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5205 紫微斗數的秘密: 讓灌籃高手來告訴你! 南龍生, 北鳴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218 大數據玩行銷 陳傑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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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6704 我倆之眼 胡朝聖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6186 數位媒體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朱文浩等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7761 誠齋易傳 (宋)楊萬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07792 佛規諭錄(教材本) 活佛師尊聖訓; 孟穎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400 聖哲典範錄: 歷代修行者列傳 孟穎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靝巨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方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憙田企業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6-01-04)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41001~10412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1街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30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9446 名著大家讀: 安徒生童話15篇 大畑末吉, 長谷川彰編著; 林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491 一起環島趣 南瓜頭繪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5401 在草地上打滾 蔡安騰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5304 喆學: 初階吉他課程訓練手冊 李義風, 蘇和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23313 郭松棻文集. 1, 保釣卷 郭松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566 郭松棻文集. 2, 哲學卷 郭松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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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70449 兩代人的十二月 閻連科, 蔣方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562 準臺北人 陳又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579 <>美術原畫唐風著色集 黃文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雑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喆學家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双美生活文創



9789863870586 一心惟爾 傅月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593 三十三年夢 朱天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609 眼前 唐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616 赤裸的心 蔣友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0623 當法醫遇上警察: 中國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記左芷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630 被黑洞吻過的殘骸 陳少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0647 龍瑛宗傳 周芬伶著; 劉文甫修訂; 劉知甫口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654 日本四季 張燕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70661 木心談木心: <>補遺 木心講述; 陳丹青筆錄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0678 暴民新聞: 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二0一五李牧耘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685 暗礁 巴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708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作品集. 2015 李牧耘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127 魔法音樂學校: 烏克麗麗小玩家 趙偉竣編著 再版 其他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83658 流浪教師存零股存到3000萬 華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665 我的操作之旅: 踏上專業投資人之路 羅仲良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0619 VBS聲音平衡教學手冊 蔡岳倫著 初版2刷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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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VBS聲音平衡教學系統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JC音樂森林-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716 巴黎倫敦落拓記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ewll)作; 李彩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5142 四技二專選填志願全攻略. 104學年度 大學問網站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75159 前夜 林衡道[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5166 編輯七力 康文炳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8907 述說百年前的喀西帕南事件 黃泰山等著 平裝 1

9789869248914 MIPAKALIVA神話時期: 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神話故事張玉發Manias Istasipal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3477 一人食: 一個人也要好好吃飯 蔡雅妮, 張愛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3484 午後三點的菓子教室 飯塚有紀子著; 蘇聖翔,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3491 前往軍艦島!海上都市廢墟x長崎世界遺產x日本不思議絕景之旅酒井透作; 高詹燦, 黑澤友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9285 道統史紀: 東方後十八代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起來

送存冊數共計：1

一方山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本文化



9789865904418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5冊 1

9789865904425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6冊 1

9789865904432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7冊 1

9789865904449 幸福的道理. 卷二, 十全救苦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456 陳文祥老前人傳 林榮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463 生活易經. 卷二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470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8冊 1

9789865904487 幸福的道理. 卷三, 普世明燈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34121 一諦書會書法集 張清泉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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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2725 明覺講紀: 弘聖師說法. 四, 二00八年農曆十月至十二月弘聖師講述; 一覺元紀錄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725 明覺講紀: 弘聖師說法. 四, 二00八年農曆十月至十二月弘聖師講述; 一覺元紀錄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732 明覺講紀: 弘聖師說法. 五, 二00九年農曆正月至三月弘聖師講述; 一覺元紀錄組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6450 圖解第一次打刑事官司就OK 錢世傑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036467 律師與神的辯論: 成功快樂聖經 王君雄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6474 圖解失敗學好好用 畑村洋太郎著; 傅莞云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6481 圖解刑事訴訟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036498 圖解理財幼幼班: 慢賺的修練 錢世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覺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十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一諦書會



9789869195904 圖解刑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195911 圖解記憶法: 給大人的記憶術 和田秀樹著; 陳冠儒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5928 圖解魅力學: 人際吸引法則 錢世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5935 圖解人體解密: 預防醫學解剖書 奈良信雄著;吳秋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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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3473 廣島.宮島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莊仲豪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013 湯布院.別府.阿蘇.黑川溫泉 JTB Publishing, lnc.作; 許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136 羅馬.翡冷翠 JTB Publishing,lnc.作; 廖晟翔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143 米蘭.威尼斯 JTB Publishing, lnc.作; 江思翰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150 南紀.熊野古道 和歌山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廉凱評, 潘涵語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167 東京百年老舖 Beretta P-13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198 維也納.布拉格 JTB Publishing, lnc.作; 鄧宜欣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204 美國西海岸: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舊金山、西雅圖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鄧宜欣翻譯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610211 河口湖.山中湖: 富士山.勝沼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張雲婷翻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64562 以國考題例談呼吸器波形判讀 劉金蓉, 朱家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64593 飛秒鐳射屈光手術學 王雁, 趙堪興主編; 莊雅容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64616 甲狀腺及副甲狀腺細胞學 張天鈞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7364630 甲狀腺眼病變的診斷和治療 張天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64647 急診超音波案例剖析 社團法人臺灣急診醫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力大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810155 每一分鐘都愛你 芒哥著; 黃竹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179 不需懷疑 或許妳原本就是人生勝利組 芝岡起世(Yukiyo Shibaoka)著; 羅怡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0278 麻煩的事，現在就鼓起勇氣去解決! NEKOMARU編輯部, 稻田雅子編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308 Anly時尚禮服插畫 羅安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10339 纖腰美力: 塑身肚皮舞 丁郁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346 圖像溝通的藝術 葛蘭姆.蕭歐(Graham Shaw)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353 全世界，最喜歡抱抱你! Maaja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377 法國家鄉小料理: 用果香提味～純粹料理美學 Sachi著; 林曉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384 第一次開美甲美睫沙龍就賺錢 Business Train(株式會社Note)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391 簡單！基礎！馬上動手！初學者甜點食譜 sachi著; 吳芷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07 想一千次，不如拿出勇氣做一次！: 過最有梗的夢想人生廖慧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14 人間菩薩行: 靜心紓壓 佛畫著色繪本 潘襎, 彭慧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21 專業植睫毛最強圖解 姜京姬, 朴琪媛著; 沈玉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45 求職前一定要知道的工作大數據 洪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69 Lady GiGi：琪琪和我，有時還有布丁的幸福犬式生活Maaj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76 超手感麵包圖解 茹絲克萊曼(Ruth Clemens)著; 王爰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44 醫生的健康飯桌 潘薇著; 徐利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99 我的祕密基地：法式浪漫花漾著色書70 王雅卿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605 幸福の時光：經典和風美學著色書70 王雅卿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7686 中醫師的養生餐桌 王鳳岐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民之聲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八正文化



