夷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文戰線雜誌

中縣梧棲藝文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4702 臺北市中醫師公會沿革匯編 陳志芳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905 一同踏上旅途 五常國中小說社全體社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701 找出身體的恐怖分子 蔡清標及北投健康管理醫院醫療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126 Singapura 8: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十屆人文社會資優班星國海外教育旅行成果冊建國中學第十屆人文社會科學班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0036 惇敘情懷: 五十週年校慶紀念專輯 洪小媚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心中小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建國高中第十屆人社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惇敘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五常國中小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中醫師公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8430 這些年我們在靜心 簡毓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1265 南港.茶山.桂花情.低碳.古道.微旅行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2045 大陸經商保權益的法律竅門 李永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2052 大陸臺商勞動人事管理實務 陳彥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2069 大陸社會保險法分析與對策 蕭新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2076 大陸財稅關三帳整合與內控稽核 史芳銘, 游博超, 陳傳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1004 文化藝術保存: 獅師相傳 林慶明, 林倩后, 王瑞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7113 臺北印社乙未作品展專輯 陳宏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113 臺北印社乙未作品展專輯 陳宏勉等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進出口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體育總會舞龍舞獅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84840 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 續編 鐘鳴旦, 杜鼎克, 王仁芳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6840 Landscape Space景觀設計: 走道Walking Space 韓國建築世界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6137 Landscape Space景觀設計: 水景Water Space 韓國建築世界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6397 Landscape Space景觀設計: 雕塑藝術Sculpture Design韓國建築世界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6403 Interior World. vol.84, 國際中文版: 飲食空間Cafe&RestaurantArchiworld Co., Lt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10 20幾歲女孩一定要知道的40條成功想法 安妮絲.安作; 徐金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27 從現在起,靠投資讓薪水漲3倍的致富密碼(全彩圖解)李成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3134 民生科技產業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4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民生學院休閒產業研究中心編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65632 法庭辯護技術 高野隆等作; 日本辯護士連合會編; 張家瑜等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2354 匯集 林育如, 林學志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律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城市科大休閒產業研究中心

臺北利氏學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8600 全地讚美 衣董學渝詞曲; 王英傑繪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8607 了身經 吳和益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0980 餐旅服務. 乙版 龐麗琴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50038 餐旅概論 李亮生,陳源宏,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038 餐旅概論 李亮生,陳源宏,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045 Scratch堆積木.學程式設計秀動畫兼玩遊戲 旗立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045 Scratch堆積木.學程式設計秀動畫兼玩遊戲 旗立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052 經濟學 高翠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069 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 宋由禮, 陳柏宏, 旗立理工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076 數位邏輯實習(2015版) 盧正川, 張益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083 數位邏輯(2015版) 劉明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090 計算機概論. A 施威銘, 李亮生, 傅珏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0106 計算機概論. B 施威銘, 吳文立, 李亮生編著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106 計算機概論. B 施威銘, 吳文立, 李亮生編著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113 計算機概論. A 吳文立, 李亮生, 傅珏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0113 計算機概論. A 吳文立, 李亮生, 傅珏華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基督徒聚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萬年殿



9789863850120 國民中學資訊教育 旗立研究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0137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通關必讀 蔡佳, 侯薇, 黃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144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廖淑玲, 蔡明叡,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151 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168 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175 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0182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199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205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212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術科: Windows 7/Word 2010版洪美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50229 商業概論總複習 林淑芬,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236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林淑芬,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243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林淑芬,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250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267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274 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281 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298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298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304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304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311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六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311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六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328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六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328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六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335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滿分講義 宋由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0342 大學升了沒:基本電學滿分講義 徐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0359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五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50359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五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50366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A 旗立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373 基本電學滿分總複習 鄭曜鐘, 林金龍, 李文源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403 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 宋由禮, 陳柏宏, 旗立理工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434 經濟學: 隨堂樂易通 高翠玲, 郭敏如, 蔡惠琦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14832 孝悌好兒童佳話集選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314832 孝悌好兒童佳話集選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8103 北醫教學卓爾苑 曾惠, 褚盈鑛文字.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93360 臺日同名的車站巡遊 北海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3711 起步: 從小學財藝優勢競爭力 劉玉伍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醫學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領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47

北縣菩提金剛慈善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06652 風流倜儻.銅牙鐵齒紀曉嵐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69 化吉避凶.開運民俗寶典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76 癌症.慢性病預防治療寶典 簡明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83 厚黑教主李宗吾必勝18心訣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90 (圖文精華版)老子無為而治話人生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06 翻身轉運的16種關鍵心態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13 舌燦蓮花.無往不利說話術 李君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20 必考英文單字記憶大解析 李仲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37 (彩圖版)嬰兒與母親養護寶鑑 林信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51 曾國藩冰鑑識人.神相奇書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68 世界偉人超越巔峯34心態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75 贏在心態千峯攻頂.我為巔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82 說話辦事八面玲瓏有絕招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99 自動自發獨立自主的好孩子 沈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05 心態決定成敗: 比爾蓋茲的小費 歐陽澄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12 醍醐灌頂.沁人心脾禪故事 玄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29 股票的DNA: 投機寶典101 臥底小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36 李嘉誠千峯為顛.縱橫商場無敵手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43 人生勝利組幽默風趣好人緣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50 (圖文版)經商致富.軍事帷幄孫子兵法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67 王永慶賣米起家經營之神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74 (圖文版)經商致富.活用孫子兵法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81 (圖文版)中國帝王青史留名秘辛 高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898 動心見性感人故事.精選集 吳君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904 傷寒論新義(全集.珍藏版) 余無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911 天下第一.權謀寶鑑素書 黃石公原著 初版 平裝 1

綜合



9789578006928 猶太商經快速致富有捷招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935 華人首富李嘉誠商戰勝經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942 (圖文版)天下第一謀略寶鑑36計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959 一本搞定英文單字必考要訣 徐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966 精選新編成語大辭典(大字版) 劉省齋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06973 贏於韜略勝在關鍵100金律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980 最新實用書體大字典 嚴義之傳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997 (彩圖版)三國演義叱吒風雲千古英雄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00 商界縱橫職場馳騁12高招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17 觀貌識人.讀心知性相心術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3918 怪盜與名偵探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樹下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00 仙境.蘑菇.躲貓貓 劉思曼作; 矢口日元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17 阿爸的饅頭店 江夏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24 飛天小丑魚 陶綺彤作; 嚕嚕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31 真愛惡作劇 羅彩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48 聖女貞德 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原著; GS.灰階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55 辛西亞的黑魔法 倪雪作; KAI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62 再戰福爾摩斯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黑野人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79 銀星名駒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86 最愛啾咪甜女孩 羅彩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93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Jane Austen)原著; 林芳宇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309 風箏小雲朵 王力芹作; 古依平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316 一個人的協奏曲 徐瑞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1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83134 別笑!我是最實用韓語學習書 金美貞作 其他 1

9789862283165 兒童心理百科: 掌握學齡兒童身心健康的7個關鍵錢源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8776 史上最有效塑身操 瘦身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0584 零基礎也能開口說英語: 超簡單生活英語實用句林鈺鈴作 其他 1

9789862283578 令人驚豔的14天瘦身奇蹟: 享受美食+7 Cup Magic+簡單伸展操=越吃越精瘦,讓你跟小腹說掰掰孫維那作; 唐美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06194 動動腦．動動手．寶寶找一找 費歐娜.瓦特作者; 史蒂芬.巴克繪者;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194 動動腦．動動手．寶寶找一找 費歐娜.瓦特作者; 史蒂芬.巴克繪者;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453 動物大謎宮 凱薩琳等插畫; 克絲婷, 羅伯森文; 方美鈴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866 世界建築自己做 侯贊.玻度安(Rozenn Bothuon)繪者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054 地圖創意遊戲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ńska),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ński)文.圖; 郭育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207160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6, 都市昆蟲記 李鍾旻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184 成為賈伯斯: 天才巨星的挫敗與孕成 史蘭德(Brent Schlender), 特茲利(Rick Tetzeli)合著; 廖月娟等合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191 星雲學說與實踐 釋滿義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221 照過來.照過去 莉茲.博伊德(Lizi Boyd)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238 工作大透視 席樂薇.珊莎(Silvie Sanza)著; 米蘭.斯塔雷(Milan Stary)繪; 區國強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245 90秒,壓力OFF 歐平(Michael Olpin), 布萊肯(Sam Bracken)著; 胡琦君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252 格鬥棋王: 勝負手 振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269 魔法的夏天 藤原一枝, 秦好史郎文; 秦好史郎圖; 櫻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276 走,不一樣的路: 臺北醫學大學校友的精采人生故事林進修, 陳幸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283 我的星期天和星期一之間少了一天 卡特琳.鮑爾范德(Katrin Bauerfeind)著; 杜子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290 道歉的藝術: 說對話,危機就能變轉機 福田健著; 莊雅琇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3

漢宇國際文化



9789863207306 狗英雄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平裝 1

9789863207313 小老鼠愛數學. Ⅱ, 應用數學篇 愛倫諾.梅, 達芬.史奇納, 蘿拉.崔斯柯作; 黛博拉.梅爾曼插畫; 劉清彥譯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207320 愛情的簡單道理(簡體字版) 吳淡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320 愛情的簡單道理(簡體字版) 吳淡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344 夜班急診室: 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 高德曼(Brian Goldman)著; 楊玉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351 動物迷宮 香川元太郎文.圖; 成島悅雄監修; 張東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351 動物迷宮 香川元太郎文.圖; 成島悅雄監修; 張東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368 心的靜修: 不恐懼.不焦慮.不生氣,沒有煩惱的喜悅人生嘉華多康巴法王(His Eminence Gyalwa Dokhampa)著; 廖建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375 開放臺灣 高希均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382 裸食廚房 蔡惠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405 在偉大的航道上,逐夢: 幫助年輕的你,成為自己生命的舵手!黑幼龍, 黑立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412 讓天賦發光 肯.羅賓森(Ken Robinson), 盧.亞若尼卡(Lou Aronica)著; 卓妙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429 在裡面.在外面 莉茲.博伊德(Lizi Boyd)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436 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 郝柏村口述; 傅應川等筆記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450 勇氣教養法: 鼓勵代替讚美,孩子自信又積極! 原田綾子著; 陳光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467 暗夜裡的傳燈人 楊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481 大腦快樂工程: 發現內在的寶石,像佛陀一樣知足瑞克.韓森博士(Rick Hanson)作; 韓沁林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498 神奇酷科學. 15, 點石成金的化學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504 神奇酷科學. 16, 穿越萬物的時間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511 世界盡頭的動物園 艾瑞克.崁.蓋爾(Eric Kahn Gale)著; 鄒嘉容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528 星星也偷笑: 桂文亞散文集 桂文亞作; 王書曼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535 騙徒 E.蘿哈特(E. Lockhart)著; 陳佳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542 永續發展新紀元 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著; 周曉琪, 羅耀宗合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559 藍海策略: 再創無人競爭的全新市場 金偉燦(W. Chan Kim), 莫伯尼(Renée Mauborgne)合著; 黃秀媛, 周曉琪合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566 決勝看八年: 抗戰史新視界 廖彥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580 圍籬上的小黑點 王凌軒, 黃瀚嶢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603 我修的死亡學分 李開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10 大數據. 隱私篇: 數位時代,「刪去」是必要的美德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著; 林俊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634 記得你對自己的承諾 強.高登(Jon Gordon)著; 張怡沁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41 哪個是哪個?食物比一比 柳澤幸江監修; 高岡昌江文; 菅原啟子圖; 周姚萍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726 太空吃人蛋糕 菲利普.雷夫(Philip Reeve)著; 莎拉.麥肯泰兒(Sarah Mcintyre)繪; 劉清彥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733 Google超級用人學: 讓人才創意不絕、企業不斷成長的創新工作守則拉茲洛.博克(Laszlo Bock)著; 連育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740 黑天鵝綠 大衛.米契爾(David Mitchell)著; 李靜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771 數數看 安野光雅作.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795 築冠以德: 馬玉山的奮鬥故事 馬玉山口述; 李翠卿撰述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801 親子難題,紫微有解: 用對方法,與孩子共創一生好命張盛舒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825 別人是別人,我是我: <>之父弘兼憲史的生存美學弘兼憲史著; 陳寶蓮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849 願故事力與你同在 盧建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856 工作,只有專業還不夠: 洞悉自我、人際、組織、社會的新鮮人指南李偉文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870 蔡英文繞不繞得過中華民國 黃年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887 世界因你不同: 李開復從心選擇的人生 李開復, 范海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917 愛的先行者: 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 李俊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924 社群媒體怎麼玩?: 打響個人與企業知名度的獨門祕訣蓋.川崎(Guy Kawasaki), 佩格.菲茨帕特里克(Peg Fitzpatrick)著; 江裕真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7766 哈佛教你領導學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等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927773 哈佛教你發揮救災領導力 艾美.艾蒙森(Amy C. Edmondson)等作; 許瑞宋等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030 把音樂帶給全世界的孩子: 從委內瑞拉到全世界的教育奇蹟米歇爾.考夫曼(Michael Kaufmann), 史提方.平德(Stefan Piendl)著; 姬健梅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漫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9

<>全球繁體中文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7611 一看就懂臺灣博覽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編著 其他 1

9789865787707 初學必備!基礎糕餅教科書 辻東京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868 諸眾: 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高俊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882 小說: 臺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 高俊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899 精選歐洲家常菜大全: 大廚教你在家做法義德式料理450道阿歇特出版(Hachette Pratique)編著; 李淑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7905 輕鬆學做油漬常備菜: 39種基礎配方 X 51種食譜變化磯貝由惠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936 依烹調技法學做正統法國料理 辻調理師専門学校著; 陳心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7943 臺灣民俗藝陣大觀: 熱鬧滾滾的臺灣行動劇場 李易蓉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950 油與醋的美味指南: 發現探索世上最美好、最特別的調味料烏蘇拉.法瑞諾(Ursula Ferrigno)著; 陳亦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7967 李嘉亮.臺灣釣魚秘訣全集: 溪釣高手 李嘉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981 博物館、思想與社會行動 王嵩山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998 季節的美味: 海洋食材完全料理BOOK 黃重賢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606 戰國大名勢力變遷地圖 外川淳著; 任鈞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613 365個歡喜用餐的好理由 史堤芬.賀諾(Stephane Reynaud)作; 蘇瑩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9637 刀達人完全實用手冊: 登山露營野餐垂釣的用刀常識與秘訣李嘉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9644 餐餐都美味!日本老祖母的拿手家常小菜100 重信初江文; 卓惠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668 用杯子和小花盆種菜 野菜畑編輯部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7734 打造法式時尚風格居家裝潢 主婦之友社編;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699 名家老們的危機戰略與戰術: 面對戰爭、內鬥、財政破產的計謀加來耕三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324 The Mahaprajapati Bhikkhuni Sutra translated by Che-ming Yang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僧伽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3223 就是這一本,超實用的旅遊英語(攜帶版) 鍾季霖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003230 輕鬆學韓語. 旅遊會話篇(攜帶版) 金妍熙編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003247 自由行專屬旅遊韓語書 王愛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3254 我是韓語單字王 王愛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3261 一天五分鐘搞定日語會話 周盈汝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3215 吳哥印象: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222 墨韻心畊 邵文虎: 書.畫作品集 邵文虎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239 coser精選年鑑: cosplay角色扮演同人誌. 2014 滔客線上雜誌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73246 coser精選年鑑: cosplay角色扮演同人誌. 2014 滔客線上雜誌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253 隨心印象: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260 林洪錢畫集 林洪錢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277 童年劇場: 林洪錢創作集 林洪錢作 精裝 1

9789865673284 意化: 林洪錢畫集 林洪錢作 精裝 1

9789865673291 Strolled beside stones 翁子恒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3276 就是愛吃牛肉麵 陶禮君, 龐維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191 整體造型秘技. 髮片運用篇 造型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3818 廉價航空聖經: 各家廉航大解析 旅遊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44 整體造型秘技. 短髮髮片運用篇 造型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旗林文化

語言鳥文化



9789865893866 不凋花必備寶典 池田奈緒美, 陳郁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3910 女子美髮乙級檢定寶典 李采玲, 余珮雅, 羅采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30214 心之女王 維朗(Sambodh Vira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221 八字集議. 丁 呂家恂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30269 職場工作誌. 新娘秘書篇 職人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207 手環編織入門 盧莎希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90912 尋路少年 傑琪.凱斯勒(Jackie Morse Kessler)著; 蔡心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929 歐吉桑再進擊 有川浩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1025 兔俠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91056 天國餐廳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1070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91131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91148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91162 臥底 九把刀(Giddens)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91179 寶箱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186 茶道少主上山修行 松村榮子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209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91193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91216 夢想無懼!: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打算活著回去!朱學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223 鋼鐵德魯伊. 4, 圈套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230 獵魔士. 長篇2, 蔑視時代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著; 葉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247 無名歌 搖滾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1254 巧藝奇緣 LONLON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1315 兔俠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蓋亞文化



9789863191322 制服至上. 2, 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蚩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339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91346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91353 奇夢少年 傑琪.凱斯勒(Jackie Mores Kessler)著; 蔡心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360 特殊傳說. II, 亙古潛夜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91377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1384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91391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91414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91421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91438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91407 武道狂之詩. 卷15, 羊與虎 喬靖夫(Joze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445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1452 鋼鐵德魯伊. 5, 受困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469 獵魔士. 長篇3, 火之洗禮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著; 葉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476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91483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91506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91513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191520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3191537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863191575 兔俠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191599 人民的聲音 Akru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650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42

遠東科大商管學院



9789869067126 臺灣商管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遠東科技大學商管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7126 臺灣商管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遠東科技大學商管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4902 百年經典歐風餅乾 池谷信乃作; 許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19 這樣吃,讓癌細胞消失: 從絕望走向希望!100天戰勝癌症!濟陽高穗作;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26 今天也用鑄鐵鍋做美味節能料理 坂田阿希子著; 黃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33 萌花樣壽司卷 川澄健著; 黃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40 5分鐘!免烤主餐麵包 大庭英子作; 許書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57 活用<>生活必備方vs.對症食療方 劉建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64 「綠」果汁的奇蹟療癒力 仲里園子, 山口蝶子著; 左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71 幸福畫餅乾: 甜蜜糖霜彩繪的時尚COOKIE 小倉千紘, 田中美加, 村山枝里作; 陳美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88 手再拙也能畫得很可愛 KOINUMAYUKI作; 黃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995 最可愛的描摹畫畫練習帖 Hashiasako作; 周妙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07 早安!好食光三明治 Kadokawa Magazine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21 1小時幸福小手作!我愛布雜貨218種 主婦と生活社編集; 謝佩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38 多彩玻璃罐沙拉 渥美真由美著; 黃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45 獨立咖啡館創業MENU 堀口俊英作;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52 我愛好菌優格 ORANGE PAGE作; 李致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69 野餐☆派對☆露營: 可愛手揉小麵包 吉永麻衣子作; 李致瑩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76 彩繪★爽口Q果凍 Junko著;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83 色鉛筆的全新加分技法 河合瞳作; 周妙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890 色鉛筆的練習帖365 河合瞳作; 謝佩芙, 左瑞瑤譯 增訂版 平裝 1

9789869205306 我愛和風洋食 坂田阿希子作; 黃真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1723 小兔卜啾 凱瑟琳.貝特比作; 郭恩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30 各種各樣的情緒: 感覺大書 瑪莉.霍夫曼文; 蘿絲.阿思契佛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47 騎士胡比 米娜.麥克瑪斯特, 優阿西姆.弗里德里希作; 菲利西塔斯.霍爾斯特薛佛插畫; 賴雅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84 哇!我不知道的動物奧秘 艾瑪.道斯文; 麥克.艾斯皮諾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91 哇!我不知道的人體奧秘 艾瑪.道斯文; 麥克.艾斯皮諾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907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端午節 王早早文; 寇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027 小貓頭鷹的冒險 諾拉.蘇羅傑金文; 皮寇麗莎.蘇羅傑金圖; 麥維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8054 遠東少年中文(teaching kit). level 4 Wei-ling Wu etc. 平裝 1

9789865878269 技術高中英文(C版). I 劉宜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78276 新世紀英漢辭典 林連祥主編; 陳紹鵬等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8283 職校英文. I 林茂松, Sarah Brooks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878290 遠東少年中文(teaching kit). level 2 Wei-ling Wu, Yi-Hua Chou, Qiong Yang[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4274 奧斯定哲學導論 蓋雷著; 劉俊餘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8644298 多瑪斯思想簡介 柯布登(F. C. Copleston)作者; 胡安德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縣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碧岳學社文化

維京國際



9789869192507 Malakapahay就這樣我們一起慢慢長大: 都蘭部落青年階層成長史蔡政良, 羅素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182 楊卾西.翰墨寫真性 楊卾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199 楊卾西.翰墨寫真性 楊卾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713 曲溪社區戶外導覽手冊. 下, 嬉遊篇 林志秋作.攝影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109 東都垂萬年: 臺南市南疆文化資產特展圖錄 范勝雄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206 臺南市永康區王行社區文史 : 找尋永康糖廠的記憶. 暨王行社區文化深耕計畫成果林永昌, 劉處英主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4425 吉貝耍西拉雅族神話傳說故事 段洪坤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王行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曲溪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文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虹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4623 N4日語單字聽力急診室 陳乃慈作 其他 1

9789866134630 百發百中.掌握關鍵N2檢定必考文法 蘇彥如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556927 倫敦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934 紐約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941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 JTB Publishing,l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958 舊金山 JTB Publishing, l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965 雪梨 JTB Publishing, l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972 維也納.奧地利 JTB Publishing, l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275046 把平凡的事,做到不平凡: 王品的行政藝術 黃國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152 最新禪繞作品大全: 500幅全球最新、啟發創意、充滿設計感的禪繞作品範例貝卡.克胡拉(Beckah Krahula)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756 0-5歲寶寶大腦活力手冊: 大腦科學家告訴你如何教養出聰明、快樂、有品德的好寶寶John Medina著; 洪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5763 秘密花園 喬漢娜.貝斯福(Johanna Basford)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824 閱讀設計的13個關鍵課題 艾莉絲.羅斯隆(Alice Rawsthorn)著; 姚孟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831 手寫心經筆記 洪啟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848 有品質的陪伴: 失智症病患家屬照護手冊 Nancy L. Mace, Peter V. Rabins著; 楊培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855 我為什麼要上學？ 柏尼菲(Oscar Brenifier)文; 德普瑞(Jacques Despres)圖; 吳家恆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862 我為什麼要聽話? 柏尼菲(Oscar Brenifier)文; 德普瑞(Jacques Despres)圖; 吳家恆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遠流

送存冊數共計：1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精英



9789573275879 我為什麼會生氣? 柏尼菲(Oscar Brenifier)文; 德普瑞(Jacques Despres)圖; 吳家恆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886 我為什麼會嫉妒? 柏尼菲(Oscar Brenifier)文; 德普瑞(Jacques Despres)圖; 吳家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909 看新聞學思考: 增進孩子對世界理解力與知識力李偉文, 李欣澄, 李欣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923 放慢速度的勇氣: 關家良一的超馬道 關家良一著; 葉東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930 因為我想變成鳥,所以才會跳起來: 傾聽自閉兒的內心聲音東田直樹著; 王亦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947 疼痛完治: 認識痛、緩解痛、遠離痛 許宏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954 打造俄羅斯娃娃心團隊 邢憲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961 孤兒列車 克莉絲汀娜.貝克.克蘭(Christina Baker Kline)作; 沈耿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978 哲學相對論 奧斯卡.柏尼菲文; 賈克.德普瑞圖; 楊子葆, 楊允禾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985 猶太人超越全世界的讀書法 李大熙著; 李政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992 不生氣的心 枡野俊明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005 萌蛾圖鑑MOTHPHILIA 冰堂涼二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012 5分鐘走路治痛法: 解決肩頸、腰背、膝蓋痠痛,重現健康完美S曲線酒井慎太郎著;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029 連結的技術 小山薰堂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036 歡迎光臨蟲蟲旅館 杵川希文; 近藤薰美子圖; 陳采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043 創意電力公司: 我如何打造皮克斯動畫 艾德.卡特莫爾(Ed Catmull), 艾米.華萊士(Amy Wallace)作; 方祖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050 天山: 一趟沒有地圖的心靈旅程 趙雅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067 傳奇式服務，讓你的顧客愛死你 肯.布蘭佳(Ken Blanchard), 凱西.柯夫(Kathy Cuff), 薇琪荷賽(Vicki Halsey)著; 沈維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074 大腦科學的教養觀: 父母應該把握的幼兒發展與家庭教育關鍵洪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081 搶救寂靜: 一個野地錄音師的聲音探索之旅 范欽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6098 屁屁偵探: 噗噗!尋找夢幻的彩虹鑽石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128 凝視: 霍榮齡作品. 1972-2015 尹萍文字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173 人生相對論 奧斯卡.柏尼菲文; 賈克.德普瑞圖; 楊子葆, 楊允禾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180 後殖民的藝術探索: 李君毅的現代水墨畫創作 李君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197 臺灣風險公共性考察 周桂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203 勇敢做有錢人!: 100個祕密突破法，讓錢自然湧進來史帝夫.錢德勒(Steve Chandler), 山姆.貝克福(Sam Beckford)合著; 文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210 空想科學讀本: 科學也無法解答的超難題 柳田理科雄作; 談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227 醫生哪有這麼萌: Nikumon的實習生活全紀錄 Nikumon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241 臺南的靈魂: 府城文學地圖. 1, 舊城區 臺南一中105級科學班撰文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6258 臺南的靈魂: 府城文學地圖. 2, 大臺南區 臺南一中105級科學班撰文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6265 50歲的書桌 蔡穎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272 體能!肌力!技術!心志!徐國峰的馬拉松科學化訓練徐國峰, 羅譽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296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3276302 脆弱的繁華: 南宋的一百五十年 張程作 初板 平裝 1

9789573276326 個人意見之完美的任性 陳祺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333 大正日本: 百花盛放的新思維、奇女子 茂呂美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340 男子漢阿茶 青木宏江文; 長谷川義史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357 兩天半的麵店 劉克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62 創河: 美學與創新的交匯 溫肇東, 蔡淑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56030 薪傳傳心:府城傳統藝術學會 [臺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全體理監事及會員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9416 臺南市美術學會: 白河映象暨會員聯展專輯. 2013周博尚主編 精裝 2

9789868879423 三十周年畫集藝氣飛揚懷舊情. 2015 周傅尚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8879423 三十周年畫集藝氣飛揚懷舊情. 2015 周傅尚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54242 臺南市師美學會十六週年暨臺師大美術系教授聯合美展洪啟元, 陳淑珠, 黃生元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市師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9

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



9789572854259 臺南市師美學會十八週年暨臺師大美術系教授聯合美展沈政乾執行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159 文法高手 榜首英語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9166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59173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7520 碧珍堂菁華展: 宋瓷 陳碧鈴撰文; 吳基列收藏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79692 雲端浪潮上的科技領導與教育創新 吳宗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80169 潛水暨高壓氧醫學字典 陳興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524 那些年,我們都用錯的日語會話 李宣沃, 鄭京淑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網奕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榜首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碧珍堂



9789869047548 那些年,我們都用錯的日語單字 李東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555 韓國人天天在用的韓語會話地圖 今井久美雄, 日下隆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7586 西班牙人天天在用的單字地圖 簡藝珊, 渡歐Duo西文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593 記了又忘,單字失憶背到死!反遺忘單字記憶術 枝廣淳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9702 法國人天天在用的單字地圖 張婉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719 別再說這是老外的習慣!英文文法解剖書 佐藤ヒロ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726 專賣在日本的華人!日本語單語14000 佐藤正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733 調對頻率,自然聽懂老外的英文 筱原佳年, セニサック陽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9740 10年文法不白學 山田暢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9757 10年單字不白學 山田暢彥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735 思藏十五藝 李姵萱著 平裝 1

9789866541810 玩藝視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926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教授展. 2014 劉育明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41957 也無風雨也無晴: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劉芮君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41964 軌跡 平裝 1

9789866541971 鷐風 揭芳瑜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41988 ____的訴說: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鄭薇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41995 描渺: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蕭雅芳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15000 意識纏繞 毛永盛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15017 捉影: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羅志堅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南應用科大



9789865615048 十六形相 郭安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15055 美術東西軍: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呂帷禛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15062 境頭 馮愉華, 洪紹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15079 火鍋趴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5086 潮間帶: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陳亭序, 林奕銘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00018 聚英寶石學教學手冊 陳憲洪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41526 企業電子化實務應用研討暨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2015戴文禮, 黃玉枝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5738 馨香之禱: 黎明角聲禱告手冊 張哈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85745 馨香之禱: 黎明角聲禱告手冊(簡體字版) 張哈拿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66345 財務自由的專職交易人生: 用技術分析戰勝股市pipi12157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聚英寶石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1105 「貧僧」有話要說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1112 貧僧說話的回響 高希均等作; 如常法師, 妙廣法師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659790 任何人都做得到!自律神經失調迅速緩解200%基本技巧久保木富房文字; Yvonne Lee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08 養成美女體質: 跟著美女中醫師調養,不上妝也很美,不辛苦節食也很窈窕羅珮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22 正統法國料理: 小資即上手: 私房解密70道省錢法式美味蒲欣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60 家排毒很簡單:30天排出身體有害物質、甩掉肥胖、逆轉疾病傑弗瑞.莫里森(Jeffrey A. Morrison)著; 林玉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414 完美婚禮聖經! Forever Wedding: 全臺唯一一本只要讀完就能打造完美婚禮周裕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469 任何人都做得到!快速消除便秘200%基本技巧 山口時子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476 超簡單の平底鍋料理: 煎煮炒炸一鍋搞定,新手也能變大廚扶桑社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483 吃得快樂,活得健康!營養又有效的食療 Liberalsya編輯;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506 天然手作麵包: 自己養酵母最安心 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513 只要20分鐘,挑戰頑固體脂肪!: 雙D老師讓教你簡單易懂瘦身法!最適合亞洲人、小學生都會!張詩宏, 潘家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30568 超簡單！只要兩種蔬菜的瘦身沙拉 庄司泉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575 任何人都做得到!解決腰痛O型腿X型腳下半身歪斜200%基本技巧酒井慎太郎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582 台菜小天王VS陽光型男主廚: 臺菜小天王溫國智VS陽光型男主廚陳偉剛溫國智, 陳偉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599 原來我真的會做料理!: 美味&笑料百出的實用食譜圖文書!non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643 日本名醫教你救命的新常識: 99% 醫學常識都是錯的? 讓你愈吃愈胖愈容易生病平石貴久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53618 印度數學的神奇：超乎想像的簡單！ 嚴珍燮, 孫浩誠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漢湘文化

福報文化



9789862254172 美麗的地球: 不一樣的地球百科 崔銀英作; 柳貞妍繪; 林美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54189 潘及的校園驚奇日記 中一製作小組圖.文;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196 米小圈上學記: 我是小學生 北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202 米小圈上學記: 好朋友鐵頭 北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226 月薪25K也能辦到的投資翻倍技巧解密 伍宏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233 世界昆蟲圖鑑 韓永植編著; 林美惠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98828 達陣高中複習講義: 基礎地球科學 王世芳編 平裝 1

9789866698965 達陣高中複習講義: 公民與社會1-4冊 林宥樺, 蔡翰編 平裝 1

9789866069161 完全解讀高中複習講義: 地理1-4冊 李子玉編 平裝 1

9789866069949 國小金頭腦數學. 5年級 王儷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6069956 國小金頭腦數學. 6年級 張愛靜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6069963 新師說: 自然與生活科技(理化)(康版). 5 林瑞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6069970 作文123:掌握會考作文6級分寫作秘訣 陳奕安編著 平裝 1

9789866069987 作文輕鬆寫 漢華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6698866 達陣高中複習講義. 歷史 翁敏軒編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395857 臺灣詩人的囚與逃: 以商禽、蘇紹連、唐捐為例夏婉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64 就是愛爾雅: 賀爾雅創社四十周年 張世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71 觀海: 桑恆昌小詩選 桑恆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88 碧娜花園 劉道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95 隱地看電影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爾雅



9789576395901 千年之淚: 當代臺灣小說論集 齊邦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918 讀書會逛「臉書」 林貴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909279 尋聲記: 我的黑膠時代 李志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909408 以民為本的創造性財政 呂曜志等作; 林佳龍, 呂桔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415 城市行動派 林佳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439 捎來聖誕的訊息: 聖誕郵票的歷史與趣聞 王華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453 日子的證據 李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3909460 諷 建築 蔡清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491 高稅維穩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507 助你供樓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514 遮擋風雲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521 只聽京曲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569 風未曾預告: 陽荷詩集 陽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569 風未曾預告: 陽荷詩集 陽荷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909583 變體螢火蟲 岩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0325 玩具總動員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30370 Marvel英雄勵志集: 勇敢與挑戰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0431 漫威超級英雄3D模型書 Marvel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0721 冰雪奇緣美德故事集: 日行一善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943 蜘蛛人飛天遁地遊戲書 Marvel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4

鳴嵐國際智識



9789866483929 皮克斯菁英訓練營故事集: 友誼與合作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483585 尋找高飛 Sheila Sweeny Higginso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3677 拯救火鳥行動 Marcy Kelma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3691 是的,春天來了 Susan Ri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3721 海盜大寶藏 Walt Disney Company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562 OSET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3 OSET2013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767647 華語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江惜美主編 平裝 1

9789866767708 樂興之時: 馮承芝肖像油畫作品集 馮承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876 銘傳大學兩岸暨國際法學論壇論文集. 2014 Rolf Birk等作 平裝 2

9789866767883 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法學新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平林英勝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715 應急管理論壇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三屆 銘傳大學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371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優秀學生作品集. 2015 洪啟東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社會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852 說時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65216 桃城文藝. 第四期 張家驤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365216 桃城文藝. 第四期 張家驤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5902 婆姐鼓陣舞育英 楊芬林文字撰寫 再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7801 嘉義劉厝: 愛說故事的老榕樹 何淑芬文字; 戴湞琪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5324 在愛深處 費道明(Marie-Dominique Philippe)著; 沁風, 潘貞璇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386 「開放性思維」的天主教高等教育 林耀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508 夕曛省思信德路 徐岳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市育英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嘉市劉厝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商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文藝作家協會



9789866125553 論語講義 劉太萼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25560 論語講義 劉太萼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25584 救主將臨 斯德望.賓次(Stephen J. Binz)著; 陳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9282 探討文化經濟的觀光動能 邱若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9299 臺灣毒癮者戒治成功之路與成本效益評估之研究張麗玉著 平裝 1

9789866159305 社區藥癮者之衛教諮詢服務與成效評估研究 張麗玉著 平裝 1

9789866159329 旅館管理概論 顏禎瑩著 平裝 1

9789866159336 技術開發報告「臺灣民間信仰之創意料理技術報告」顏禎瑩著 平裝 1

9789866159343 技術開發報告「中式傳統烹飪應用與料理製備研發」林文麒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0009 綻放六美: 臺灣六縣市書畫姐妹會聯合作品專輯黃枝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8402 嘉義市雲石彩墨藝術學會會員畫作專輯. 2013 楊洪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1372 圖解心理學: 正面迎戰人生難題!讀懂自己、看穿他人,從0到99歲都適用的生涯處方涉谷昌三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嘉市書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雲石彩墨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睿煜



9789865671389 星際效應:電影幕後的科學事實、推測與想像 基普.索恩(Kip Thorne)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396 幽靈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402 過得還不錯的一輩子: 打造貓奴的幸福生活手冊米蝦.卜雷(Leslie Plée)著; 萊思麗.卜雷(Michel Plée)繪; 陳蓁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419 中醫人生: 40場思考中醫、探索生命的對話,一個老中醫的問醫、習醫、行醫之路婁紹昆著; 婁莘杉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426 誰說選擇是理性的 希娜.艾恩嘉(Sheena Iyenger)著; 洪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71433 書法,漢字最美的歷史: 讀懂書法的60堂美學課 黎孟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440 金融市場這樣比喻你就懂: 33個神比喻,讓你讀懂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與陷阱派帝.赫希(Paddy Hirsch)著; 吳書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457 問出現代藝術名作大祕密: 在奧塞美術館,遇見梵谷、莫內、雷諾瓦、羅丹......伊莎貝爾.波妮登.庫宏(Isabelle Bonithon Courant)著; 周明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464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 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布魯斯.韋恩斯坦(Bruce Weinstein)著; 趙慧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71471 回到古代打官司 劉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488 翹班小旅行: 臺北邊走邊畫、說走就走,找回一個人旅行的愉悅時光郭正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495 複製邪惡 凱文.吉佛伊(Kevin Guilfoile)著; 羅瑛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019 可程式控制設計寶典 簡子傑, 簡詔群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2437 設計的哲學：關於生活設計的50個提問 金萱兒作; 鄧瑾又、 陳冬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567 和の色。洗鍊的色彩 Outa Uni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894 松浦彌太郎說：假如我現在25歲，最想做的50件事松浦彌太郎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900 鹽與麵粉的幸福方程式：天然酵母麵包的迷人滋味全益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924 Milly極上旅行社：東京、京都、奈良、北海道、白川鄉的咖啡、美食、散策、旅宿Mill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931 賺進版稅一億元：百萬暢銷作家千田琢哉首度公開生存之道千田琢哉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955 生命清單 Lori Nelson Spielman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福祿旺科技



9789865740962 時間的旅程:滴答，滴答…為時間上色的瞬間，魔法之門已開啟宋智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979 美味常備菜120道. II：經典家常惣菜──是主菜，是酒肴，也是便當。主婦之友社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697 奇幻夢境：運用繽紛畫筆，將所有的空白填上色彩吧！Amily S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993 只要好好過日子 阿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04 世界夢幻圖書館：死前絕對要去一次！典藏人類智慧遺產的美麗場域X-Knowledge Co., Ltd.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28 精實開發與看版管理 李智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35 樂活豆漿料理180道 瑪莉的料理世界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42 舒食新概念:常備漬物料理帖 DODO編輯部著; 草滾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59 動起來，拒絕坐以待斃！:長時間坐著，為什麼會讓我們心情憂鬱、病痛纏身、體重居高不下？詹姆士.勒凡(James A. Levine)著; 張國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66 Amily的畫冊: 奇幻夢境 Amil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73 熱血高校: 第一本台灣高校田調，北北基高中職實地探訪悅知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80 美好小露營 我是劉太太Sammi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97 Everything is Possible!馮云的鐵人進化心法 馮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03 闇影少女首部曲: 重生 雀兒喜.肯恩(Chelsea Cain)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10 兼具「情」與「理」的傳達力 岩田松雄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27 從著色體驗法式優雅: 品味巴黎 Zoe De Las Cases著; 賈翊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41 誰的青春不迷茫 劉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58 瘦也能享受的70道美味輕斷食餐 蘿瑞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72 美味常備點心100道: 經典自製菓子: 是蛋糕,是果醬,也是禮物。主婦之友社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40 Good Morning!天天都要吃早餐 鄭景志, 孫唯辰著; 張琪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4815 嘉義縣創意畫會會員作品集. 2014第二屆 楊茂森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嘉縣創意畫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8024 慧光集. 63, 中觀莊嚴論解說. 壹 全知米滂仁波切著;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講解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024 慧光集. 63, 中觀莊嚴論解說. 壹 全知米滂仁波切著;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講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5017 信念: 林文信紀念文集 林美英, 陳常卿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85024 Contribution to the fauna of longhorn beetles in the naban river watershed national nature reserveAndreas Weigel, Ling-Zeng Meng, Mei-Ying Lin[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8685031 中華鍬甲. 貳 黃灝, 陳常卿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63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國際設計學術與創作研討會論文集. 2014章以慶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96648 橋樑: 連接兩地的一條線 王婕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6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Tourism and leisur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5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624 Unveil The Skin衣膚之下. 2015: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精華集. 103學年度馬薇涵, 賴亞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96624 Unveil The Skin衣膚之下. 2015: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精華集. 103學年度馬薇涵, 賴亞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96624 Unveil The Skin衣膚之下. 2015: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精華集. 103學年度馬薇涵, 賴亞婷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福爾摩沙生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396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人入冂. 2013 董凱銘, 林希羽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433 空集合 時尚設計學系99級專刊編輯小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181 Praxes: 實踐設計學報. 第六期 章以慶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96372 Praxes: 實踐設計學報. 第七期 章以慶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266 亙.ETERNALIZE 平裝 1

9789866096457 COMBO!迴圈式漫遊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242 琢玉集: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師生作品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師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應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2890 明燈寶鑑. 廉恥部 護國九天宮忠孝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22272 設計起手式:工程師,程式設計師最想補修的程式學院經典課程Saul Greenberg等作; 謝靜玫譯 平裝 1

9789863122296 智慧生活/物聯網IOT:互動科技應用與設計 臺大智慧生活中心著 平裝 1

9789863122364 Cocotte recipes一個人的日本輕食砂鍋食譜: 蔬食.常備菜.下酒菜.甜點篇牧野純子作;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2425 超實用Excel VBA範例應用字典(2013/2010/2007/2003適用)田中亨作; 許郁文譯 其他 1

9789863121916 DK科學教室: 圖解高中生物、化學、物理 DK(Dorling Kindersley)著; 章奇煒, 陳蔚然, 許名智譯 平裝 1

9789863122500 InDesign版面設計與印刷實務 王銘滄作 平裝 1

9789863120001 Canon EOS 7D Mark II相機100%: 手冊沒講清楚的事!施威銘研究室著 平裝 1

9789863121725 詳盡解說!App Inventor 2中文版Android App 範例教本蔡宜坦作 其他 1

9789863121787 新思路計算機概論 陳維魁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21794 最新網路概論. 第14版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2258 跑步與馬拉松必讀聖經 DK Publishing作; 李恆儒等譯 精裝 1

9789863122524 好LOGO的設計眉角:學好識別設計的8堂課 ウジトモコ作; 吳嘉芳譯 平裝 1

9789863122531 野鳥攝影教學:拍鳥達人帶路 李麥克, 唐安琪作 平裝 1

9789863122548 用150g鬆餅粉做的78道美味 Kiyomi Ishizawa作;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2562 R軟體資料分析基礎與應用 Jared P. Lander著; 鍾振蔚譯 平裝 1

9789863122586 少女系甜美風素材集 玄光社編 平裝 1

9789863122593 Android App程式設計教本之無痛起步: 使用 Android Studio開發施威銘主編 平裝 1

9789863122609 完全詳解! Android App 活用事典 阿祥作 平裝 1

9789863122616 整天坐,防止肉肉上身!坐著瘦大作戰:每天5分鐘,用體重坐壓腿後穴道,促進代謝、循環,調養易瘦體質安藤京花監修 平裝 1

9789863122623 網路概論與實務 楊豐瑞, 楊豐任作 第六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9789863122630 設計職人必修: Illustrator文字與材質特效 下田和政作; 吳嘉芳譯 平裝 1

9789863122647 最新計算機概論. 2016 施威銘研究室著 平裝 1

9789863122685 會聲會影X8影片剪輯: 剪接、字幕、濾鏡、配樂、分享一次搞定施威銘研究室著 平裝 1

9789863122708 老鳥都會!菜鳥必學! Excel商用表單製作Step by Step(Excel2013、2010、2007適用)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2715 正確學會Illustrator CC的16堂課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2722 Apple Watch酷樂誌 Bochin柏青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6801 善食事 王培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6542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數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55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數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56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數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573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數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580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武器與國防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597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武器與國防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603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武器與國防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610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武器與國防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627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地球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634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地球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641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地球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658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地球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665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醫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維摩舍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暢談國際文化



9789865766672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醫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68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醫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69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醫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702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電子與資訊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71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電子與資訊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72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電子與資訊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733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電子與資訊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795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大腦與認知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801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大腦與認知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818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大腦與認知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825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大腦與認知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84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化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85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化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863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化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870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化學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887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航空與航太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894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航空與航太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900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航空與航太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917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航空與航太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924 LEO帶你玩數學 傑瑞.貝力(Gerry Bailey), 費莉西亞.洛(Felicia Law)文; 麥克.菲利浦斯(Mike Philips)圖; 許可欣, 廖雅君, 蕭寶森譯精裝 全套 1

9789865766931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生命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948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生命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955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生命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6962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生命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697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災難與防護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698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災難與防護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6993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災難與防護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005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災難與防護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9012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建築與交通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902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建築與交通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903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建築與交通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043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建築與交通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9050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能源與環境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9067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能源與環境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9074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能源與環境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081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能源與環境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9098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動物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9104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動物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9111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動物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128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 動物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916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古生物 周忠和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915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古生物 周忠和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9142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古生物 周忠和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135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古生物 周忠和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9173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天文 王綬琯, 方成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9180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天文 王綬琯, 方成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9197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天文 王綬琯, 方成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203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天文 王綬琯, 方成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9210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海洋 汪品先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9227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海洋 汪品先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9234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海洋 汪品先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241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海洋 汪品先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9258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物理 沈文慶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9265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物理 沈文慶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9272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物理 沈文慶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28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物理 沈文慶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929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植物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9302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植物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9319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植物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9326 非知不可: 十萬個為什麼?植物 韓啟德總主編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11366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1502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1434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3247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3124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1715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17801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7931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805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18549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858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51867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8754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18860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871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299530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094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9899 皇夫養成計畫 楚寒衣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0246 皇夫養成計畫 楚寒衣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0338 皇夫養成計畫 楚寒衣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73

說頻文化



9789863510437 皇夫養成計畫 楚寒衣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0512 皇夫養成計畫 楚寒衣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0840 皇夫養成計畫 楚寒衣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1724 皇夫養成計畫 楚寒衣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8662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8891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8709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8952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9317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8808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8976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8594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9089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9300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8686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19065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19256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1876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8969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9409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5180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8822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9263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8792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9010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9492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8730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9096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9331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8778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8990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9287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9515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878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907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923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9454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8617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8624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9416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9423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8631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9027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9447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8648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9003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8655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9041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9324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8815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19393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19591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1883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8846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924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9614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9621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8877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9386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19799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18884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9294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9522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8907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891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892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893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8945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9430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9645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8983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1950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1989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19058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9546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1955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19102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519119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519126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519133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519140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519157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519164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519171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3519188 皇妻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863519461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9935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0389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9478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9607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0013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0440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9539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19942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0365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9048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90761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9577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0228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0754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9584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9669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3519720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七 1

9789863519683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3519744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九 1

9789863519676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3519706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五 1

9789863519737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八 1

9789863519713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六 1

9789863519690 嫡心計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3519751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9768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9775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9782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235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980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1981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0259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0433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0563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19829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983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0402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9843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0273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0280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0297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0303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9850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9867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90822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519881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19904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0310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0396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0495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19911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0211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0471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0778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9928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9966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9973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9980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9997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006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020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0037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0044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051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570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0068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0075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0082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099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1041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0105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0747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0112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012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0136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143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150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061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1003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1010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0167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0556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0174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0181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020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0716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072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90327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0334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0341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358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419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90600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91058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0426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9102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9050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081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103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0648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0655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0662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679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693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1157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0839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0846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0853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860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877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1461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1478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1485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0884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9134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91492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90891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1331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1508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0907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1287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1294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0921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1171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90945 侯門錦繡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0952 侯門錦繡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0969 侯門錦繡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976 侯門錦繡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983 侯門錦繡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0990 侯門錦繡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1065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1072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1089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1096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1669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91102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1126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1317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91683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91133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1522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1140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1300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1713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1188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1195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1201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1218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1553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1560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1249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91546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92031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91270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1577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2024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1324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1775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2147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1355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1744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1997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1362 家業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1379 家業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1386 家業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1393 家業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1409 家業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1416 家業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1423 家業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1430 家業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144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91751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1768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92420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9243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92444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9215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245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145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1676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1621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163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1645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1652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1690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91706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92178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92659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1737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9246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91836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2475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1874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2505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188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91898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2192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2673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1904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1911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92208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92512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2932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92529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1928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1935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1942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2536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1959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1966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1973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1980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888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2895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2543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2550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2048 帝火丹王. II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2055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2062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2079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2086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109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2567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2680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2949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211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09212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93168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9213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3175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2215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2222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2239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2291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2307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2314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2338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3342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2901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3335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2345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2352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2840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2857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3359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2369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2864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2376 雪滿庭 顏竹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2383 雪滿庭 顏竹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2390 雪滿庭 顏竹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2406 雪滿庭 顏竹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413 雪滿庭 顏竹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2574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2581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2598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2611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2628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2635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269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93311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92703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2925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3199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275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9332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93434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9276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330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344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2772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2789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345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3731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2826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2833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2956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9320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9321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93229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92963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3182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3298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3007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3014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3021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3038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3045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3052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3069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3076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3878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3106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3113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3472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3120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3489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3144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93151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93724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93915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9326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3502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9351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93274 基因藥師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3281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3526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3366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3373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3885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3380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3397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3403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3410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3656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93694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3786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681643 Pathways in English: fundamentals Deborah Kralow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81650 Pathways in English fundamentals Deborah Kraklow撰稿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81667 Pathways in English: skill building Deborah Kraklow撰稿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0808 一年花露水: 自我之詩 林慧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870 無效的美援: 戰時中國經濟危機與中美應對之策楊雨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887 戰前中國國民黨中政會研究 盧艷香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銀穗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141

送存冊數共計：422

銘薪



9789869122894 興衰背後: 近代上海閘北的蘇北人(1900-1949) 蔡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295 武漢會戰 愛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602 國共內戰: 戡亂與解放角力 知兵堂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626 衛國戰士的搖籃: 三軍官校的草創與沿革 賈忠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1306 梵文咒語ABC 林光明, 林怡馨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6908 20e3: 愛你一生 卓昭同總編輯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73004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3363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1669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249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5249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52710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280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5281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53656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53229 神陸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嘉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演繹學廣告企劃



9789863555841 囂張跋扈 鐵鍾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520 GOD: 神啟末路 御我原作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5537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5537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8252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5940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2

9789863555940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336 蜂舞:遊戲改版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336 蜂舞:遊戲改版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367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6398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6824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6831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6459 上仙外傳: 那些人的那些事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6817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817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985 臺灣勇者協會TGG 玥主朽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7128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7135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7142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7159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7166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7173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7210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7234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5724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57258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57272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57289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57296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57302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57326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7340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7364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7371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7395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7418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7432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745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355746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355777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3557487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7494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3557500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3557517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7524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7548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7555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7562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7579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7586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7593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7623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57630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57654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7784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7791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7661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7678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7685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7708 血!!魔導 暮辰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7715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7722 黑袍守護者 子陽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7739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7746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7753 風水鬼師 冷殘河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7760 風水鬼師 冷殘河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7814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5782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57838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57845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58446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58453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58460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5847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57852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57869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58569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57876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57883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58507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58514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57890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7906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8620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8637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7913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7920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7937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7944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7951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7968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8804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8811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7975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7982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8484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8491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7999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8002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8576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8583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8019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8026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8033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58743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58750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58040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057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8668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8675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8545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8064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8071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8538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8088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095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8828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8835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8118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8705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8712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8101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8125 槍靈少女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8866 槍靈少女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132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8149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8729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8736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8156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58163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58767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58774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58170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3558187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3558873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3558880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3558194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8200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8422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8644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8651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8378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8217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8224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8903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8859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8231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8248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8842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825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355826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355841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355859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355860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355861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3558781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8279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8552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8286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8293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 三月九日君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8309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316 來自異世界的清水島 楊寒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8323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8521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8330 官將: 賞善罰惡 宴平樂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8798 官將: 賞善罰惡 宴平樂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347 DarkGuide偽神的惡魔法典 醉蝠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8897 DarkGuide偽神的惡魔法典 醉蝠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354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361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8682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8699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8385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8392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8439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8910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927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9641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8965 風水鬼師 冷殘河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934 風水鬼師 冷殘河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8941 風水鬼師 冷殘河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8958 勇者靠邊站 艾艾羅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8958 勇者靠邊站 艾艾羅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689 勇者靠邊站 艾艾羅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8972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9023 無限潛力 聖骨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030 無限潛力 聖骨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047 二公子別來無恙 蝕兩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59054 二公子別來無恙 蝕兩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59405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9078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9160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9177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9085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9092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19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59238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59252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59276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929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3559320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9344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59382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443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9528 來自異世界的清水島 楊寒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9696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2401 遇見小百合 陳淑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7403 獻給臺灣的禮物: 臺開50紀念 邱于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825 食.安: 女性廚房七日紀錄: 女性藝術家聯展 吳妍儀, 謝詠絮總編輯 平裝 5

9789869135825 食.安: 女性廚房七日紀錄: 女性藝術家聯展 吳妍儀, 謝詠絮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135832 女性外貌身影: 從自我凝視開始 吳妍儀, 謝詠絮總編輯 平裝 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土地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性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02

送存冊數共計：218

臺灣小百合蒙特梭利國際全人教育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9706 口述歷史實務手冊 許雪姬, 翁誌聰主編 平裝 1

9789869009706 口述歷史實務手冊 許雪姬, 翁誌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6018 揚帆: 首屆海峽兩岸女書法家作品展集 臺灣女書法家學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447842 T型人才工作坊: 身心保健 劉佩玲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0447859 T型人才工作坊: 智活科技 劉佩玲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0447866 T型人才工作坊: 樂活設計 劉佩玲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0447873 新知講堂成果彙編 劉佩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0635 美好今日: 今日畫會今日畫展. 2014-2015 林雪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巴哈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智活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今日畫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女書法家學會



9789868987876 巴哈歐拉的愛 Jacqueline Mehrabi著; 李定智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661 中國通史 金兆豐著 臺十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23678 中西交通史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纂 臺三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3685 歷代建元考 陶棟編 臺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3692 今傳西漢史籍考 王仁祿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3708 唐史新論 李樹桐著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3715 唐史考辨 李樹桐著 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3722 廿四史傳目引得 梁啟雄著 臺五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3739 唐史研究 李樹桐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3999 宋代政教史. 上篇 劉伯驥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24002 宋代政教史. 中、下篇 劉伯驥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24033 中日關係史 李則芬著 臺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4040 隋唐與後三韓關係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運動 王儀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4057 古代中韓關係與日本 王儀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4064 趙宋與王氏高麗及日本的關係 王儀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4071 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孫克寬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4088 蒙古史綱 高越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4279 中國近代史料拾遺 桂崇基著 再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24286 清朝全史 稻葉君山著; 但燾譯訂 臺五版三刷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24309 明代平倭史實 王儀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4316 明代軼聞 林慧如編 臺二版三刷 平裝 1

9789574324323 中國近代史 李定一著 臺二十八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4330 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 周憲文編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01430 中國邊疆民族史(修訂本) 劉義棠著 三版二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5722 新世界奇航: 蓬萊島超夢樂園 蔡八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5722 新世界奇航: 蓬萊島超夢樂園 蔡八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0499 臺灣化工史: 一百五十年來臺灣化工產業發展、研發與教育的回顧及展望翁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1472 考用民法. 身分法篇 施慧玲, 黃聖展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6624 兩岸華文圖書採購總覽. 2014 廖鴻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9704 正念療育的實踐與理論(與33個正念練習) 呂凱文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正念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出版與數位內容產業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臺灣之路文化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化學工程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79846 臺灣仙履蘭專輯 黃清源總編輯 精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421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 2014年 鄒國益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803 臺灣之美 魏成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87810 清明上河圖密碼 魏成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701 漁翁得利: 瘋玩臺灣漁鄉 何立德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61627 粉紅騎士 Kivo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133 腦漿炸裂Girl れるりり原案; 吉田惠里香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478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64130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4338 攻略3次元戀愛: 30歲宅女漫畫家邁向結婚之路 風間綾未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地球

臺灣仙履蘭協會



9789863664390 Brothers conflict feat.Natsume ウダジヨ, 水野隆志, 叶瀨めつこ原作; 野切耀子漫畫;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413 小泉麻將傳說 大和田秀樹漫畫;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4505 艦隊Collectiona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COMPTIQ編輯部編輯;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574 蘿球社! 蒼山サグ原作; たかみ裕紀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4581 LoveLive! 公野櫻子原作; 鴇田アルミ漫畫; 末央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703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710 蘿球社! 蒼山サグ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64727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火燒新埼玉 Bradley Bond, Philip Ninj@Morzez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4796 巷弄間的妖怪們. 3, 綾櫛小巷加納裱褙店 行田尚希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802 期待您大駕光臨: 老街和菓子店栗丸堂 似鳥航一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819 絕對城學長的妖怪學講座 峰守ひろかず作;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826 木槿花西月錦繡 海飄雪作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664833 當戀愛成為交易的時候 小鹿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4840 神的記事本 杉井光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4857 這樣算是殭屍嗎?. 16, 哎,最近格外有感 木村心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864 夢沉抹大拉 支倉凍砂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4871 身為男高中生兼當紅輕小說作家的我,正被年紀比我小且從事聲優工作的女同學掐住脖子. 2, Time to play時雨沢惠一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64888 小惡魔緹莉與救世主!? 衣笠彰梧作; 蕭嘉慧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4895 Tiger & Bunny Sunrise原作; 榊原瑞紀漫畫; 思若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4901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egoistic-lily 丸戶史明原作; にいと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918 Fate/Kaleid liner 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4925 夏亞的日常 南北漫畫; 本田雅也腳本;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93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川原礫原作; 貓貓貓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949 艾蕾卡7 AO Bones原作; 加藤雄一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4956 機動戰士鋼彈UC BANDE DESSINEE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4963 東京闇鴉 あざの耕平原作; 鈴見敦漫畫; Irene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4970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987 姑獲鳥之夏 京極夏彥原作; 志水アキ漫畫;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994 F2荊棘的時刻與青色的地圖 糸森環作; 呂旭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007 機動防衛者Dowl Masters 佐島勤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014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5021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069 我與她互為奴僕的主從契約 なめこ印作; Isa Wang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5076 我將在明日逝去,而妳將死而復生. 4, Sunrise&Sunset Story藤まる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083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090 春日坂高中漫畫研究社. 第1期, 願弱小文藝社團幸福!あずまの章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106 惡魔高校DxD. 18, 聖誕節的搞笑天使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113 噬血狂襲. 11, 逃亡的第四真祖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120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137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5144 雪莉 森薰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5151 今天開始魔の自由業! 松本手毬漫畫; 喬林知原作; 莊湘萍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665168 惡魔謎題 高河ゆん原作; 南方純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175 鬼灯家的大姊姊(＋妹) 五十嵐藍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182 LoveLive! 公野櫻子原作; 鴇田アルミ漫畫; 末央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5199 魔王勇者: 「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6刷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5205 至高指令 えすのサカエ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521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原作; 比村奇石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229 紀錄的地平線 喵太班長的幸福食譜 橙乃ままれ原作; 草中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236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黃任遠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5243 為什麼我會和你KISS啊? 南条つぐみ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250 今夜對你飢渴難耐 みなみ遙作;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267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鴨志田一原作; 草野ほうき漫畫; 蔡佳真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5274 美食吃飽飽: 沖繩 てらいまき, 松永多佳倫著; 黃淑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281 古書堂事件手帖. 6, 栞子與迂迴纏繞的命運 三上延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298 唐草圖書館來客簿. 1, 冥官小野篁與溫柔的「無道」們仲町六繪作; 董芃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304 時槻風乃與暗黑童話之夜 甲田學人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3665885 時槻風乃與暗黑童話之夜 甲田學人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3665311 幽落町妖怪雜貨店 蒼月海里作;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335 守師 DARK櫻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342 輕飄飄少女從天而降 入間人間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359 加速世界. 17, 星之搖籃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366 S.I.R.E.N.次世代新生物統合研究特區 細音啟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5373 奇諾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作; 莊湘萍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665380 腦漿炸裂Girl. 2, 怎樣都好,我想吃馬卡龍 れるりり原案; 吉田惠里香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397 皇帝聖印戰記. 2, 永夜城主與狼人女王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403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5410 約會大作戰. 11, 惡魔鳶一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427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434 魔王女孩與村民A. 8, 上下螺旋 ゆうきりん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458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11, 絕對?管理職宣言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465 武藝精研百餘年,轉世成精靈重拾武者修行 赤石赫々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472 破除者. 1, 暗黑天才,其名為 兔月山羊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489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董芃妤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5496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5502 魔劍的愛莉絲貝兒. 4,緋色的挑戰者 赤松中學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519 Overlord. 5, 王國好漢 丸山くがね作; 曉峰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5526 死神大人與四位女友 巣山真原作; CHuN(Friendly Land)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533 荷包蛋的蛋黃何時戳破最美味 おおひなたごう漫畫; 方育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540 校園日記AIURA 茶麻作; 九流衛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5557 蜥蜴王 入間人間原作; 守月史貴漫畫;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564 我的學妹哪有這麼可愛! 伏見つかさ原作; いけださくら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5571 青澀泳痕 竹宮ゆゆこ原作; カスカベアキラ漫畫; 波波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588 JA元氣姊妹下田去! 鳴見なる＋協力, 唐花見コウ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5595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茶菓山しん太漫畫; Yoshi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5601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5618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1, 末路人十香 橘公司原作; 犬威赤彦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625 幸服社! あっつん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632 Love stage!! 影木榮貴原作; 藏王大志漫畫;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5649 妾願為君亡 くずしろ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656 機動戰士鋼彈桑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和田秀樹漫畫; 大佐譯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5663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5670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5687 東方鈴奈庵: Forbidden Scrollery Zun原作; 春河もえ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694 魔王勇者: 前往山丘的彼方 橙乃ままれ原作; 峠比呂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5700 ZONE-00零之地帶 九条キヨ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5717 我最討厭牙醫了! 相葉キョウコ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724 發情動物!?職場叢林食物戀 aivan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731 恥勇傳! たくじ作; Hikaw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5748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65755 LoveLive! 公野櫻子原作; 鴇田アルミ漫畫; 末央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762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5779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原作;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226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原作;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5786 數到三,出發去德國!: 體會打工度假的新生活意義黃巧棟, 朱敏嘉, 陳慧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793 美食吃飽飽: 鎌倉.湘南 松鳥むう, 山村浩子著; 陳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809 莫非,這就是愛情原創小說 何曜先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816 諸神的差使 淺葉なつ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5823 自由之丘六分儀咖啡館: 自由翱翔的卡布奇諾 中村一作;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830 超完美小說家培育法 野崎まど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847 難道硬奇幻已經不行了嗎!? 月亮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854 E生存選項 海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861 地下城之心 廣陵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892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10, 邂逅的協奏曲隅沢克之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5915 絕對雙刃. 7, 禁忌的果實 柊★たくみ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922 今日開始兼職四天王!. 3, 網聚與現實世界遭遇戰高遠豹介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939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外傳: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焰!. 1, 惠惠的回合曉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946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小豆END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953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5960 帕納帝雅異譚. 3, 重逢的十字路口 竹岡葉月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977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小惡魔學妹: 青春豬頭少年系列. 2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984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5991 情色漫畫老師. 3, 妹妹和妖精之島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004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Yoshi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6011 我的勇者 葵せきな作; 忠哥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6028 盜賊神技: 在異世界盜取技能 飛鳥けい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110 古書堂事件手帖 三上延原作; ナ力ノ漫畫;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6127 黑鷺屍體宅配便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666134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昭二, 大黑尚人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一杞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6141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6158 失戀初體驗 高城リョウ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165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6172 花之都古! TYPE-MOON原作; 桐嶋たける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6189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6196 加速世界外傳: 魔女的遊園 川原礫原案; 笹倉綾人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6202 機動戰士鋼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219 呷飽沒?臺南美食繪帖: 日本大叔手繪巷弄中的美味食記ヤマサキタシヤ著; 陳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233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乙 竜ノ湖太郎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257 天降奇機愛上我 渡会けいじ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6264 狐狸惡魔與黑色魔導書 橘由宇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6288 太喜歡哥哥到想對他喵喵撒嬌卻無法坦率的兄控妹妹オオハマイコ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6295 CODE GEASS雙貌的OZ 東條チ力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6301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原作; 守姬武士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6318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松岡圭祐原作; 神江ちず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325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66332 許配協議 フクダ一ダ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349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GHO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6356 東京闇鴉 あざの耕平原作; 鈴見敦漫畫; Irene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6363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6370 指尖小奢華!平價小物也能打造日系美甲 SHIZUKU作; 蔡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387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6394 0能者九条溱 葉山透原作; 田倉トヲル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400 有點可愛的女子高中拷問社 深見真原作; α ˙アルフライラ漫畫;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417 猜謎王 杉基イクラ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642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幽靈子彈 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431 打工吧!魔王大人. 前進高中篇 和ヶ原聡司作; 三嶋くろわ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6448 透明人的製作方法 増田英二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455 科學化學症候群 吉川英朗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6462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6479 魔王勇者: 「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6486 閃耀女孩亞麻里 黒田bb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493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性感凶器 Bradley Bond+Philip.N.Moreze原作; さおとめあげ は漫畫; 林哲逸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4636 破碎山河誰來補?: 臺灣抗日先賢先烈傳 丘秀芷主編 增訂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5

送存冊數共計：167

臺灣抗日親屬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104 國際沉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臺灣沉香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80542 猜一猜電車 薰久美子作; 加藤陽子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740 怪盜與名偵探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740 怪盜與名偵探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771 拜託大士爺: 暑假最難忘的事 李光福作; 鍾燕貞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788 好想要有ㄋㄟㄋㄟ喔 有田奈央作.繪; 邱瓊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795 他們在排什麼? 中垣愉孝作.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818 送走霉運那一年 辛西亞.角畑著; 陳小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825 我是公車司機 草野多紀作; 間瀨直方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832 大家來修飛碟喔! 中垣豐作.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849 花木蘭 陳秋帆改寫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856 我的食蟻獸朋友 村上詩子作; 田中六大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863 童話列車出發吧! 間瀨直方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870 米飯一級棒! 金蘭枝作; 崔那美繪; 劉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887 預備,開始! 中愉垣孝作;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894 記得我們的約定喔! 小手鞠琉依作; 高巢和美繪; 張桂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900 愛上月亮的男孩 李諾.阿萊默(Rino Alaimo)文.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931 冰海之鯨 珍.克雷賀德.喬治(Jean Craighead George)著; 黃琪瑩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沉香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9042 人文化成: 易經蒙、離二卦衍義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9059 唯變所適: 易經時變、消息盈虛衍義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9066 保合太和: 易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衍義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9073 風生水起: 易經論廿一世紀的文化信息傳播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10907 可愛無法擋!手作羊毛氈幸運小物 Boutique社編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949 泰利耶之戰 M.貓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4554 達令就是本大爺 霧嶋珠生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414 達人漁師親授魚料理: 來自大海的恩賜 上田勝彥著; 游婷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636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6213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5865 蒼穹女武神 橘公司作; KO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5926 蒼穹女武神 橘公司作; KO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5902 首爾地鐵遊. 2015年最新版 media porta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933 一絲不掛!倉鼠屁屁 manic編;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971 瞬間奪走我的心 志志藤花蓏莉原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988 K老師的野蠻戀愛 夏水りつ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995 有效期滿的初戀 木原音瀨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008 今夜,被沙漠王子擄獲 水上ルイ原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015 束縛的方程式 こうじま奈月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039 永遠的魔法小天使 高田明美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16091 透明水彩繪師的壓箱技法: 從光線到色彩,繪出唯美風格插畫三澤寬志作;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121 惡魔蛙男 巴亮介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6145 你的吻有謊言的味道 サガミワ力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東販



9789863316152 我的他最特別 鳴坂リン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169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16176 兩個人的午餐約會 加東セツコ原作; Quinc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183 撫摸我親吻我吧! 二条クロ漫畫; 小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206 COMIC惡之娘. 第一幕 惡之P原作; 壹加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220 向魔王太多的世界宣戰 甘宇井白一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6404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6299 THE ART OF LARUTA天空之城 宮崎駿原作.腳本.監督;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312 視力檢查 たま作畫; 40mP原案;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329 很漂亮不是嗎!? 島あさひ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336 COLD FEVER冷熱 木原音瀨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343 眼鏡是愛的一部份 いつきまこと作;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350 愛在煙霧瀰漫中 巧巳遊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72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16398 黃昏的禁忌之藥: 從枝葉間灑落的冬陽 桐月作; 吳苾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411 這裡是幸福安心委員會 女王陛下與永遠幸福的死刑犯うたたP作; 貓ノ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428 彼岸島最後的47天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16435 吉田兄弟物語 霧嶋珠生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442 只要溫柔愛撫,不要下流碰觸 紺色ルナ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459 醉後戀上了你!? 鷹丘志成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466 傀儡華遊戲: 中國木偶奇譚 秋乃茉莉作; Sherry Hsu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6534 澪之料理帖: 思念之雲 高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89 手沖咖啡大全 醜小鴨咖啡師訓練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02 東京電腦偵探團 石沢克宜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19 皇國的都市傳說 河端ジュソ一作;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26 兔月双魔鏡 樋口司作; 林柏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33 400圓行騙天下 嬉野君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40 漫畫家構圖設計: BL KISS姿勢集. 2 新書館Dear+編輯部監修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16657 南極點PIAPIA動畫 野尻抱介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64 烘焙小學堂.手作美味小甜點 高橋教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71 指尖上的幸福!超解憂迷你小盆栽 岩井輝紀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88 世界絕景55選!一生難得一見的自然奇景 渡部潤一監修; 王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695 絕美!透明生物圖鑑 X-Knowledge編著; 梅應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16701 這樣喝就會瘦!: 1天3杯,超神效咖啡瘦身法 小田原雅人醫學監修;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718 每日元氣吐司 「毎日のトースト」編集室編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725 缽盆金魚飼養法: 看見金魚最美的姿態 岡本信明, 川田洋之助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732 「茶」教科書 大森正司著;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749 用五個為什麼找出問題發生的真因: TOYOTA獨步業界的解決力OJT-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8649 新世界戀愛革命 鳥谷しず作; 張大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756 元素//魔核: 魔術機鋼之異玄要塞 小山タケル作; 張大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763 動漫專門店 尼野ゆたか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6770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16787 小說家獻上熱戀-Mr.Secret Floor 朝霧夕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794 四號X警備: 八字繩結 葛井美鳥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00 沉默男孩和不良少年 小林こたろ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17 恐怖漫畫家的煩惱 內田つち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24 食在安心!美味輕食飯糰101款 山田玲子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31 上手零技巧!手作木工好家具 DIY女子部監修;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48 慢遊英國: 小茶館×古董店×老飯店 小關由美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55 人生,有趣300倍的方法 小川仁志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62 從名畫讀懂莎士比亞經典劇作 平松洋作;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79 眼睛瑜珈操×護眼飲食法: 每天15分鐘,視力自然回復!山本正子著; 黃于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886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6893 ZODIAC WITCHES十二星座的魔女 朱門優作; 高嬅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6916 澪之料理帖. 肆, 今朝之春 高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923 上司完全使用手冊: 再爛的上司都有他的利用價值: 徹底利用上司的50個絕招!田中和彥著;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930 這樣說就對了!: 日本銷售女王教你不敗職場說話術吉野真由美著; 黃于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947 雨in the rain 山下貴光著; 王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954 壽司技術大全 目黑秀信著; 李友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16961 學生奶爸情人. 執事篇 御景椿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978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6985 帶刺的戀情更美 本庄りえ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992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7005 好奇心男子的憂鬱 秋山花緒漫畫; 小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012 有效期滿的初戀(漫畫版) 木原音瀨原作; 糸井のぞ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029 囚人與紙飛行機: 幕後二律背反 貓口眠@囚人P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17043 稜鏡戰記 曾田正人作; 瑞木奏加原案;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7050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317067 今夜,被沙漠王子撩亂心弦 水上ルイ原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074 愛可以拯救世界嗎!? 天王寺ミオ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081 戀愛成長期 こうじま奈月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098 無慈悲的體格 櫻賀明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104 惡魔蛙男 巴亮介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7111 真幌站前番外地 三浦紫苑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128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7296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7135 巴黎地鐵遊. 2015-2016年 media porta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142 一句定勝負: 讓企劃輕鬆過關的決勝關鍵 石田章洋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159 39款必學沁涼嫩Q甜品: 盛夏中の消暑小確幸 葛西麗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166 日本酒超入門: 從新手晉升酒通的寶典 君嶋哲至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173 越多人越好吃!聚會必備人氣料理50道 大庭英子作; 洪禎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17180 海水魚與海中生物完全圖鑑 小林安雅作; 李璦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17197 清新食感!少油少鹽多健康的印度料理76道 Masako Mabani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203 聰明健康活!日本名醫教你打造強健好體質 川嶋朗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210 日本傳統花紋素材集 京友禪 小川創右衛門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17227 這裡是幸福安心委員會 女王陛下與快樂的夏日遊戲うたたP作; 猫ノ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234 本山主任的祕密 鮫沢伐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241 戀愛骨董店 DOU BRAND.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258 倉科老師受難記 開始交往囉 志野夏穗作; Sherry Hsu譯 平裝 1

9789863317265 箱庭之戀 ホームラン拳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272 九泉之島 東田裕介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7289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7302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17319 頂尖殺手246 高橋慶太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7326 阿拉伯之戀 羽柴みず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333 猜猜我們誰是攻!!!: 第三位型男 柊のぞむ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340 月戀: 花開的聲音 高城竜原作; 小綠譯 平裝 1

9789863317357 晚安,布布 淺野一二O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17364 彼岸島最後的47天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17371 Mr. Secret Floor: 散發沙漠之香的男人 朝霧夕原作; 劍解漫畫; Sherry Hs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388 親愛的Body 大槻ミゥ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395 冷峻美男 ふゆの仁子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01 波形之聲 長岡弘樹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18 日本人氣店不藏私傳授: 拉麵.沾麵的調理技法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李巧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25 Coffee Blues: 弓島咖啡事件簿 小路幸也著; 王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32 BONES!動物頭骨圖鑑 吉田賢治監修;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49 打造顧客黏著度: 20個善解人意的服務業待客之道上田比呂志著; 麥盧寶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56 新色鉛筆技法: 用線條與筆觸,繪出自然光影之美オガワ ヒロシ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63 時令鮮滋味!天然戚風蛋糕、甜點 青井聰子著; 陳凱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70 絕美展翅瞬間: 鳥類飛行圖鑑 澤井聖一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17487 愛香料: 從原理到上桌,日本專賣店教你如何讓餐桌上的食物變得更美味香料專賣店L'épice et Epice監修;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494 圖解星座神話故事 沼澤茂美, 脇屋奈奈代著;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00 我的老公就是這麼沒用!無能老公圖鑑 井上ミノル著; 李巧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17 深夜居酒屋絕品下酒菜 笠原將弘著; 李巧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24 穿上白襯衫,晉升人生勝利組 李俊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48 新手專用!兩棲爬蟲類飼育書 冨水明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55 虐殺器官 伊藤計劃著; 麥盧寶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62 效率UP!準時下班的77個工作神技 鈴木真理子著;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79 京阪神地鐵遊. 2015-2016 media por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86 找對方法就能讀出高分!東大首席律師教你超高效率學習法山口真由著; 黃于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593 Bittersweet Waltz: 弓島咖啡事件簿. 2, 警部失蹤 小路幸也著; 王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609 東京下町好時光 貓澤エミ著; 黃于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616 無油煙x省時間x多變化: 一指搞定69道烤箱料理堤人美著;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623 愈吃愈瘦,黃豆渣的魔力: 瘦身、保養、恢復活力,一次完成家村マリエ著; 李巧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630 變形再出擊!用一張色紙摺出百變機器人 フチモト ムネジ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647 古文明解密,33個真相大公開! ASIOS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654 後宮列傳: 側室、情婦、寵妾的故事 石井美樹子監修;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661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7685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7678 夢見同人作家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692 澪之料理帖. 伍, 小夜時雨 高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708 懶洋洋寢貓的怠惰偵探帖 舞阪洸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715 只想待在你身邊 市川けい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722 花園的記憶 日野ガラス作; 小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739 戀人不露相 水渡ひとみ原作; Quince譯 平裝 1

9789863317746 惡魔蛙男 巴亮介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7753 新.詐欺獵人 夏原武原案; 黑丸漫畫;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17760 RE: 魔法少女 しよたこん原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7777 部長比部下不足 環レン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784 戀人愛的方程式 こうじま奈月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791 COMIC惡之娘. 第二幕 惡之P原作; 壹加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807 BL三角戀愛效應 椎名秋乃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814 愛你不是貪心 島あさひ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821 冷峻美男 ふゆの仁子作; 海老原由里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838 新.料理仙姬 菊地正太著;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7845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17852 蟲師. 特別篇: 蝕日之影 漆原友紀著;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869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17876 泡沫欲望 麻々原绘里依作;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883 我的害羞小甜心 夏目維朔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06 青鬼 noprops原作; 黑田研二作; 林柏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13 魔法之子 入江君人作; 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20 北海道HO 大鹿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37 美味與精緻的二重奏!: 蛋糕裝飾技法全書 Parlour Laurel監修;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44 零失敗!打造完美起司蛋糕: 讓43款創意美味甜進你的心福田淳子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51 陸龜飼育手冊: 讓陸龜快樂生活的幸福方程式 黄木錠二監修;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68 向王牌銷售員學習!提高業績的接待術 鈴木比砂江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75 超腰瘦!呼拉圈瘦身美體術 柴田亞美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82 少女的名畫導覽: 跳脫艱深,從「可愛」入門! 和田彩花著;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999 紐約經典美食: 馬芬、司康、比司吉 平野顯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002 360度全視角!世界民族服飾繪畫技法 玄光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019 午前悠閒時光!簡單、美味早午餐170道 朝時間.jp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026 最終編年史. 天空篇. I, 公式攻略手冊 淺原晃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057 真幌站前狂騷曲 三浦紫苑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064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8088 歷史上的陰謀: 謊言、暗殺、謀反,改變世界的內幕祝田秀全編著;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095 專業甜點師傅私房傳授!: 可愛繽紛法式小蛋糕 熊谷裕子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01 嘗一口甜蜜滋味!紐約風起司蛋糕&茶點蛋糕 平野顯子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18 我從地獄爬回來!有吉弘行的毒舌生存之道 有吉弘行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25 主管越放手,員工越自動: 讓下屬績效超標的聰明管理術近藤寬和著; 麥盧寶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32 從文藝復興到巴黎學派: 名畫中的魔性之女 平松洋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49 東方風味x西方小酒館料理的美味雙重奏 大林芳彰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56 基礎和食: 5大類、91道日式料理全傳授 柳原尚之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63 倖存者0 安生正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87 時令蔬菜高湯活用術: 60道健康蔬食餐點輕鬆做樋口正樹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248 這個戀夏我將飛撲向你 上川きち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5227 三葉集: 兒童詩集 蔡榮勇, 陳秀枝, 麥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38103 統計學: 應用與進階 陳旭昇著 3版 平裝 1

9789574838110 計算機組織與設計: 硬體/軟體的介面 David A. Patterson, John L. Hennessy原著; 鍾崇斌, 楊惠親譯2版 平裝 1

9789574838127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總論與量化研究法 瞿海源等主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134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質性研究法 瞿海源等主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141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資料分析 瞿海源等主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158 物理學 胡凡勳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8165 第一本入門Maple的必讀寶典: 現在,數學可以這樣算!杜嘉正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172 工程數學 陳在泩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189 統計第一門課: 觀念與應用 鄭惟厚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196 從羅浮宮看世界美術 蔣勳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8202 中級會計學(IFRS版) 徐惠慈著 3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191

送存冊數共計：195

臺灣兒童文學學會



9789574838219 資料結構: C語言實例導引 連志誠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574838233 財務數學: 財金計量方法 莊紹容, 楊精松, 梁晉綱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240 財務報表分析 杜榮瑞等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257 Different decisions,different motivations: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 between students who make different decisions whether to attend a voluntary EFL course in TaiwanHsien Chi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8264 多益新題型. 2015閱讀篇 江育真作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271 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 鍾國亮著 6版 平裝 1

9789574838288 Power reading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其他 1

9789574838295 Power English training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318 Impact listening & speaking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838325 Impact listening & speaking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838332 Linguistics語言學: 語言與溝通精簡導讀 曾郁景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011 專業通才理想的實踐: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訪談錄. 一徐進鈺, 廖彥豪, 凌宗魁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4625 日本職棒入門聖經 李承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632 潔西卡艾芭的真實生活 潔西卡艾芭(Jessica Alba)著; 劉品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588 叔公教我打太極拳: 32式出招 邱文彥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595 夢想,真的好想贏!熱血主播徐展元 徐展元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知識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金屬熱處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2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9789869018715 金屬熱處理 臺灣金屬熱處理學會編 精裝 1

9789869018722 模具的品質改善為目的之材料選擇與事例: 對模具上有效利用為目的之選擇方法與諸現象日原政彥原著; 黃振賢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45518 快樂出航回首重溫: 黃朝棟七八彩墨國畫回顧展吳崑茂, 林瑟衿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245525 海峽兩岸翰墨名家書畫展. 二0一五 蘇忠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8245532 海峽兩岸翰墨名家書畫展. 二0一五 蘇忠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1697 臺灣指南 臺灣英文新聞廣告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189309 蔬果不可缺‧無毒不可能，無奈求生存：遠離毒蔬‧果高志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309 蔬果不可缺‧無毒不可能，無奈求生存：遠離毒蔬‧果高志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309 蔬果不可缺‧無毒不可能，無奈求生存：遠離毒蔬‧果高志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316 遠離毒蔬.果 高志明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8055407 慈悲與寬容 李登輝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56828 臺灣南方墨藝學會創作大展專輯. 2013 陳彥丞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56835 臺灣南方墨藝學會/創作大展專輯. 2014 陳彥丞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南方墨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首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物收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英文新聞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6870 觀光、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5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6887 多媒體與創新設計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5 臺灣首府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6856 觀光餐旅評論. 2014 臺灣首府大學觀光事業管理學系學術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6500 閩臺的姓氏族譜與宗族 許明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1248 誦經祝福與功德迴向 係由智行尊者(Bhante U Nyanacara),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aka)編輯; 瑪欣德尊者(Bhante U Mahinda)等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21255 您認識佛教嗎?: 本書獻給希望去除煩惱的人們 瑪欣德尊者(Ven. Mahinda)譯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4501 美睫技術設計研習:入門基礎版 Jovisa美睫技術研習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美睫設計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省姓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首府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首府大學觀光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18841 坐看井外 觀星尋碟: 我的幽浮探索 劉紹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7966 華宅建築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社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6289 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第二十七屆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4346 原住民族事務發展之回顧與前瞻 施正鋒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98496 兒少人權向前行: 兒童權利公約逐條釋義 林沛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展翅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飛碟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004 薪火相傳 臺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0408 周用金行草字匯(簡體字版) 周用金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8920415 姜坤、賴煥琳兩岸書畫名家聯展專輯 姜坤, 賴煥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6009 當代財富管理實務與實作 梁亦鴻, 林澍典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02991 發展心理學: 兒童發展 Laura E. Berk原著; 古黃守廉等譯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0708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聯展. 2014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0715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聯展. 2015: 臺灣之美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20715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聯展. 2015: 臺灣之美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財富管理規劃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書畫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36037 動手玩創意: 我愛夏天1000貼紙書 史黛拉.貝卡克設計.圖; 費歐娜.華特文; 臺灣麥克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6358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文; 徐龍男圖; 陳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409 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 Roberta Gilbert作; 江文賢等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529968 醉人植物博覽會 艾米.史都華(Amy Stewart)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975 重讀經典牡丹亭 蔡孟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982 唐高祖傳 牛致功著 臺灣二版 精裝 1

9789570530001 莎蒂的打殭屍日記 瑪德蓮.胡(Madeleine Roux)著; 王娟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018 唐太宗傳 趙克堯, 許道勛著 臺灣二版 精裝 1

9789570530025 插花冊子: 池坊流 有吉桂舟著; 金藝譯 平裝 1

9789570530032 智慧宮: 被掩蓋的阿拉伯知識史 喬納森.萊昂斯(Jonathan Lyons)著; 劉榜離, 李潔, 楊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056 恐嚇信 查爾斯.帕利瑟(Charles Palliser)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063 唐玄宗傳 許道勛, 趙克堯著 臺灣二版 精裝 1

9789570530070 柳公權書蘭亭序 柳公權書法 二版 精裝 1

9789570530094 電磁波的真相: 你看不見的手機、WIFI輻射傷害馬丁.布蘭克(Martin Blank)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4039 放刀: 婦產科生涯回顧 蔡明賢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灣婦產科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9789868704039 放刀: 婦產科生涯回顧 蔡明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4804 教會宣教的故事: 整全宣教實踐篇 余淑玲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1271 什麼是漢語神學? 曾慶豹著 平裝 1

9789866131288 天風的沒落: 艾迪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回應 鄒朝春著 平裝 1

9789866131295 真常之道: 唐代基督教歷史與文獻研究 吳昶興著 平裝 1

9789866131301 論對上帝的知與愛: 奧古斯丁、波拿文土拉、庫薩及約翰衛斯理的觀點李麗娟著 平裝 1

9789866131318 呂格爾六訪馬賽爾 呂格爾(Paul Ricoeur)著; 陸達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5664 感恩.祝福: 黃勝雄醫師返臺服務22年榮退特輯 基督教門諾會醫院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5158 國家認同之比較研究 紀舜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5165 思考臺灣外交大戰略 施正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門諾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推動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5191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一0三年度年報 平裝 2

9789868905191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一0三年度年報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4101 中國古典詩詞欣賞: 詠揚州古城 李增邦編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2036 玩美心旅行: 慢遊鄉村指南 鄭健雄主編 平裝 1

9789868792036 玩美心旅行: 慢遊鄉村指南 鄭健雄主編 平裝 1

9789868792050 六級化鄉村旅遊發展 鄭健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606 臺海藝蹤 馮儀主編 平裝 1

9789868988613 中國書畫藝術研討會: 臺灣.臺北論文集. 2013 馮儀主編 平裝 1

9789868988620 道法自然: 彭友善.彭開天水墨畫藝術聯合展覽: 臺灣.臺北. 2013馮儀主編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3105 林裕淳: 臺灣鄉土彩畫藝術 林裕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畫院(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華夏文教農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揚州同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鄉村旅遊協會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3910 臺灣棒球名人堂第二屆特展紀念集. 2015 周大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9589 臺灣期貨交易所年報. 一0三年度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0203 大器今聲: 臺灣斲琴錄 盧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2130 內住弟子 雷瓦達 比庫(Bhikkhu Revata)作; Sayalay Khemananda中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1131 臺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畫冊. 2015第七屆 許齡之, 呂家鎔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當代藝術連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琴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無憂小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期貨交易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2446 Small Animal dermatology.3 , a color atlas and therapeutic guideKeith A. Hnilica[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52460 職能治療導論 Jane Clifford O'Brien, Susan M. Hussey原著; 陳瓊玲翻譯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6052668 按摩治療師指引叢書系列: 頭頸部疼痛 Sany Fritz, Leon Chaitow原著; 劉美鈴, 楊雅如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2682 兒科護理學 Susan Rowen James, Kristine Ann Nelson, Jean Weiler Ashwill原著; 何嘉倫翻譯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6052712 The practitioner as teacher Sue Hinchliff[編] 平裝 1

9789866052750 Mosby's呼吸照護速覽手冊 Helen Schaar Corning原著; 彭逸豪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6052958 犬貓心臟學手冊 Larry P. Tilley等原著; 賴昱璋, 陳音竹, 簡國傑編譯第四版 精裝 1

9789865666699 配鏡學總論. 配鏡實務篇 Clifford W. Brooks, Irvin M. Borish原著; 吳源來, 周佳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6705 放射攝影擺位與相關解剖學 Kenneth L. Bontrager, John P. Lampignano原著; 邵佳和, 劉薇音, 李則平譯第八版 精裝 1

9789865666712 Wheater's功能性組織學全彩圖譜 Barbara Young, Geraldine O'Dowd, Phillip Woodford原著; 王馨瑩等譯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666835 犬貓心肺音聽診 Bruce W. Keene等作; 林正等翻譯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666842 Modern physics: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John C. Morrison[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5666859 胎兒影像學診斷: 中樞神經系統病例精選(2013-2014)林丹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6866 Felson胸部放射影像學 Lawrence R. Goodman作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5666873 ICD-10-PCS draft. 2014 Carol J. Buck作 平裝 1

9789865666880 ICD-10-CM Draft. 2014 Carol J. Buck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802 典藏新興雋語. 首冊 余金璋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02621 在家種菜:簡單種、隨手摘，天天吃好菜! 昔東妍著 平裝 1

9789861302676 會計師掛保證!100張圖讓你選好股,真利多!: 投資股市一定要懂的4大財務報表呂欣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灣新興中小企業經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9789861302683 雞排博士教你開一間會賺錢的店!一舉成名天下之知~從準備創業第一天就懂宣傳宋耿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706 第一次跟貴賓狗的生活方式 貴賓犬style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1302263 罹癌就像感冒一樣，一不小心就上身！14位抗癌權威醫師的食癒餐桌：隱藏版！預約不到的世界級名醫私房菜單(韓)姜載憲等作 平裝 1

9789861302300 不被糖尿病殺死的57個方法 板倉弘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386 下班才是賺錢時!: 美國醫生教你上網投資美股賺大錢!謝宗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713 超驚人!餐餐吃飯讓你瘦:米飯瘦腹力 柏原幸代作 平裝 1

9789861302720 挑對時機買到便宜房 李建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751 第一次跟貓咪的生活方式 貓咪日和編輯部編; 徐瑞羚譯 平裝 1

9789861302768 最高人氣果樹盆栽：免流汗，誰都種得活，看見開花又結果！大森直樹著 平裝 1

9789861302768 最高人氣果樹盆栽：免流汗，誰都種得活，看見開花又結果！大森直樹著 平裝 1

9789861302775 找一個真正會幫你賺錢的理專：敎你基本理財常識，讓你看穿黑心理專陳世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799 怎樣設計 不被打槍? :1種主題3種版面,讓你的提案一次OK甲谷一編著 平裝 1

9789861302812 跟老狗宅一起的幸福方程式 遠藤薰監修; 徐瑞羚譯 平裝 1

9789861302843 百變三明治料理全書 DODO出版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1302850 做麵包不失敗の15堂關鍵必修課 王勇程著 平裝 1

9789861302867 零添加純天然!在家做蔬果醬 DODO出版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1302874 買對強勢股,讓你提早退休20年: 不只是賺,還要很快賺!賺很多!張真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881 有貓的生活 藤本繪里編; 蔡沐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6706 白度母 噶千仁波切作; 敦珠貝瑪南嘉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713 無量光佛修誦法.登極樂國 天法明就多傑, 噶瑪恰美仁波切作; 噶千仁波切編纂; 敦珠貝瑪南嘉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720 噶千語錄. 一 噶千仁波切作; Ina Bieler藏譯; 黃靜慧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737 彌陀天法 噶千仁波切作; 敦珠貝瑪南嘉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744 佛子行三十七頌 噶千仁波切作; 張福成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噶千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0621 高雄市市定古蹟糖博館日式廠長宿舍古蹟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處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6137 橡膠工業製品技術: 輪胎 臺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編 精裝 1

9789868446137 橡膠工業製品技術: 輪胎 臺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13761 唯真: SGS不變的承諾 謝其濬主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33053 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JCMIT2013)論文集. 2013年臺灣醫學資訊學會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2933077 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JCMIT2015)論文集 臺灣醫學資訊學會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304 遊藝十年.療癒百年: 臺灣藝術治療學會十週年專刊江學瀅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學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治療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檢驗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8748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TFA巡迴展. 2015 林美智, 王雙寬, 陳純貞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8760 立足臺灣放眼全球: 國際會議英語 莊子嫻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308 護理外交創新局. ICN墨爾本國際會議專刊. 2013[臺灣護理學會]秘書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032346 臺灣百年護理的回顧與啟航. 傳愛篇 大乙傳播事業有限公司編撰 精裝 1

9789869032353 臺灣百年護理的回顧與啟航. 開拓篇 大乙傳播事業有限公司編撰 精裝 1

9789869032360 臺灣百年護理的回顧與啟航. 躍進篇 大乙傳播事業有限公司編撰 精裝 1

9789869032377 臺灣百年護理的回顧與啟航. 臺灣護理學會百年發展史大乙傳播事業有限公司編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07366 科技對話、再創歷史: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4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406 味蕾旅行: 塔吉鍋X燉鍋的周遊世界料理60道 張秋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2413 歐式麵包的下個世代: 極致風味的理論與實務 武子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質人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體運史學會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護理管理學會



9789869112420 歐式麵包的下個世代: 極致風味的理論與實務 武子靖著 初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9112437 貓飯: 貓咪飲食聖經 陳稚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806 大甲河之聲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二: 中臺灣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集徐登志, 賴建宇合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4903 實用青草藥圖鑑 李岡榮, 吳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4167 灘音吟社社志 林正三總編纂 平裝 1

9789865754167 灘音吟社社志 林正三總編纂 平裝 1

9789865754174 國音中古音對照表 廣文編譯所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54181 宣德鼎彝譜.宣德彝器圖譜 宣德彝器圖譜.沈氏宣鑪小誌(明)呂震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198 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與考據 溫台祥作 平裝 1

9789865754204 中古漢音數位系統讀本 吳淑惠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54211 莊子翼 (明)焦竑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54235 蠶化絲不盡: 曾祥和教授文集 曾祥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寮下人劇團



9789869106436 抗!藍光大作戰!專刊<>: 3C族視力惡化的頭號大敵!!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06450 週休二日露營趣: 四季營地看美景 錢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007 輕.食尚罐沙拉: 味覺系的輕食新主張 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014 愛上杯料理: 60杯省時方便、不失敗的美味 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038 視覺系の美味疊疊樂,自製美味料理罐沙拉：歐美、日本飲食新風潮，簡單製作、人手一罐，超方便又美味的料理！堤人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045 圖解<>: 畫說漢字: 1000個漢字的故事 (東漢)許慎原著; 吳蘇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052 尋找美麗的女孩 Pairau Makcharoen繪; Sirin Serisuchat圖; 璟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8069 我的哥哥會變身 Songkha文; Jitsai圖; 璟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8076 實用中醫老偏方 常學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083 機器人快長大 陳曉恕文; 參幻堂插畫工作室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209 流浪的種子 林陽文; 吳波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209 流浪的種子 林陽文; 吳波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216 雪娃娃 陳磊文; 靈重力動漫插畫工作室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223 這些醋徹底改變了我: 釀醋達人教你如何吃好醋、做料理,把不愛吃的食材變美味的50道醋料理(中英版)陳冠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230 再等一下吧 Warangkana Krittasampan文字; Patcha Disyanant繪圖; 璟玟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247 那顆星星是我的 Penguin Tua Rak文字; Patcha Disyanant繪圖; 璟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808 詹惟中2016開運農民曆: 猴年行大運 詹惟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123 林投記 紀羽綾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9488 大蘿蔔救難機器人. 1, 臺北101的高空危機 李赫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495 生存任務: 鱷魚的利爪 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著; 連舒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磐石文誌



9789865949525 復仇者聯盟. 2, 奧創紀元: 電影小說 克里斯.瓦耶特(Chris Wyatt)改寫; 連舒婷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532 復仇者聯盟. 2, 奧創紀元: 電影故事繪本 亞當.戴維斯(Adam Davis)改寫; 榮恩.林(Ron Lim), 安迪.史密斯(Andy Smith), 安迪.特羅伊(Andy Troy)繪圖; 陳思穎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549 父親重不重要?讓科學告訴你! 保羅.雷伯恩(Paul Raeburn)著; 拾已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556 數字的秘密 海因里希.賀蒙(Heinrich Hemme)著; 劉怡珊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563 蟻人: 電影小說 史丹.李原著; 亞當.麥凱(Adam McKay)編劇; 潘敏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570 蟻人神奇縮小衣: 電影故事繪本 史丹.李原著; 亞當.麥凱(Adam McKay)編劇; 稻田編輯部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7323 單字句型快易通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17323 單字句型快易通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5907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7冊 2

9789869157810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157810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157834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157834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157841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157841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157827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157858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157865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157872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157889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5

銳耳創作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摩西



9789868627833 九命人: 2013經典復刻版 阿推作 平裝 1

9789868627840 阿推的漫畫: 野星球WILD STAR 阿推作 平裝 1

9789868627857 阿推的漫畫: 野星球WILD STAR 阿推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3236 天開圖畫: 劉玖通油畫 劉玖通[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0503 朱泥印話 蔡耀慶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7866 惱人的過敏,不見了 陳索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142 全圖解超速效腳底按摩: 輕鬆按,疼痛立即消! 養沛文化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159 醫學博士教你「慢活到老」: 活到100歲,你一定要養成的4個好習慣!石原結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166 全圖解.正確學瑜伽: 94種標準瑜伽姿勢完全解析!棉本瑜伽工作室 RIE(りえ)監修;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91384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14-2015 MOOK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407 臺中自遊散策 林佩君等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414 九州5天4夜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編輯組攝影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墨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慶有餘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歐西緹



9789862891452 臺南自遊散策 陳婷芳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97 比首爾人還會玩!韓國人也想私藏的101條探訪路線權多賢著.攝影; 游茵茵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940 荷比盧 李曉萍,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940 荷比盧 李曉萍,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964 臺灣鐵道祕境慢旅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964 臺灣鐵道祕境慢旅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988 曼谷Day by Day行程規劃書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988 曼谷Day by Day行程規劃書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995 東歐: 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 汪雨菁, 林琴惠,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995 東歐: 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 汪雨菁, 林琴惠,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08 希臘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08 希臘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15 高雄悠遊小旅行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022 京都町屋日和: 漫遊京咖啡、美食、小舖與旅宿,沉浸老屋時光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22 京都町屋日和: 漫遊京咖啡、美食、小舖與旅宿,沉浸老屋時光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39 秘魯: 玻利維亞 厄瓜多 哥倫比亞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39 秘魯: 玻利維亞 厄瓜多 哥倫比亞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46 德國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46 德國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60 南投自遊散策 李晏甄, 紀廷儒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077 北歐: 丹麥 挪威 瑞典 芬蘭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77 北歐: 丹麥 挪威 瑞典 芬蘭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84 靜岡.富士山: 感動心發現 李芷姍, 墨刻編輯部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84 靜岡.富士山: 感動心發現 李芷姍, 墨刻編輯部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91 富士山: 山梨、靜岡、箱根周邊巡遊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91 富士山: 山梨、靜岡、箱根周邊巡遊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114 中國最美的100個地方 墨刻藏羚羊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121 瑞士 李曉萍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121 瑞士 李曉萍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138 臺東悠遊小旅行 林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138 臺東悠遊小旅行 林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145 倫敦地鐵地圖快易通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604 普通化學(精華版) 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王正隆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54611 普通化學 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王正隆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54628 微電子學 Behzad Razavi原著; 陳育鑽等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54635 微電子學 Behzad Razavi原著; 陳育鑽等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0107 坦干依喀湖的亮麗鯛 吳瑞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5506 簡單,卻不易懂 吉米.道南(Jim Dornan)著; 黃靜怡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1331 宏觀視野.繼往開來: 經營管理實務與研究成果研討會大會論文集. 2015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經營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德河海洋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怡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44

歐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2396 早餐必備食譜: 一盤豐富早點填滿整天所需的元氣!星野奈奈子[作] 平裝 1

9789866252402 我的獨享宵夜: 簡單好做不怕胖! 金丸繪里加[作] 平裝 1

9789866252426 玻璃杯甜點: 60種不使用塑模的冰涼甜點! 隈部美千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9168 懶人最愛の多肉植物&仙人掌 松山美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175 花時間: 秋の玫瑰.如寶石般閃耀動人的美麗花朵Enterbrain著; 洪鈺惠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182 綠色穀倉的美麗乾燥花練習本 Krist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199 Deco room with plants: 人氣園藝師打造の綠意&野趣交織の創意生活空間川本諭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09 花時間婚禮特輯: 幸福系花藝.完美婚禮の捧花&會場布置&婚約指輪Enterbrain著; 洪鈺惠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16 花時間: 迎接花開好時節.好感100%.以花布置的好家生活Enterbrain著; 洪鈺惠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23 插花課的超強配角: 葉材の運用魔法LESSON Enterbrain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30 花時間: 探訪花店的春天風景: 花藝設計師の美麗空間: 精選臺灣&日本の24間特色花屋Enterbrain著; 洪鈺惠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47 少少預算&花材: 日日美好插花祕技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54 配色x盆器x多肉屬性: 園藝職人の多肉植物組盆筆記黑田健太郎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61 雜貨x花與綠的自然家生活: 香草.多肉.草花.觀葉植物的室內&庭園搭配布置訣竅成美堂出版編輯部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78 花時間: 涼夏花紀事: 滋潤心田&視野的沁涼系花藝Enterbrain著; 劉好殊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385 野花.切花.乾燥花.果實.藤蔓: 手繞自然風花圈 平井かずみ著; 陳令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6392 陽臺菜園聖經: 有機栽培81種蔬果,在家當個快樂の盆栽小農!木村正典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01 花時間: 感受極上花之味.香氣濃郁&花姿華麗的新品玫瑰Enterbrain著; 劉好殊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18 花時間婚禮特輯02: 閃爍幸福的未來.繽紛の婚禮花藝: 婚宴會場布置＆婚戒＆捧花Enterbra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25 作花圈＆玩雜貨: 黑田健太郎的庭園風花圈x雜貨搭配學黑田健太郎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32 花時間: 新春添色.彩繪上春風搖曳般的新年花色Enterbrain著; 劉好殊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噴泉文化館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活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369 食藝: 法國飲食文化的風貌與流變 蔡倩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376 黏土: 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 胡慕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607 鄧南光.迷你相機VS封塵映象 溫文龍撰文; 鄧南光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4116 小資男精省穿搭術: 20種時尚造型輕鬆變 潮客風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3128 型男健身筆記: 18招操出完美3D腹肌 潮客風編輯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4706 墨音書會廿六週年.第十屆書法展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6185 致富必先修路: 成就富翁的古老神祕之術 華勒斯.華特斯, 喬治.克拉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192 成功女人: 源自美麗的心靈,而非虛華的外表 李津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墨音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鄧南光影像紀念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潮客風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衛城



9789865756208 人際開發術: 有了人脈,財脈自然就會跟著來 蕭正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15 成功男人: 發掘天賦潛能,打造自我魅力 李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22 行銷之神: 世界頂尖推銷大師的致勝祕笈 李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39 聰明看人術: 多觀察對方,就能為自己加分 程立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46 銷售業績: 需靠完美的心理戰術 李勝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53 創富智慧: 世界著名億萬富翁的經濟學堂 金聖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60 世界思想大師: 人生的價值取決於思考的智慧 林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77 行銷妙招: 打贏這場心理戰,訂單就歸你了 李勝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84 有趣的心理故事: 人類一切的內心戰爭都是心理學崔金生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291 道德情感論 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著; 邱益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07 你並不需要成為哲學家,也能夠在現實中運用哲學崔金生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14 掌握高超談判技巧: 把主動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邱紀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38 你並不需要成為經濟學家,也能在現實中運用經濟學崔金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1011 零點下的星空 默默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102 甜蜜生活 渥丹(脉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6119 浮光. 正冊 渥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6126 浮光. 副冊 渥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6140 甜蜜生活 渥丹(脈脈)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樂活瑜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耘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03120 感官品評與感官分析 姚念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5116 如詩.如歌: 陳敏澤油畫選集 陳敏澤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002 神奇的數學遊戲與八大主題. 妙妙篇 蔣榮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4763 突襲錯誤數學觀念大作戰 方貞淑文; 郭淑慧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34831 麵條料理筆記 申美正作; 金炫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848 女性妝扮色彩學 黃楨善著; 金炫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8590 歲月凝香: 倪曉容現代彩墨畫集. 2015 倪曉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蔣博士磨課師翻轉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智文化

樞紐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翊廣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0909 帝國: 大英帝國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90916 聖戰與文明: 伊斯蘭與西方的永恆衝突 張錫模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90923 世界大戰: 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落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作; 翁嘉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90930 最終戰爭論 戰爭史大觀 石原莞爾著; 郭介懿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007 關聖帝君桃園明聖經注釋本 吳文興注釋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87151 醜女大翻身 米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68 盲女虐戀 紀珞[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75 打工妹向前衝 安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82 總裁的情債 偌兒[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99 好男人的條件 于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05 原PO是正妹啦! 朱苓[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12 總裁的企圖 棠芯[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29 極品暖男 培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36 這男人的誘惑 紀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43 青樓有曖昧 唐絹[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50 復仇一夜情 衣沅[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67 魯蛇佳人 秀人[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74 宅女笨笨der 米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281 娘子的清白 紀珞[作]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蓮華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媛書房



9789862787298 熊熊愛上你 安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304 公爵的情婦 偌兒[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311 墮落的公主 于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328 愛愛在一起 朱苓[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2922 品質管理概論 徐遠雄, 丘世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3811 揮毫一世紀一筆七千年: 「博古通今首屈藝指」全能書法家黃伯平大師百年作品精選黃聖媛, 黃元媛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8004 金頭腦之終極題庫200選 小宇宙金頭腦製作團隊,超級電視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45 世界啤酒品飲大全 王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52 我敢在你懷裡孤獨 劉若英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8115 洋蔥韓國 吳祥輝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蝴蝶蘭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慧意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衛道齋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406 畢業然後呢?: 畢業後就業或創業?與社會無縫接軌的實戰實典!李文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4413 無懈可擊的3D印鈔術: 縱橫房市大揭秘 唐汝剛著 平裝 1

9789869154420 大旅遊時代: 挖掘旅遊創業大金礦 林文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437 像夢一樣 傅瑪莉(Marie Beaucher)作; 上田舞插畫; 陳昕昀, 陳玟伶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9467 敦煌學. 第三十一輯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輯 平裝 1

9789868527775 閩南與越南 陳益源, 裴光雄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2544 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錯覺藝術大師 張光琪, Ronit Sorek, Yivsam Azgad撰文 平裝 2

9789868802551 錯覺藝術大師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Ronit Sorek,Yivsam Azgad撰述 平裝 2

9789868802568 波隆納世界插畫大展: 插畫家年鑑. 2014 胡忻儀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8802575 色彩魔法師柯薇塔的繪本王國 胡忻儀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23888 西餐丙級技能檢定演練 羅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23895 中式麵食乙丙級技能檢定演練: 酥油皮麵類、糕漿皮麵類吳昆崙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7723901 中式麵點 吳昆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23918 基礎西餐好上手 孫志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蔚龍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廣懋

寫憶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樂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7390 中間亦無中觀派 竹慶本樂仁波切(Dzogchen Ponlop Rinpoche)著; 江涵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411 讚佛先讚大悲心 竹慶本樂仁波切(Dzogchen Ponlop Rinpoche)著; 江涵芠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1897 彼岸過迄 夏目漱石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009 意.象.京都: 12個關鍵字帶你感受京都的空間設計清水泰博著; 黃怡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6616 持松大師全集 楊毓華主編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8846623 仁王護國經闡秘 持松大師原著; 楊毓華, 林光明編校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111 小頭目優瑪. 1, 迷霧幻想湖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28 小頭目優瑪. 2, 小女巫鬧翻天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35 小頭目優瑪. 3, 那是誰的尾巴？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42 小頭目優瑪. 4, 失蹤的檜木精靈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59 小頭目優瑪. 5, 野人傳奇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66 戰爭遊戲外傳: 安德闇影 歐森.史考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文; 陳岳辰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震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德謙讓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9789869188173 怪傑佐羅力要被吃掉了!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88180 怪傑佐羅力之偷書大盜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88197 怪傑佐羅力之神祕寶藏大作戰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上集 1

9789869191005 小熊兄妹的點子屋. 1, 點子屋新開張! 哲也文; 水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012 跟著王宏哲,早期教育so easy!: 0-3歲Baby聰明帶的84個技巧王宏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029 極光龍捲風 日本學研編輯部文; 黃薇嬪等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036 晴空小侍郎 哲也文; 唐唐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191043 晴空小侍郎. 2, 明星節度使 哲也文; 唐唐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191050 這下糟糕啦!雨蛙博士的拯救綠池大作戰 松岡達英文.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91067 快樂採莓去!雨蛙博士的野莓點心教室 松岡達英文.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91074 夏日池塘大奇觀!雨蛙博士的深夜驚喜音樂會 松岡達英文.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91081 晚安故事摩天輪. 2, 108個夢想故事 桑德拉.格林(Sandra Grimm)文; 安娜.馬莎(Anna Marshall)繪; 林珍良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91098 不會哭泣的魚 阿部夏丸文; 薛慧瑩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1308 戒吼媽: 挑戰21天不生氣的教養提案 Jaguar小姐, <>編輯群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1315 籃球男孩21 馬修.魁克(Matthew Quick)文; 沈奕伶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1322 怪傑佐羅力之神祕寶藏大作戰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下集 1

9789869201339 一張紙做立體書: 20本酷炫立體書簡單做 王淑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1346 窗邊的小荳荳 黑柳徹子著; 岩崎知弘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01353 三個問號偵探團. 12, 魔術師的陰謀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1360 三個問號偵探團. 11, 幽靈船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1377 窗邊的小荳荳(繪本版) 黑柳徹子著; 岩崎知弘圖; 林真美譯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201384 誰是仿冒大王?: 動物保護色與擬態 胡妙芬文; 彭永成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1391 小火龍上學記 哲也文; 水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1703 奉茶童子 日本學研編輯部文; 黃薇嬪等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1710 陳安儀的教育實驗手記 陳安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1734 每個孩子都能好好睡覺 安妮特.卡斯特尚(Annette Kast-Zahn), 哈特穆.摩根洛特(Hartmut Morgenroth)作; 顏徽玲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211741 每個孩子都能好好吃飯 安妮特.卡斯特尚(Annette Kast-Zahn), 哈特穆.摩根洛特(Hartmut Morgenroth)作; 陳素幸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211758 每個孩子都能學好規矩 安妮特.卡斯特尚(Annette Kast-Zahn)作; 陳素幸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211765 我想做壞事! 澤本耕太郎文; 三角芳子圖; 黃惠綺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11772 長襪皮皮來嘍! 阿思緹.林格倫(Astrid Lindgren)文; 英格麗.凡.奈曼(Ingrid Vang Nyman)圖; 林怡譯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40561 75款零負擔天然發酵麵包與餅乾 金智妍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92 五星級西餐的第一堂課: 60道經典料理 王為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608 全新西點烘焙保證班 許正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615 甜點女王的百變杯子蛋糕: 用百摺杯做出經典風味蛋糕賴曉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40622 亞洲人氣料理: 大廚教你做59款最道地的亞洲菜旅遊衛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639 甜點女王的百變咕咕霍夫 賴曉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40646 決定吃素前都該先看的一本書 黨毅, 陳虎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93 湯圓、糯米糰變化62種甜品:大福、芝麻球、菓子敎你變化花樣多變的吃法!小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677 初學中醫藥的18堂課 林國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684 懷舊糕餅90道:跟著老師傅學古早味點心 呂鴻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691 印度料理初學者的第一本書: 印度籍主廚奈爾善己教你做70道印度家常料理奈爾善己著;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707 法國甜點聖經: 巴黎金牌高點主廚的207堂課 克里斯道夫.菲爾德(Christophe Felder)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40714 蔬果雕初級大全: 附新編中餐丙級必考水花片 楊順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721 研究美食的人都該了解的釀知識 曹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5610 這樣學動畫!: 從原理、製程到產業,一次完整了解動畫知識安德魯.薛比(Andrew Selby)著; 楊憶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931 走進一座大教堂: 探尋德法古老城市、教堂、建築的歷史遺跡與文化魅力范毅舜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65979 鑄鐵鍋新手的第一本書: 單一食材多變化!簡單調味+烹調技巧,做出好吃的日常料理藥袋絹子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986 彩繪曼陀羅: 靜心、舒壓又療癒的神奇能量圓彩繪練習本瓦倫蒂娜.哈柏(Valentina Harper)著; 李商羽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積木文化



9789865865993 What I wore today 我的穿搭風格塗鴉本 蓋瑪.可洛(Gemma Correll)作;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451 巴黎街景刺繡: 重現巴黎迷人街景的法式十字繡安.索耶-傅爾涅(Anne Sohier-Fournel)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536 設計摺學. 3, 從經典紙藝到創意文宣品,設計師、行銷人員和手工藝玩家都想學會的切割摺疊技巧保羅.傑克森(Paul Jackson)作; 李弘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01 紅橙黃綠藍靛紫 朱蒂.史坦沃(Jude Stewart)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18 田口護的咖啡方程式: 咖啡之神與科學博士為你解開控制「香氣」與打造「目標味道」之謎田口護, 旦部幸博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25 3分鐘讀懂愛因斯坦: 進入愛因斯坦人生、理論、影響的時空相對論保羅.派森(Paul Parson)著; 楊琬晴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0458 漫畫中國歷史. 2, 秦王朝的盛衰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465 中華歷史三百故事 高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90472 穿越時報. 9, 明朝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489 送紅果的幸運小子 段立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496 漫畫中國歷史. 3, 少年項羽之初露鋒芒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502 中華歷史三百故事 高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90519 穿越時報. 10, 清朝卷 彭凡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526 歡迎加入泥鰍會 段立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533 中華歷史三百故事 高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90540 漫畫中國歷史. 4, 楚漢英雄之風起雲湧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557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蘋果樹下的牛頓 王一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588 中華歷史三百故事 高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90595 漫畫中國歷史. 5, 楚漢雙雄之項羽與劉邦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01 比薩斜塔上的伽利略 田源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18 漫畫中國歷史. 6, 楚漢戰爭之項羽敗亡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25 探究生命之源的達爾文 董恆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32 蒼狼 金曾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49 憤怒的狐狸 金曾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龍少年



9789865690656 漫畫中國歷史. 7, 西漢第一皇后呂雉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2250 遷想妙得: 中國近現代書畫擷萃 王耀庭等專文撰稿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6026 地球的防彈衣 賀維芳作; 彩蛋工作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613 孔雀愛讀書 王文華文; 劉鵑菁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620 鸚鵡主持人 王文華文; 紀美君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668 神奇藥水 黃登漢文; 紀美君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699 校園勵志讀本. 3, 世界上最好的東西 賴慶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859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夏商西周 童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903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春秋戰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06927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春秋戰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0691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春秋戰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806934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秦漢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06941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秦漢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06958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三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965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隋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06972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隋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06989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五代十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996 競賽作文優勝解密. 國中組 賴慶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008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兩晉南北朝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015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兩晉南北朝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羲之堂文化



9789864520022 正能量閱讀: 低年級 鄒敦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039 正能量閱讀: 中年級 林麗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046 正能量閱讀: 高年級 林麗麗、張菀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053 半邊音不誤讀 賴慶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262 中華一驛: 國學之文化傳承 葉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301 我在<>43年: 影視記者黃仁見聞錄 黃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83 黃旭初回憶錄: 廣西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黃旭初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90 紅太陽沒有照到我身上 黃冠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806 筧橋精神: 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 何邦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875 筧橋精神: 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 何邦立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5729813 文革的起源: 公有制啟示錄 蘇福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820 玫瑰的盛開與凋謝: 冰心與吳文藻(一九00-一九五一)王炳根著 一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729837 玫瑰的盛開與凋謝: 冰心與吳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王炳根著 一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729844 鎮反沉冤: 我的勞改三十年 王丕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851 一花一世界: 你所不知的植物故事 姚瀟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868 毛澤東之於魯迅: 從崇敬到惡用 葉德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12 瓦德西拳亂筆記: 八國聯軍統帥 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原著; 王光祈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29 太陽旗下的罪惡: 不為人知的日本遠東戰爭罪行康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36 胡風與舒蕪 夏成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43 塞上年華 孫永保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50 抗戰回憶錄: 上海報人的奮鬥 趙君豪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67 誰說弱國無外交: 四0到八0年代臺灣外交奮擊 仉家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81 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 一, 青春沸騰的瘋狂自由兄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98 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 二, 身處困境的迷茫自由兄弟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2

獨立作家



9789869206433 生活智慧語錄: <> 陸紹珩編著; 蔡登山點校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38747 Smart Bear: Fun Taiwan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754 Fun Bear: English Papago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761 賴世雄國中小1200圖解字典 賴世雄, 康庭瑛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38785 Sports camp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792 Kids boss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808 My speech one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2264 Amazing alphabet Olivia Lai, Steve Lambert[作] 平裝 1

9789869172271 Super skills book. 1 Jim Harvey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72288 Super skills book. 7 Otto Condliffe, Steve Lambert, Tom Bowen[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72295 SPEC. 1, Workbook Mark Chapman[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90206 SPEC. 3, Student's book Shad Maechtle, Belinda Wang Lawrence Smith[作]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90213 SPEC. 3, Workbook Shad Maechtle, Belinda Wang Lawrence Smith[作]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90220 SPEC. 5, Student's book Otto Condliffe[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90237 SPEC. 7, Student's book Chris Waite[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90244 SPEC. 7, Workbook Chris Waite[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龍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學生閣



9789869071260 Alice ESL phonics. P5, where's my granny? Stacy Kuo[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0828 賣出的藝術: 賣出時機與放空技巧 Alexander Elder著; 齊克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835 股票作手回憶錄(完整版) Edwin Lefevre著; 魯樂中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6320842 新操作生涯不是夢 Alexander Elder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859 新操作生涯不是夢: 學習指南 Alexander Elder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1131 非聽Book: 會考英聽這本就夠! 盧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61148 非聽Book: 高中英聽這本就夠! 盧克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5004 翰墨風華師生聯展專輯 盧瑞旦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3864 七人捉迷藏 三津田信三著; 張富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169 惡魔的寵兒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183 古書店阿賽麗亞的屍體 若竹七海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190 幽靈人命救助隊 高野和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盧老師書法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



9789865651206 無名毒 宮部美幸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213 誰? 宮部美幸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220 聖彼得的送葬隊伍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1237 聖彼得的送葬隊伍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1251 殺人鬼藤子的真實 真梨幸子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268 百鬼夜行: 陰 京極夏彥著; 林哲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275 百鬼夜行: 陽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282 退出遊戲 初野晴著; 陳姿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299 奧杜邦的祈禱 伊坂幸太郎著; 張智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305 明治妖怪摩登記 畠中惠著; 陳姿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312 當祈禱落幕時 東野圭吾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329 眩談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336 北野坂偵探舍: 人物心理描寫不足 河野裕著; 鍾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343 惡意 東野圭吾著; 婁美蓮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51350 贖罪奏鳴曲 中山七里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398 白與黑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1609 僑園嬉遊記 黃淑英圖.文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5884 靜宜大學「服務學習」教師手冊 胡憶蓓, 楊子青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195983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大會特刊暨論文集. 2013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162 處子與脫兔: 靜宜資傳酷嗽閃靈影像展: 展覽專輯暨課程紀實李思賢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龍邦僑園會館



9789865733186 陶成公民塑在靜宜: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系列成果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作]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733285 「活化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吳俊憲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315 「日本學與臺灣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5年度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編著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209 實習學生教戰手冊 吳俊憲等作 平裝 1

9789865733209 實習學生教戰手冊 吳俊憲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216 赴宴: 忠義村的十二道眷村菜 申惠豐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5914 傳統產業與文創產業融合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周瑛琪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292 管理創新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5 王精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靜宜大學智慧生活育成平臺計畫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靜宜大學日語系



9789865733278 六個尋找電影的影評人 卓庭宇, 黃柏翰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4034 十大豪宅設計名師精選. 2014 蔡珮琪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8444041 全球豪宅地圖年鑑. 2014 范昱麟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8444065 豪邸設計年鑑. 2015 蔡珮琪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8444065 豪邸設計年鑑. 2015 蔡珮琪採訪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30202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歐遠帆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219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李明芳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226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張芳榮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233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四冊 謝志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240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第七冊, 六年級上學期 王齡瑤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257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七冊, 四年級上學期吳志豪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264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 第七冊, 四年級上學期 翁秉仁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271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張于玲等編撰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30288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張于玲等編撰 初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330295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第七冊, 六年級上學期王素慧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301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七冊, 六年級上學期林文鵬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318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七冊, 四年級上學期宋承恩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387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八冊, 四年級下學期吳志豪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394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第八冊, 六年級下學期 丁儷蓉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400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八冊, 六年級下學期林文鵬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樺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翰林



9789863330417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第八冊, 六年級下學期王素慧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424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乙版). 第八冊, 四年級下學期翁秉仁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448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八冊, 四年級下學期王琇姿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462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歷史 王維資等編撰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30455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歷史 王維資等編撰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30509 小無敵國語辭典 汪中文等編 修訂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9330 競逐西太平洋: 海洋秩序建構下的歷史觀點與理論探索何燿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7452 廣大圓滿無礙悲心陀羅尼 其他 1

9789868927483 慈悲的力量: 許智明博士心路歷程 許智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7490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抄經本 朱莉經文恭書 其他 1

9789869072106 明.董其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其他 1

9789869072113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明泥金寫本) 其他 1

9789869072137 宋拓聖教序: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其他 1

9789869072199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201 明.文徵明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其他 1

9789869166218 佛教傳統海潮音梵唄勒譜 星雲大師等唱誦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6232 佛事隨筆 陳裕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樸尚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1

橙青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岡數位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5509 現狀與未來 王嘉驥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61785 Friends from afar: conversations with dharma master cheng yenJing Si Editorial Group編 平裝 1

9789866661808 The essence of infinite meanings: Teachings on the adapted verses of the sutra of infinite meaningsShih Cheng Yen[作] 平裝 1

9789866661815 春天的約定: 證嚴上人說故事(中英對照) 釋證嚴講述; 林倩如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1839 Three ways to the pure land: The three essential principles for cultivating pure causesShih Cheng Yen[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661846 為大象變心(中英對照)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1860 清貧致福 釋證嚴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6593 近代日本書道の祖: 日下部鳴鶴 香取潤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5300 西藏玩全攻略 <>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317 剎那芳華: 誤讀紅樓 閆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324 內蒙古玩全攻略 <>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331 圖解微策略 孫科炎, 安航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348 如此隱忍為哪般？ 蘇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355 圖解微心理: 細微心理變動的力量 孫科炎, 李國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362 心有不甘?示弱何妨! 楊程程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9789865755379 圖解微溝通 安航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386 療癒時光你終將盛放 清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142413 夢樓詩集 (清)王文治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420 書畫題跋錄 李崇賢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142437 清史研究資料叢編 學海編輯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8328 極品風味手感麵包 陳共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335 手作布丁&奶酪 陳明裡, 李明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12131 指定科目考試各科試題詳解. 102年 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908 終究我們都是一樣的。 默畢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啟慶教授追思文集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默畢因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膳書房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982 蕭啟慶教授追思文集 蕭啟慶教授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232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Korean. Basic1, Fluency ModuleMike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33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Russian. Basic1,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35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Basic1,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381 Mandar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manual 康邁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39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Basic 2, Fluency Module康邁克(Mike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0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Basic 3, Fluency Module康邁克(Mike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53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流利訓練 旅行 康邁克, 陳珮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60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 流利訓練 商務入門康邁克, 林之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77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 流利訓練 日常生活康邁克, 陳珮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84 Glossika 大量句子 韓語. 流利訓練基礎1 康邁克, 陳珮瑜, Jisoo Yi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91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 流利訓練基礎1 康邁克, К с е н и я , 陳珮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305 Glossika大量句子. 義大利語流利1 康邁克, Marta Biffi, 陳珮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732 Glossika大量句子. 中文(繁體)流利3(泰語版) 康邁克, 陳珮瑜,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61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流利3(韓文版) 康邁克, 李知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37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celandic.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38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celandic.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39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celandic.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Daníel Ingi Pétursson著 其他 1

9789865648893 Glossika Frases em Massa: Inglês (Americano). Fluência 2Michael Campbell, Isabel Carneir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03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Ukrain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Volodymyr Nes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04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Ukrain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Volodymyr Nes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05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Ukrain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Volodymyr Nes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06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men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Emil Manuky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諾森貝登



978986562107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men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Emil Manuky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08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men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Emil Manuky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09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10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11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384 Glossika 大量句子: 德語. 流利1 康邁克, 陳珮瑜, Christian Schmidt著 其他 1

9789865621391 Glossika 大量句子: 德語. 流利2 康邁克, 陳珮瑜,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421 Glossika 大量句子: 西班牙語(西班牙). 流利 2 康邁克, 陳珮瑜, Nuria Porr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438 Glossika 大量句子: 西班牙語(西班牙). 流利 3 康邁克, 陳珮瑜, Nuria Porr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445 Glossika 大量句子: 法語. 流利 1 康邁克, 陳珮瑜,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452 Glossika 大量句子: 法語. 流利 2 康邁克, 陳珮瑜,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52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hao Intro 1 Michael Campbell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53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hao Intro 2 Michael Campbell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711 Glossika 大量句子: 日語. 流利1 康邁克, 陳珮瑜, 渡辺尚輝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728 Glossika 大量句子: 日語. 流利2 康邁克, 陳珮瑜, 渡辺尚輝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735 Glossika 大量句子: 日語. 流利3 康邁克, 陳珮瑜, 渡辺尚輝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834 Glossika大量句子: 烏克蘭語. 流利 1 康邁克, Volodymyr Nesin,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841 Glossika大量句子: 烏克蘭語. 流利 2 康邁克, Volodymyr Nesin,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858 Glossika大量句子: 烏克蘭語. 流利 3 康邁克, Volodymyr Nesin,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889 Glossika大量句子: 匈牙利語. 流利 3 康邁克, András Matuz,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926 Glossika 大量句子: 加泰隆語. 流利 1 康邁克, Marta Biffi,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933 Glossika大量句子: 加泰隆語. 流利 2 康邁克, Marta Biffi,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940 Glossika大量句子: 加泰隆語. 流利 3 康邁克, Marta Biffi,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98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ntonese (Hong Kong).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Percy Wong編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562199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ntonese (Hong Kong).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Percy Wong編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438000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ntonese (Hong Kong).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Percy Wong編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4380015 Glossika大量句子: 粵語(香港). 流利 1 康邁克, 陳珮瑜, 黃善治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022 Glossika大量句子: 粵語(香港). 流利 2 康邁克, 陳珮瑜, 黃善治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039 Glossika大量句子: 粵語(香港). 流利 3 康邁克, 陳珮瑜, 黃善治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046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Italien Couramment. 1(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 Maxime Paquin, Marta Biffi編著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053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Italien Couramment. 2(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 Maxime Paquin, Marta Biffi編著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060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Italien. Couramment 3(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 Maxime Paquin, Marta Biffi編著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25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erb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438026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erb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438027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erb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4380312 Glossika Agrupación de frases: Alemán. Fluidez 1(西班牙語版)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st ed. 其他 1

9789864380329 Glossika Agrupación de frases: Alemán. Fluidez 2(西班牙語版)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st ed. 其他 1

9789864380336 Glossika Agrupación de frases: Alemán. Fluidez 3(西班牙語版)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st ed. 其他 1

978986438052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or Teenagers).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53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or Teenagers).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54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or Teenagers).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558 Glossika大量句子: 日語(青少年). 流利1 康邁克, 渡邊尚輝,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2585 攬勝美漳州: 漳州旅遊景點民間傳說 盧奕醒, 鄭炳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608 攬勝美漳州: 漳州旅遊景點民間傳說 盧奕醒, 鄭炳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592 攬勝美漳州: 漳州旅遊景點民間傳說 盧奕醒, 鄭炳炎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32714 物華與天寶: 漳州名優特產民間傳說 盧奕醒, 鄭炳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721 鄉音賽萬金: 漳州民諺俗語民間故事 盧奕醒, 鄭炳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738 漳州小包公: 徐胡斷案系列民間故事 楊澍, 盧奕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967 現代一女性 艾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974 章太炎後期哲學思想研究 蔡志棟作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981 章太炎後期哲學思想研究 蔡志棟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998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4

龍視界



9789865620004 從莎士比亞說到梅蘭芳 宋春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011 跨域史學: 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黃賢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011 跨域史學: 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黃賢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035 紅樓夢: 歷史與美學的啟思 丁維忠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028 紅樓夢: 歷史與美學的啟思 丁維忠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035 過來人言 劉廷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035 過來人言 劉廷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042 香草營 蘇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042 香草營 蘇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059 曹雪芹江南家世叢考 吳新雷, 黃進德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059 曹雪芹江南家世叢考 吳新雷, 黃進德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066 曹雪芹江南家世叢考 吳新雷, 黃進德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066 曹雪芹江南家世叢考 吳新雷, 黃進德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073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0073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0097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0097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0080 民國古琴隨筆集 嚴曉星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080 民國古琴隨筆集 嚴曉星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080 民國古琴隨筆集 嚴曉星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03 南國夢 黃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03 南國夢 黃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10 水鄉月色 李清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10 水鄉月色 李清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27 蘧廬絮語 陳子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27 蘧廬絮語 陳子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34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0134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0141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0141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0158 馬可.波羅發現中國 吳興勇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158 馬可.波羅發現中國 吳興勇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165 馬可.波羅發現中國 吳興勇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165 馬可.波羅發現中國 吳興勇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172 梁實秋的文學人生: 行走在古典與理性之間 馬玉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72 梁實秋的文學人生: 行走在古典與理性之間 馬玉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189 古今智慧故事奇觀 嚴振新, 肖永生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0196 文學演講集 梅光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202 紅樓夢考論 張錦池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219 紅樓夢考論 張錦池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1103 探極 張少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9700 公司商鋪好風水 王永興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9717 臺灣歇後語: 謔詰話 王永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39724 臺灣俗語諺語精華 王永興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50

錢朝探極



9789863690030 連鎖業加盟合約 謝明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085 傳銷成功技巧 吳倩如編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3690108 團隊合作培訓遊戲 任賢旺編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3690139 客戶抱怨手冊 韋光正, 任賢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146 傳銷領袖 吳倩如, 王建明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90153 架設強大的連鎖總部 唐建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153 架設強大的連鎖總部 唐建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160 如何撰寫職位說明書 陳秋福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90177 傳銷話術 李華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184 總務部門重點工作 蕭祥榮編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3690191 餐飲業經營技巧 許俊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191 餐飲業經營技巧 許俊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207 客戶拒絕就是銷售成功的開始 李伯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214 如何選人、育人、用人、留人、辭人 鄭華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221 危機管理案例精華 李家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238 激勵員工培訓遊戲 朱東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252 節約的都是利潤 童修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269 企業盈利模式 王德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276 連鎖店操作手冊 黃憲仁編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8016 禮物 張蒙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9

親愛的夢想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貓貍文化工作室



9789869016209 尋覓複音: 重拾臺東阿美族失落古謠 呂鈺秀, 高淑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16216 客家八音: 一代宗師陳慶松 郭鑫桂主奏 楊閩威專文撰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0840 平常心是道: 禪理小故事 江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327 另一種文明 高洪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464 不如不遇傾城色 傾藍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134 灰色生存 宗承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141 吾心似秋月: 禪詩選讀 段曉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158 細說清人社會生活 潘洪鋼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172 細說清人社會生活 潘洪鋼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165 桃符裡的乾坤: 文字可以這樣玩 何華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189 讀史有智慧 冷成金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196 讀史有智慧 冷成金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202 千古一后: 北魏文明太后 周思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219 智者千慮: 諸葛亮 沈忱, 張郁瓏, 黃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226 侃釋宦官　 王志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233 宋教仁 宋教仁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240 中國民間經典故事 葛世欽, 李淑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257 重新發現宋朝　 吳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264 楚材秦用: 李斯 姜正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271 辛亥前夜的細節長沙 陳書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圖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樹德科大設計學院



9789867013910 在地跨域in-between: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國際設計工作坊紀實. 2014王韡儒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13750 視覺傳達設計應用於網站首頁設計之研究: 以行業別網站首頁設計之創作表現為例楊肇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13767 研究論文與創作專輯 楊肇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13842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ICII)胡舉軍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4689 我怎麼來的? 陳美玲撰文; 蘇意傑繪圖 精裝 1

9789865964696 我們都是好朋友 孫婉玲作 精裝 1

9789865964702 甜甜的糖 陳美玲作 再版 精裝 1

9789865964719 番茄真好吃 孫婉玲作 再版 精裝 1

9789865964726 好天氣.壞天氣 王元容作 精裝 1

9789865964733 我們都是好朋友: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740 好天氣.壞天氣: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757 蕃茄真好吃: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764 甜甜的糖: 教師指引手冊 林巧蕾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771 社區散步去: 教師指引手冊 謝佳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788 社區散步去 何佳芬作; 社區發展協會等攝影; 林純純插圖 精裝 1

9789865964870 臭屁手電筒 王元容文; 卓昆峰繪圖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資管系



9789865964887 乳牛小斑的願望 王元容文; 林傳宗繪圖 精裝 1

9789865964894 動物防身術 孫婉玲, 何佳芬作; 達志影像圖片; 卓昆峰插圖 精裝 1

9789865964900 我的感覺 郭琇真作; 達志影像圖片; 張麗真插圖 精裝 1

9789865964917 各行各業 王元容作 精裝 1

9789865964924 吃飯.吃麵 何佳芬作; 達志影像圖; 黃雄生插畫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09462 本智光照: 功德寶藏論 顯宗分講記 吉美林巴仁波切藏文原著; 堪布徹令多傑仁波切講記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523 希望之翼:倖存的奇蹟,以及雨林與我的故事 茱莉安.柯普科(Juliane Koepcke)著;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530 我的人生療癒旅程:那些我走過的傷痛,以及幫助我找回平靜的人與事鄧嚴(Sister Dang Nghiem)著; 鄭初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554 因果,怎麼一回事? 釋見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09578 松嶺寶藏: 蓮師向空行母伊喜.措嘉開示之甚深寶藏口訣蓮花生大士(Padmasambhave)著; 祖古.烏金仁波切釋論; 黃靜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585 三主要道論:出離心、菩提心、空性正見 堪布慈囊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592 皮克斯動畫師之紙上動畫《羅摩衍那》 桑傑.帕特爾(Sanjay Patel)著; 賴許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09608 願力的財富 釋心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09615 寫就對了:找回自由書寫的力量,為寫而寫的喜悅茱莉亞.卡麥隆(Julia Cameron)著; 賴許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622 當佛陀走進酒吧 羅卓.林茲勒(Lodro Rinzler)著; 項慧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639 人聲,奇蹟的治癒力 伊凡.德.布奧恩(Yvonne de Bruijn)著; 施如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09646 瑜伽真的有用嗎?: 身心靈覺醒的旅程 麥可.羅區格西(Geshe Michael Roach)著; 謝佩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653 千手千眼觀音齋戒: 紐涅的修持法 汪遷仁波切(Wangchen Rinpoche)著; 黃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660 圖解佛教八識 洪朝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677 阿喀許: 靜心100 阿喀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09684 愛對了!: 用正念滋養的親密關係最長久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雷叔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691 回到家,我看見真心:讓家成為修行的空間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雷叔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707 世上是不是有神仙: 生命與疾病的真相 樊馨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714 生命不僅僅如此: 辟穀記. 上 樊馨蔓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橡樹林文化



9789866409721 生命可以如此: 辟穀記. 下 樊馨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738 讓情緒自由:結合傳統醫學、直觀、能量及夢境，幫助在負面情緒中受苦的你茱迪斯.歐洛芙(Judith Orloff)著; 馬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745 別癌無恙: 我的重生旅程 李九如著; 馬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752 與動物朋友心傳心:因為愛,我想聽懂、讀懂、看懂動物心事羅西娜.瑪利亞.阿爾克蒂(Rosina Maria Arquati)著; 鄭初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769 我也有聰明數學腦 盧采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790 自然解脫: 蓮花生大士六中有教法 蓮花生大士著; 嘉初仁波切講述; 楊弦, 丁乃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806 風是我的母親: 一位印地安薩滿巫醫的傳奇與智慧熊心(Bear Heart), 茉莉.拉肯(Molly Larkin)著; 鄭初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837 追求幸福的開始: 薩迦法王教你如何修行 薩迦法王(Sakya Trizin)著; 江涵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844 次第花開 希阿榮博堪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851 走過倉央嘉措的傳奇:尋訪六世達賴喇嘛的同年和晚年,解開情詩活佛的生死之謎邱常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875 心安了,路就開了:讓《佛說四十二章經》成為你人生的指引釋悟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882 愛的業力法則: 西藏的古老智慧,讓愛情心想事成麥可.羅區格西(Geshe Michael Roac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05 看見自己的心,比看電影精彩 圖敦.耶喜喇嘛(Lama Thubien Yesh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12 南懷瑾最後100天 王國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29 媽媽的公主病:活在母親陰影中的女兒,如何走出自我?凱麗爾.麥克布萊德(Kstyl McBrid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74 最美好的都在此刻:53個創意、幽默、找回微笑生活的正念練習珍.邱禪.貝斯(Jan Chozen Bay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98 愛,從呼吸開始吧!:回到當下,讓心輕安的禪修之道釋果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49537 能量曼陀羅: 彩繪內在寧靜小宇宙 Tiddy Rowan撰文編譯; Paul Heussenstamm繪; 施如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406 爸媽何必太正經!:幽默溝通,讓孩子正向、積極、有力量南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006 舍利子,是什麼? 洪宏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00069 社會學(混合題庫): 練實力 畢成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3312 土地稅法規 高毓揚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學儒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22391 鄉民都來了: 網路群眾的組織力量 克雷.薛基(Clay Shirky)著; 李宇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414 戰勝愛滋: 一段永遠改變醫療科學的故事 霍特(Nathalia Holt)著; 王年愷, 王羿婷, 楊雨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421 貓貓五四三 妙卡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445 認識媒體: 人的延伸 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作; 鄭明萱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622452 英語憑什麼! 英語如何主宰我們的世界? 大衛.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著; 鄭佳美,林素朱譯三版 精裝 1

9789862622469 夕霧花園 陳團英著;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483 石油用完了怎麼辦?15堂你不知道的科學課 葉李華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513 古琴: 瑞典漢學家林西莉邂逅我們的三千文化(暢銷九周年紀念版)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著; 許嵐, 熊彪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2622520 網路讓我們變笨?: 數位科技正在改變我們的大腦、思考與閱讀行為卡爾(Nicholas Carr)著; 王年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537 摩洛哥馬拉喀什漫步 奧利維耶.希宏迪尼(Olivier Cirendini)著; 雅克.費宏德茲(Jacques Ferrandez)繪; 陳綺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551 大師為你說的希臘神話: 永遠的宇宙諸神人 凡爾農(Jean Pierre Vernant)著; 馬向民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8287 屏東市人物傳略 蘇全福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76986 統測必考!高頻率閱讀 林玉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396 月考王基礎物理. (二)B 楊樹基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77518 週懂: 歷史學測18週 安後暐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525 滿級分: 歷史學測通 李健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969 會計學. III, 教學講義 玲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976 Super高中基礎化學. 一, 全學習講義 張威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錦繡中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騰文化

貓頭鷹



9789862177990 技術高級中學: 一般科目社會領域 地理. II 林佩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027 月考王基礎生物 陳若潔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78034 月考王基礎地球科學 林貞儀, 陳映汝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78041 月考王: 基礎化學. (二)全 施子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058 月考王基礎物理. (二)B 楊樹基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178065 高中基礎地球科學課堂講義. 下 蕭榛嫈, 何玉婷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78072 瞄準統測 基礎圖學(術科)總複習 曾君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096 高中基礎地球科學課堂講義. 上 蕭崇毅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0561 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照法規全集 蔡國委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0639 大中華: 共生崛起 錢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646 行政法 蘇嘉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0653 強制執行實務教戰 林家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660 閱微實用英文 蔡昭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677 臺商全球布局與國際貿易法 范國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684 從兩岸憲法架構維持兩岸現狀 謝敏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691 觀光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吳武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714 戰略: 思維邏輯與方法論 陳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745 勞動法新論 黃越欽著; 黃鼎佑增修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860752 教室中的科學社群: 從社會文化的觀點剖析科學的教與學蔣佳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48012 施江鳳書畫創作選集. 第五集, 書畫陶瓷雅韻茶器施江鳳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蕙蘭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6277 K.O國文測驗題型解析攻略 黃品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6284 完勝行政法: 歷屆試題破解速成(測驗題型) 齊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568153 墨翟與耶穌: 吳雷川著作集. 二 吳雷川作; 曾慶豹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184 宣教心視野. 第二冊, 歷史視野 溫德(Ralph D. Winter), 賀思德(Steven C. Hawthorne)編著; Perspective Study Program華文編譯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207 艱難時刻得勝的禱告 潔琪.強生(Jackie M. Johnson)著; 朱悅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214 西方傳統中的法律與信仰: 小約翰.韋提學術思想初探冀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214 西方傳統中的法律與信仰: 小約翰.韋提學術思想初探冀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38771 皇家慾花園 泠豹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788 帝攻最終回 泠豹芝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438993 獵妖實習生. Vol.2, 妖王也有中二病 黑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73 鬼島迎腥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80 誘夫有術 千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97 魔頭的寵夫 紅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9303 魔頭的寵夫 紅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9310 死亡鏡區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327 屍物招領. 2, 鬼妻上身 黑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錦囊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橄欖



9789861439334 我的同事都是鬼: 槓上死神搶委託 嘉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358 奪魂劇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365 八字劫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372 阿Sir偷情中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389 我本奴才: 一睡成愛奴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396 河神的媳婦兒 梓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402 王爺是我褲下臣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419 屍物招領. 3, 鬼面玫瑰 黑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426 食物戀.限定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307 改變人生的每一天 吳錫坤作 平裝 1

9789868937314 實現中的烏托邦總太品牌之路 吳錫坤口述,張彧採訪撰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30427 我這樣的嫖書客 張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687 小惆悵 聞人悅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915 親愛的阿基米德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30922 親愛的阿基米德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30946 親愛的阿基米德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231127 弄美: 民生社區巷弄文化 游常山文字; 李憲章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165 三十三宮闕 鄭良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31172 三十三宮闕 鄭良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31189 小泉八雲怪談 小泉八雲著; 王憶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總太地產開發



9789863231196 厭女: 日本的女性嫌惡 上野千鶴子著; 楊士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202 片段作文: 用對方法,作文從此海闊天空 陳銘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219 紐約文青之戀 艾黛兒.瓦德曼(Adelle Waldman)著; 侯嘉珏, 王遠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226 菩薩再來 東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233 到我碗裡來 鄭良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240 愛之國 中山可穗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271 夢中書房(經典版) 羅智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85311 醫界9大權威: 癌症真的能預防 蔡佳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9006 我們努力讓臺灣更好: 18個願景工程和改變 張幼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2916 親愛的,別煩老: 活躍老化,長壽變享受 聯合報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5100 不只是漫畫: 季青漫畫+黑白集 聯合報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117 被遺忘的戰士: 抗戰勝利七十年 陳言喬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編輯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願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聯合報系



9789868985117 被遺忘的戰士: 抗戰勝利七十年 陳言喬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85124 健康帶著走三部曲: 養生9堂課 聯合報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85124 健康帶著走三部曲: 養生9堂課 聯合報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81276 黎明博士追思紀念集 趙志揚, 王學財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181283 梅香嶺東:黎明創辦人照片紀念專輯 蔡寶倫主編 其他 1

9789866181320 黎明博士追思紀念集 趙志揚, 王學財總編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81313 嶺東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14 黃家祥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7326 精彩香港消遙遊: 老夫子香港采風. 2 邱秀堂作; 王澤漫畫.插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2225 國文成語題庫 李文琪等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82232 教學卓越、卓越學習: 大學教師創新教學、教學反思與教學分享蘇弘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2249 職場倫理 劉明揚, 顏士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82256 聰明的App傻瓜設計術: App inventor 陳金仁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嶺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尚圖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嶺東科大



9789868882263 資料結構 賴威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2270 資料庫系統 吳介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2287 資料庫程式設計 吳介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2294 科技英文 李元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208 資料庫系統實務 劉佳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215 ASP.NET 4.0+C#入門教材 潘能煌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40222 企業經營分析 曾玲慈, 曾玲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239 精密量具操作手冊 洪信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246 背光板顯示器之分析與設計 白世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253 Kandinsky et son langage pictural Lee,Ying-Ju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260 書面語與文學的變革: 民初白話文運動(1917-1919)陳璦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284 3DVIA Composer動態文件技術手冊 鄭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291 人際關係與溝通 顏士程, 劉明揚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005500 視覺藝術的空間突破: 數位攝影之完形塗鴉影像創作研究劉晉彰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5524 陳俊材的創意產業 陳俊材著 精裝 1

9789869005531 資料庫應用程式設計 吳介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548 機電系統整合與應用 黃錫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555 魚體文字藝術與科技整合綜論 張寬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562 教學卓越.卓越學習: (大學教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蘇弘毅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5579 資訊安全: Codebook of cryptography 賴威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593 憲法理論與實踐 連宏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000 ASP.NET 4.0+C#入門教材 潘能煌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97017 法學緒論 連宏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024 資訊網路 練凱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048 實踐優質臨床護理教學 趙淑員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055 (1031學期大學「教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潘世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7062 法學緒論 連宏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097079 柔韌的專業磐石: 獨居老人緊急救援服務人員職能工作手冊陳伶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093 臺中鄉鎮市地區老人福利需求探討 黃玟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204 (1032學期大學「教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蕭玉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211 銀髮族樂活創意益智健身活動實務工作設計 陳昭雄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6096 愛麗絲漫遊奇境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文; 海貝卡．朵特梅(Rebecca Dautremer); 林則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690 做好藝術: 尼爾.蓋曼藝術大學演講辭 尼爾.蓋曼(Neil Gaiman)作; 葉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812 卡夫卡中短篇全集. III, 在流刑地、鄉村醫生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作; 彤雅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829 卡夫卡中短篇全集. IV, 飢餓藝術家及其他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彤雅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966888 客語初級課本 鍾朝琛作; 鍾朝俊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0900 遠離癌症: 從「腸」計議 王輝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7252 山水.清音: 高從晏畫集. 5 高從晏作 平裝 1

9789866417269 全國高中、職專題暨創意遊程設計競賽大會手冊及論文集. 2014環球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編輯初版 其他 1

9789866417313 臺灣數位媒體設計學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2014郭良印, 黃明正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鍾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生技投資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繆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7320 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暨產業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2015蔡志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7290 亞洲區域經濟與地方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2014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2469 彌勒皇道行. 二十三部曲, 神創之光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476 彌勒皇道行. 二十四部曲, 先知天行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483 彌勒皇道行. 二十五部曲, 宇宙生存戰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6499 愛未眠 謝明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567 與賽斯對話 Susan M. Watkins著; 梁瑞安, 彭君蓉, 陳秋萍譯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6436635 尋找內在的桃花源 許添盛口述; 齊世芳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642 躁鬱症跟你想的不一樣: 情感性疾患的身心靈整合療法許添盛口述; 齊世芳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659 你可以喊暫停: 許醫師教你運用心理時間療癒身心病痛,活化人際關係許添盛口述; 張雅真文字整理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666 親愛的,你好 張郁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673 衝動: <>讀書會 許添盛口述; 李宜懃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環球科大視傳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7212 失傳堪輿概論 弘忍居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1167 成功打造「馬甲線女神」的超級瘦身專家： Kenny教你多吃、動少、6+8救身材!林煦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71181 最會賺錢的窮人!: 沒關係啊--連父母都不看好的「人生失敗組」,從借錢人生到28歲賺千萬、30歲資產上億的真實告白!張辰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0317 注視單純: 李戊坤個展 陶宣熙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844122 瑪格麗特.莒哈絲專刊. 2014年 胡晴舫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368 編戶齊民: 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 杜正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4580 「山海大灣」攝影詩札 林文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129 藝術的故事 E. H. Gombrich著; 雨云譯 六版 平裝 1

9789570845334 宜蘭一瞥 舒國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389 形塑歷史: 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Molly Andrews著; 陳巨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402 美與殉美 陳芳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419 清朝開國史: 努爾哈赤,大清皇朝之崛起 閻崇年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趨勢文化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擎雲聖坊道場



9789570845426 清朝開國史: 努爾哈赤,大清皇朝之崛起 閻崇年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0845457 我們的帽子 高樓方子著; 出久根育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464 下一波全球貨幣大崩潰 James Rickards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488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 胡頌平編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45495 洪荒之後 高行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501 今天開始練菌!: 與可怕又有趣的好菌壞菌和平相處都聰子著; 王麗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518 背影 孫心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525 像大樹一樣的人 伊勢英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549 珍古錐老師的魔毯野餐 高樓方子圖.文; 鄭淑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556 珍古錐老師和搗蛋精靈 高樓方子圖.文; 鄭淑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563 新管理學：生命的認知與修持 時習堂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5570 現代主義.當代臺灣: 文學典範的軌跡 張誦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587 思想史. 4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594 中國歷史的再思考 杜正勝, 劉翠溶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600 我心中的樹 伊勢英子著.繪;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624 秘魯.玻利維亞手繪旅行 張佩瑜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5631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補編 胡頌平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648 大馬華人與族群政治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655 臺灣經濟轉型的故事: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郭岱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662 被鳥銜去的櫻桃 劉萍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679 北韓: 從游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恩和田春樹著; 許乃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686 時光的彼岸 尾關露絲(Ruth Ozeki)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693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45693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570845693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45709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570845709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570845716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林冠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723 印尼etc.: 眾神遺落的珍珠 Elizabeth Pisani著; 譚家瑜譯 平裝 1

9789570845730 南記行的乾貨傳奇 邱明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747 天生一對 Erich Kastner著; 江長芳繪;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754 我和我的好朋友 Erich Kastner著; 江長芳繪;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761 空間/文本/政治 范銘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778 我的臺南: 一青妙的府城紀行 一青妙著; 張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785 嗩吶煙塵三部曲. 一, 艱辛童年 沈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792 嗩吶煙塵三部曲. 二, 動盪青春 沈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08 嗩吶煙塵三部曲. 三, 苦難餘生 沈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15 臺海.冷戰.蔣介石: 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 1949-1988林孝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22 雙生. III, 靈魂的回聲 Kat Zhang著; 李怡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46 請問醫生,我的孩子有問題嗎?: 精神科醫生教你聽懂孩子的內心話劉貞柏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53 穿裙子的男孩 David Walliams著; Quentin Blake繪; 黃瑋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60 論語與孔子思想 津田左右吉著; 曹景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77 首爾大學博士生的韓語文法筆記 陳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84 翻轉思考: 有趣的成語遊戲 林彥佑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914 臺灣人的牽絆: 搖擺在臺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本田善彥著; 堯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921 經驗與教育 John Dewey著; 單文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938 不要放棄英文!: 任何人都能學通英文的必讀三堂課謝慕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952 地瓜發芽了 林柏廷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969 1%: 貧富不均,這才是全球經濟大危機! Danny Dorling著; 羅耀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983 世界就像是一隻小風車: 李維史陀與<> 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4810 李全淼油畫集. 2015 吳燕瑛企劃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61

鍾鼎國際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1806 鄒人(雅慕乙畫輯) 慕乙.阿古亞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2598 四川雙橋溝如夢似幻的雪景攝影集 陳俊誠作 其他 1

9789869014601 四川協德鄉色彩斑斕的大地攝影集 陳俊誠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2329 社交媒體與新聞業 羅世宏, 童靜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173882 阿鳳姨e五度e空間: 插繪版續集 A-hong講古; 張裕宏注解; Sherry Thompson插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913 數學命題焦點 揚明, 吳帆編著 平裝 1

9789869089920 商業概論考前100天滿分Easy Go 江權祐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廣

送存冊數共計：1

檜意森活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維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5082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515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174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198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204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211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228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259 近十年學測、指考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5266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2531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32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365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25495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525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25532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549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25556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0264 現今社會看漫畫學日語會話 水谷信子著; 小林ひろみ漫畫; 林彥伶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霖國際

薪橋



9789868955103 解放君 陳麗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3005 谿濱雅集書畫展覽作品輯 周美玲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53349 向邪惡追索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林大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356 每個人都死了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唐諾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363 死亡的渴望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劉麗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4162 你睡對覺了嗎?: 睡不對疾病纏身,睡不好憂鬱上身。日本睡眠專家的12個處方籤╳8個新知,破解睡眠迷思,不再失眠、憂鬱,身心腦都健康有活力三島和夫, 川端裕人作; 江裕真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186 孩子的家事課 辰巳渚著; 邱麗娟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193 啟蒙的符號 約瑟夫.馬祖爾(Joseph Mazur)著; 洪萬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216 敬愛的領袖 張振成(Jang Jin-sung)著; 廖世德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377 無魂者艾莉西亞 蓋兒.卡瑞格(Gail Carriger)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54254 一個嚮往清晰的夢: 荷蘭現代主義的設計公司與視覺識別. 1960-1975Wibo Bakker著; 劉興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354339 測量野性的人: 從叢林出發,用一生見證文明與野蠻蒙特.瑞爾(Monte Reel)著; 王惟芬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346 超展開數學教室 賴以威著; NIN繪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353 頂尖選手都這樣用!游泳.騎車.跑步,鐵人訓練&比賽裝備全圖解楊志祥, 許元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360 一週小一個size!纖體棍塑身術 鈴木清美著;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384 屍體會說話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顧效齡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4391 血棋局 麗莎.昂格爾(Lisa Unger)著; 林亦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407 小森食光. 1 五十嵐大介作;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414 全世界在瘋什麼自造者運動? 馬克.哈奇(Mark Hatch)著; 張嚴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421 圖解結構力學練習入門: 一次精通結構力學的基本知識、原理和計算原口秀昭著; 陳曄亭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谿濱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9789862354438 女孩的露營: 女生專屬的Outdoor Party! 蘑菇女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445 別找到我 哈蘭.科本(Harlan Coben)著;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452 永遠的杏仁樹 蜜雪兒.柯拉桑堤(Michelle Cohen Corasanti)著;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469 街道文字 小林章作; 葉忠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476 身為人:從自利出發,亞當.斯密給我們的十堂思辯課路斯.羅伯茲(Russ Roberts)著; 陳儀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483 告訴我,你是怎麼死的 茱蒂.梅琳涅克(Judy Melinek), 提傑.米契爾(T. J. Mitchell)著; 翁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506 重啟人 愛咪.亭特拉(Amy Tintera)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513 雪平鍋無油料理: 從煮物到甜點,一鍋搞定77道日本道地美食富田TADASUKE著; 游韻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520 東京漂流 藤原新也著; 黃大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537 騙過死神的女孩 茱麗亞.希伯林(Julia Heaberlin)著;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544 你所不知道的IS:40個關鍵面向,全面理解伊斯蘭國的崛起、運作與全球威脅王友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551 好設計, 4個法則就夠了 羅蘋.威廉斯(Robin Williams)著; 張妤菁, 呂奕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568 形式的起源 克里斯多福.威廉斯(Christopher Williams)著;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575 漫畫微積分入門: 輕鬆學習、快樂理解微積分的第一本書岡部恒治著; 藤岡文世繪; 蔡青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4582 柴犬大叔進化論 貓蒔ねこまき著; 林詔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599 小森食光. 2 五十嵐大介著;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605 魔字 麥斯.拜瑞(Max Barry)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612 武藏裕子不NG料理帳: 94種必學撇步+62道家常菜,每天都想進廚房武藏裕子著; 陳柏瑤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629 全彩圖解通信原理: 每天都在用的網際網路、行動通訊,你了解多少?井上伸雄著; 歐凱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636 羅曼諾夫博士的姿勢跑法: 十堂核心課程,根除錯誤跑姿,跑得更快、更遠、更省力,一輩子不受傷尼可拉斯.羅曼諾夫(Nicholas Romanov), 寇特.布倫加(Kurt Brungardt)著; 徐國峰, 莊茗傑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643 跑步,該怎麼跑: 認識完美的跑步技術,姿勢跑法的概念、理論與心法尼可拉斯.羅曼諾夫(Nicholas Romanov), 約翰.羅伯遜(John Robson)著; 徐國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4650 重啟人完結篇: 反叛 愛咪.亭特拉(Amy Tintera)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667 肉體證據 派翠西亞.康維爾(Patriciad Cornwell)著; 溫怡惠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9436 碎渣兒 朱韜樞著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歸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64613 流動的記憶: 卓淑倩創作作品集 卓淑倩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2231 觀光行政與法規 徐振雄, 卓文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2262 HTML5完美風暴 呂高旭作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5731 現代農業概論 廖樹宏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5534 十兩玩妃番外: 豔本傾城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541 豔本傾城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37870 全職世家婦. 卷一, 小姐身子炮灰命 露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838 村花原來是個寶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845 村花原來是個寶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944 一手繡活爭天下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52999 阿玖不離十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001 阿玖不離十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藍海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色美術



9789865618018 阿玖不離十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618032 農家貴媳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049 農家貴媳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056 農家貴媳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063 農家貴媳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070 農家貴媳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18179 姐兒求嫁 遇見貓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186 姐兒求嫁 遇見貓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308 後宅有隻胭脂虎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315 後宅有隻胭脂虎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18322 後宅有隻胭脂虎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618339 縣太爺有喜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346 世家小兒媳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353 世家小兒媳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360 世家小兒媳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384 借種醫妃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391 侯門貴女 澐錦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407 侯門貴女 澐錦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414 侯門貴女 澐錦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421 侯門貴女 澐錦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421 侯門貴女 澐錦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438 後宅女兒香 荀茉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445 閨秀忙安宅 熹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18452 閨秀忙安宅 熹微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18469 娘子香餑餑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476 家有押債妻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18483 家有押債妻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18490 妻寶打小養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506 妻寶打小養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513 妻寶打小養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520 妻寶打小養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537 妻寶打小養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18544 私房妻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551 大齡村姑 溪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568 大齡村姑 溪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575 大齡村姑 溪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582 大齡村姑 溪藝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599 大齡村姑 溪藝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18605 福妻興家業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612 庶女喜事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629 庶女喜事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636 庶女喜事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643 鎮宅小戶女 滿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650 鎮宅小戶女 滿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667 鎮宅小戶女 滿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674 鎮宅小戶女 滿依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681 藥田出貴妻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18698 藥田出貴妻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18704 娘娘回宮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711 福祿郡主 原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18728 福祿郡主 原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18735 萬金官奴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742 嫁妝滿地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759 本宮有醫手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766 掌家賢妻 落嫣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773 掌家賢妻 落嫣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780 掌家賢妻 落嫣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797 掌家賢妻 落嫣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803 醫門好媳婦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810 醫門好媳婦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827 醫門好媳婦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834 醫門好媳婦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841 醫門好媳婦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18858 醫門好媳婦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618865 醫門好媳婦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5618872 醫女榮華歸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889 安宅福娘子 令羽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896 安宅福娘子 令羽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902 安宅福娘子 令羽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919 安宅福娘子 令羽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926 田園飯香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933 名門藏閨秀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940 名門藏閨秀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957 名門藏閨秀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964 名門藏閨秀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033 繡娘伴拙夫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040 繡娘伴拙夫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057 繡娘伴拙夫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064 鎮國ㄚ鬟 白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0071 鎮國ㄚ鬟 白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0088 望妻入宅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095 望妻入宅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101 望妻入宅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118 望妻入宅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125 望妻入宅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0132 望妻入宅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0149 萬事有爺頂 熹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0156 萬事有爺頂 熹微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0163 爺兒壞心眼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170 萬歲,萬萬歲 陳毓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18787 行銷學: 定義、解釋、應用 Michael Levens著; 林隆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8794 國際會展管理實務 張競, 陳玉珍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211 空間分析: 方法與應用 溫在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242 環境經濟學: 理論與政策 柏雲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259 心理學 陳皎眉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266 社會統計學: 理論與應用 劉弘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273 人際溝通與技巧 Teri Kwal Gamble, Michael W. Gamble合著; 林裕欽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280 財務管理: 理論與實務 張大成著 平裝 1

9789865668297 管理學 戚樹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303 現代統計學 林惠玲, 陳正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8310 財務報表分析: 實務的運用 薛兆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327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鈕文英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2700 臺灣報紙新聞報導內容所建構的體育運動社會現象: 以聯合報1961-2010年報導為例廖清海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顏襄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98

雙葉書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03911 日本語失禮言行集錦 出口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31819 法律與生活: 職業學校一般科目生活領域 蕭翊亨, 莊美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51814 女王硬上弓 唐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3948 天下第一寵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225 逃婚欠一夜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690 豢養契約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601 憨妻悍夫 老郭家的餅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7618 憨妻悍夫 老郭家的餅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7625 憨妻悍夫 老郭家的餅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7717 武狀元馴妻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731 冤家小青梅 伊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748 前夫愛撐牆 伊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172 金主啊別娶我 眉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509 夜遇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776 床婚守則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117 家婦無德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261 王妃不乖,該罰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襪子

送存冊數共計：1

檸檬樹



9789862859315 私婚下半夜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339 霉妻無敵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9346 霉妻無敵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9353 霉妻無敵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9360 霉妻無敵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9377 為夫不出牆 我乃小鬼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384 為夫不出牆 我乃小鬼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322 奪婚狼君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391 豢養小秘書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407 密愛成婚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421 富家餓狼夫 顏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438 王爺寵妃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469 好女不侍二夫 靈鵲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483 好女不侍二夫 靈鵲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476 好女不侍二夫 靈鵲兒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9490 棄夫翻身記 悄然花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9506 棄夫翻身記 悄然花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9513 棄夫翻身記 悄然花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9520 棄夫翻身記 悄然花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9537 棄夫翻身記 悄然花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9568 全職前夫 季雨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575 小娘子的美味人生 魚蒙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582 小娘子的美味人生 魚蒙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599 庶女冤家 擇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9605 庶女冤家 擇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9612 庶女冤家 擇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9629 庶女冤家 擇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9636 總裁請息怒 林央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650 初夜告白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698 嬌妻要放風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711 許家酒娘 蕭魚禾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735 許家酒娘 蕭魚禾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728 許家酒娘 蕭魚禾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9742 繡娘晚嫁 魚江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759 繡娘晚嫁 魚江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766 千香百媚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9773 千香百媚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9780 千香百媚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9797 千香百媚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9827 情場冷面男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872 養只反派來鎮宅 蘇行樂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926 養只反派來鎮宅 蘇行樂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919 養只反派來鎮宅 蘇行樂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9896 婚夜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902 王妃請上榻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940 醮妻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964 醮妻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957 醮妻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9988 相公來自牆頭 笑佳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004 相公來自牆頭 笑佳人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995 相公來自牆頭 笑佳人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011 早戀交易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028 初婚合約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035 臣妾,舉案奇霉 蘇盎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042 臣妾,舉案奇霉 蘇盎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059 侯爺夫人的當家喜事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0066 侯爺夫人的當家喜事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0073 侯爺夫人的當家喜事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0080 侯爺夫人的當家喜事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0097 侯爺夫人的當家喜事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950127 枕邊妒夫 季雨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134 將軍家的小娘子 風荷游月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141 將軍家的小娘子 風荷游月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158 初婚夜夜寵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165 鄉野皇后 碧雲天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189 鄉野皇后 碧雲天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172 鄉野皇后 碧雲天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196 娘子被套牢 素衣渡江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219 娘子被套牢 素衣渡江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202 娘子被套牢 素衣渡江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226 侯爺愛坑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233 青梅來逼婚 林央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240 妒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0257 妒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0264 妒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0271 妒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0288 妒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950295 妒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950301 妒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950318 天上掉下個錦衣衛 十三酥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332 天上掉下個錦衣衛 十三酥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325 天上掉下個錦衣衛 十三酥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349 憨妻悍夫 老郭家的餅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0356 別說處女不乖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363 夜遇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370 追妻狼夫 季雨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387 秘書的條件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394 老婆傻乎乎 眉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509 澀澀女的初夜 林央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516 施主,你饅頭掉了 笑佳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530 施主,你饅頭掉了 笑佳人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523 施主,你饅頭掉了 笑佳人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547 帶球逼婚去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554 獨家寵愛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585 青燈二嫁 千里行歌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608 青燈二嫁 千里行歌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592 青燈二嫁 千里行歌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615 二貨娘子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639 二貨娘子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622 二貨娘子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646 吾妻難寵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653 宅女與惡男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677 冒牌侯夫人 板栗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684 冒牌侯夫人 板栗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691 賢婦入宅 望江影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707 賢婦入宅 望江影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396229 追妻大過天 舒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236 笑裡藏愛 顏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243 惹上無賴男 左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250 買來的初戀情人 何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267 玩咖秘書的情人 顧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281 豢養的秘密情人 何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298 二少爺的千金女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311 躲不掉的情債 茱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328 山寨主的笨娘子 舒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335 惡魔親親別傷我 夏沫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342 天下誰人不識君 漠上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359 戀上豪門敗家子 夏沫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366 老公是羊還是狼 林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380 戀上小冤家 路小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427 惹上狐狸男 左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564 情難自禁 山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670 錯惹色狼 海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694 負荊請愛 海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065 小受殿萬萬歲 海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485 童女半生不熟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37546 沉香豌 步微瀾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553 沉香豌 步微瀾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37577 君生我已老 愛爬樹的魚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584 君生我已老 愛爬樹的魚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37591 青山依舊笑春風 安思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607 青山依舊笑春風 安思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37713 難纏大俠倒楣神醫 伊依軒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737 小受殿萬萬歲 海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713187 幸福不脫靶 沐清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713194 幸福不脫靶 沐清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713293 喪家之犬 七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50362 君無床夫 海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829 一一占有 茶味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836 一一占有 茶味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37843 仗勢欺君 青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850 閒妻不下堂 元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867 天賜良夫 墨黑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206 禁忌十八歲 花兒對我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0053 娶個小嫩妻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077 老公離婚請簽字 簡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14 寵妳上了癮 凌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21 玩妳上了癮 凌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52 淑女賴上身 唐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76 家醜不外揚 唐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213 脫骨香 Fresh果果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220 脫骨香 Fresh果果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251 跑跑江湖打打醬油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275 跑跑江湖打打醬油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268 跑跑江湖打打醬油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0312 假裝曖昧 清楓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0329 假裝曖昧 清楓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0336 假裝曖昧 清楓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0350 肉食系情人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367 夜襲 墨黑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485212 銀行法與金融控股公司法 周伯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485229 基礎西班牙文文法 侯惠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85298 中國文學精選 舒曼麗等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304 等待: 木齋編年詩選 木齋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1

送存冊數共計：175

麗文文化



9789577485403 文學理論基本常識小辭典 李萍選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7485458 蘇軾審美人生與歐王關係 木齋, 劉森, 張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472 外交怎可能休兵?中國經濟崛起臺灣對非洲外交與史瓦濟蘭邦交之固守廖顯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540 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革新 丘愛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557 數位電影製作概論 丁祈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779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張高評主編 初版二刷 精裝 全套 1

9789577485908 情繫牛津 張偉嶠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7485915 紙的文化產業與體驗加值: 以紙寮窩、廣興紙寮、樹火紙文化基金會為例吳嘉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960 兩岸金融合作研究(簡體字版) 唐萬歡, 張路明, 潘連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984 兩岸文教交流與思考. 2012-2014 楊景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85991 普通物理實驗 呂正中等合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86004 CINE,HISTORIA Y SOCIEDAD: un estudio sobre el cine latinoamericano林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11 The study of teachers' career development Kuo Hua Su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28 彌勒的慈心與慈行 胡順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35 中國大陸學歷採認與兩岸高等教育發展 李銘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42 繪本運用於大學情感教育課程之研究 林乃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59 印尼新秩序時期的政治治術: 政黨與選舉 李美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66 科學揭祕動物世界: 無脊椎類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73 科學揭祕動物世界: 海洋類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80 科學揭祕動物世界: 魚類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097 科學揭祕動物世界: 兩棲爬行類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103 科學揭祕動物世界: 鳥類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110 科學揭祕動物世界: 哺乳類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134 課程史研究觀點與分析取徑之探折: 以Kliebard和Goodson為例楊智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86165 餐旅教育實施業師協同教學之效果研究 江敏慧, 馮莉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0804 第一屆宋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所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0702 漢字的起源、歷史與語言文化 蔡岳男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4504 公司債發行管理 李文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212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ction Eamonn C.Y.Chang 精裝 1

9789869014229 美麗沒有盡頭: 楊平詩選 楊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9222 日本超人氣!命運改造術 佛蘿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133 13億人都在喝の對症排毒蔬果汁 陳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562 手感烘焙教科書 君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852 十四年獵詭人之陰緣 李詣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869 詭案組之戀屍狂魔 求無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34876 罪檔案. 1, 鎖命湖 鬼古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883 MAGI魔奇少年最終研究: 「所羅門的智慧」與七十二柱「魔人」所呈現,真正的鵬鳥引領之路MAGI魔奇少年迷宮攻略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890 檸檬冰塊的美味料理奇蹟！1天2顆！鹼回健康力維多利亞的廚房, 樂活廚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906 神奇3A姿勢療法 劉海生, 齊桂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913 不化妝也漂亮！女中醫親授美顏養生方 佟彤, 陳小野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繪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流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流文創

繪的工作室



9789865834920 最後一個道士 夏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34937 秋葉原、中野百老匯、池袋少女之路: 東京3大聖地旅遊攻略指南Mynavi編著; 廖婉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951 一輩子受用的女性調養聖經 張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968 驚異!世界史: 惡女毒婦 陳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4752 玩鋁線做雜貨 柚子編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2883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第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8862890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第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046541 柯P致勝術 黃寄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6558 馬雲說話之道 吳帝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925 日本筑波大學附屬桐が丘特別支援學校: 來臺交流參訪活動日誌與成果報告林立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7949 霧峰向日葵家園文集 林豐隆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5805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楷書篇 侯明輝書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峰書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爆笑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藝風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40074 基礎全人健康與體適能 Alton L. Thygerson, Steven M. Thygerson原著; 鄭景峰等編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40081 神經解剖學重點口袋書 王霈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21190 新媒體藝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98 「文革」與「後文革」美術. 1966-1978 魯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404 青銅鑑容: 「今昔居」青銅藏鏡鑑賞與文化研究張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435 藝術力 Boris Groys著; 郭昭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459 阿欽伯鐸 賴瑞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466 油畫技法創新論 龐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21473 繪畫寫生哲學論 龐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21480 中國當代藝術60家: 藝術家訪談錄 <>雜誌策劃專訪; 許玉鈴採訪.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503 藍碧嘉 何政廣主編; 鄧聿檠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510 臺灣當代美術通鑑: 藝術家雜誌40年版 倪再沁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558 梵華樓藏寶.佛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21565 梵華樓藏寶.佛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403 人生初見: 馮佩韻個展. 2013 馮佩韻作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麗徠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723872 張大千: 十方大千 何恭上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2810 微整形醫學美容與保養品 王正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0925 靜下來放輕鬆潛思維任自然: 張光賓書法選輯. 1994-2013張光賓著 平裝 1

9789868870925 靜下來放輕鬆潛思維任自然: 張光賓書法選輯. 1994-2013張光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6707 此在之在: 曾鈺涓數位藝術展. 2013 曾鈺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4968 頂尖營養師教你吃出瘦子體質：1分鐘學會用「4321黃金餐盤」吃飯，從基因徹底改造身體，5週腰瘦3吋！林佳靜作 平裝 1

9789866444982 驚人的棉棒反射自癒療法 市野小織著 平裝 1

9789866444999 醫生娘の產前產後養瘦書: 從懷孕到坐月子，養胎、補體、回復身材，妳最需要的「52週全飲食」健康瘦孕法！郭月英作 平裝 1

9789869173810 心動農場: 一生必去!25個看見臺灣「人與土地之美」的仙境游文宏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境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藝數網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群國際企業



9789869173827 驚人の人體自癒療法第二彈!: 3分鐘痠痛解放書黃木村作 其他 1

9789869173834 逆伸展鬆肌毛巾操 中辻正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060047 跟艾迪了結 艾杜瓦.路易(Edouard Louis)作; 武忠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08 當命運要我成為狼 賴昱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15 思辨: 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 黃益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22 愛上慢慢變老的自己: 退休醫生給你的57個實用身心提醒劉秀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39 邦查女孩 甘耀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60146 孩子不專心,媽媽怎麼辦? 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53 吞火 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陳育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77 激情的沙漠 娜吉瑪(Nedjma)作; 黃琪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84 說好的幸福呢?: 律師娘的愛情辯護 林靜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91 最好的告別: 善終,讓彼此只有愛,沒有遺憾 馮以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07 我們為何戀愛?為何不忠?: 讓人類學家告訴你愛情的真相海倫.費雪(Helen Fisher)作; 楊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14 被禁止的事: 所有「不可以」,.都是教孩子思考的起點羅怡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21 三津田阿嬤的幸福散策 三津田富左子作;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38 骨肉 游善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6208 中草藥美容應用新思維 鄭同寶, 鄭盛鴻, 鄭雅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寶鼎盛沉香生技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寶瓶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5383 鯤瀛龍圖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2

9789868825390 龍晶龜符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8825390 龍晶龜符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9415 好木望天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2

9789868959422 好木望天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8959439 好木望天番外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439 好木望天番外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446 刺客甲 抽菸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2

9789868959453 刺客甲 抽菸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2

9789868959460 刺客甲 抽菸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2

9789868959477 天涯客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2

9789868959484 天涯客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2

9789868959491 淨水紅蓮 狂言千笑著 初版 平裝 卷1 2

9789869050906 淨水紅蓮 狂言千笑著 初版 平裝 卷2 2

9789869050913 淨水紅蓮 狂言千笑著 初版 平裝 卷3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7534 眼見為憑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87541 琉璃仙子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987558 殺行者. 3, 諜戰東京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572 眼見為憑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蘊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22

魔豆文化



9789865987589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987596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卷11 1

9789865987602 琉璃仙子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987619 殺行者. 4, 迴光效應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640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4531 平面國: 向上,而非向北 愛德溫.艾勃特(Edwin Abbott Abbott)著; 賴以威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06250 文人情致&崑曲藝術的絕妙對話: 古典愛情輕喜劇: 崑劇小全本<>王志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4988 蘭陽學報. 第十四期 柯榮貴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1643 國語補音異文研究 郭萬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957 今文<>異文研究及彙編 趙成傑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陽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魔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庭崑劇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328295 一個單獨行進的人: 阮義忠攝影文獻展 阮義忠作 平裝 1

9789570328301 想念亞美尼亞 阮義忠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56357 古周易卦象神奇占筮法 林松年作 平裝 第2輯 1

9789868156364 古周易卦象神奇占筮法 林松年作 平裝 第3輯 1

9789868156371 古周易卦象神奇占筮法 林松年作 平裝 第4輯 1

9789868156388 古周易卦象神奇占筮法 林松年作 平裝 第5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3524 怎麼拍都美: Sandy老師教你超精解自拍妝 Sandy Chen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555 愛上伊朗,啾咪! 耐嚕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623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典 鐵馬, 小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630 這是一本法院組織法解題書 黃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647 這是一本海洋法與海商法解題書 歐朗, 銘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654 這是一本公務員法解題書 甘興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661 這是一本財稅法解題書 夏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661 這是一本財稅法解題書 夏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678 結好婚36計 桂竹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685 就是這本行政法體系+解題書 黃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692 植憲的憲法解題書. 2015 植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3708 這是一本民法債編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讀享數位文化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蘭馨文教



9789865793708 這是一本民法債編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715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艾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739 這是一本勞社法解題書 李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746 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93753 這是一本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解題書 良文, 育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791 這是一本行政法解題書 兀突骨, 莫月鼎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8815 人性厚黑心理學(攜帶版) 李俊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8839 拼了!至少給自己一次當老闆的機會 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46 偷走幸福的人: 在平凡中尋找不平凡 李慧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53 百鬼夜行: 魅惑 雪原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60 早知道!就不看的鬼故事 雪原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77 像天才一樣思考: 100位天才的思考習慣 瓊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84 別把方便當隨便: 人際交往心理學的眉角 顏之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907 這些都是那些老闆不外傳的藏私祕密 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938 員工就是合夥人公司超級會賺錢 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945 改變百萬人命運的人際交往術 金仁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952 開公司要賺大錢,不變的26條黃金法則 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150 河流之歌 Laura Tai, Dylan Thomas作; 黃贊倫繪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蘿拉美語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讀品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4620 新桃園三結義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37 最佳對手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44 看不見的愛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51 有關醫學的100個解答 邢豔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68 媽媽,我不要再玩躲貓貓了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75 真假千金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82 我的冤家屎對頭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99 有關藝術的100個啟發 邢豔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705 畫出自己的天空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712 小王子 聖.修伯里(Anotine de Saint-Exupery)著; 劉學真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4729 秘密花園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736 我家是小小聯合國 小艾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6849 時間會告訴我的: 薇達散文集 薇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870 拉薩浮生: 田勇長篇小說 田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894 想你在墨色未濃: 楚影詩集 楚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15 荳蔻年華 黃詩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22 迷失的橡樹: 短篇小說集 李安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60 十六歲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114 狂魔戰歌: 預言之子 言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121 花園長談 葉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138 清音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145 出岫雲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釀出版

驛站文化



9789864450152 溪頭月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169 落花無言: 十年一覺失智夢 李在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176 風雨故人來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183 阿財與野薑花 張堂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13 吉羊.真心.祝福: 林煥彰詩畫集 林煥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20 在僻處自說. 外編, 張至廷短篇小說選 張至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37 平行舌頭: 馮冬詩集 馮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44 探索我自己: 哲學博士媽媽育兒成長手記 陳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51 千丈悲憫: 和權詩集 和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68 再見!秋水!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75 狂魔戰歌: 烈火之心 言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06 松下聽濤: 蕭蕭禪詩選 蕭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299 因為有愛: 短篇小說集 李安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305 噪音朗讀 許水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312 這還不是早晨: 張耳散文詩集 張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343 白房子、藍瓶子 范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374 江湖行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450398 江湖行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50381 江湖行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450404 火燄首部曲 李三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411 父母國: 安琪詩集 安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442 陰陽判官生死簿 秀霖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1060 歷史A咖的另一張臉 賈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084 中國十大元帥、十大大將大結局 李人毅, 古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2

靈活文化



9789865721091 陰與陽: 毛澤東復活後的中國 正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107 林彪與毛澤東恩怨大揭秘 萬晶琳, 聞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7963 易經風水DIY: 易經與現代風水 吳治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1527 新造的人 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31558 讚美的孩子最喜樂: 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專輯. 6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0167 塵土記 休豪伊(Hugh Howey)著; 陳宗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0181 K家兄弟 大衛.詹姆斯.鄧肯(David James Duncan)著; 劉泗翰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335

送存冊數共計：15599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鸚鵡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單位總數：231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