9789868466548 両親必読: 英日語資優生のBEST培養法 陳源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6555 辨識法9H記日語50音.活用 陳源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3487 愛的持續力: 教男人打好一場性愛持久戰 麥克.梅茲(Michael E. Metz), 貝瑞.麥卡錫(Barry W. McCarthy )作; 許逸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3494 給宅男的戀愛指導: 追求女生一定成功的觀念與方法阿爾蒂西亞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7007 婚後時代: 新婚人妻與再婚人妻的交換日記 山本文緒作; 陳銘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7021 愛她,就讓她先來: 讓女人享受真正愉悅高潮的譚崔按摩尚克萊德.卡維爾作; 許逸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5539 為愛飛行: 飛越絕境，戒治心靈毒癮的30堂生命課劉昊, 林雲敏口述; 魏棻卿, 梁家芝採訪撰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29380 臺大醫院麻醉部術中危症安全確核表 臺大麻醉部品管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6929397 達文西機器手臂輔助手術的麻醉照護 王惠卿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93978 3分鐘腰力回復操: 實用圖解手冊 佐藤秀樹, 木場克己合著; 林芳兒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93985 身價從0到千億的真功夫 佳樂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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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星球文創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十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1432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第二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作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4832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833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830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831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9062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0293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0309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0606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3065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3393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4239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3508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4666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4673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4680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359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4710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4727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4734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4741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4772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4789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九星文化

二林社大



9789864034796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4802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487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3488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34895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3490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4819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4826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4833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4840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4857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3836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3881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3911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4963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4970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3966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3973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5045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4000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5083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5090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402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4055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5113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5120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4536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4543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4086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4987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4116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4475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5229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523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524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4178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035250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035267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035274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035281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034192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4208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5298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5304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5311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5328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5335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534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035359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035366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035373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035380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4034291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430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539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3540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3541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542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3543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3544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34345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4352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5458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5465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5472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5489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5496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5502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5519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5526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4505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4512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4581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4550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4567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4574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4598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4604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4611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4628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4697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4703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5137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5144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5151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5168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5175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5182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5786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5793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5809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5816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5823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5830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5847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5854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35915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5922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5939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5946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6844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6851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6868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6875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5960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5977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6981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6998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600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6011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6042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6059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6066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7551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7568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7575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7582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6073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6080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6097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6103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7513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7520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7537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7544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611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3612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3613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3748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749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750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36189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6196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7216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7223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7230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6288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6295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7322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7339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7346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7353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7360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7377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6301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6318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6325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6332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6349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7148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7155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6356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7629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7636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6363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637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6387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7391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7407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7414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7421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6394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6400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6417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6424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6455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747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6462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6479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6486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700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7018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7025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6509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6516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6523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7032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7049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7056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6547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655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3656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3709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37100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37117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3712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03713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036615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6622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6639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6646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6929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6936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6943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6950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6653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6660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6677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6684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6813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6820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6837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7643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7650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7667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7674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7681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7698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7704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7711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772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773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7742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7759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8022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8039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8046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8053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8060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8077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8084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8121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8138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8145 大散仙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8176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8183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8152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8169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8190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038206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038213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038220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038237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038244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8251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8268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8275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8282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8299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8305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8312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833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3834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3835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38374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8381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8398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8411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8428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8954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8961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8503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8510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8527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8534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8572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8589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8664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8671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8688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8695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8701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8718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872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8749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8794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8800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8817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8824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889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39043 風流術士 土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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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1717 潘慶忠書法賞析揮毫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04356 慚愧僧文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第7集 1

9789578504356 慚愧僧文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第7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5121 幸福之音. 第十七集, 要創造命運不可迷信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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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力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89

送存冊數共計：293

九品書法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5992 新多益進分大絕招[文法]+[單字] 子曰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800 導遊、領隊FUN英語 Theodor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45817 國貿英語溝通術 劉美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824 十招搞定閱讀 張慧文, 方定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831 國貿B.C.S.英語：A咖國貿人 施美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848 擺脫辦公室卡卡英文: 那些年你「會」,但「不會」用的英語,22堂全職業適用英文課邱佳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855 聽新多益Part 5,第一次就拿閱讀高分 力得文化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45862 科技業無往不利的英語力 Teresa Cho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879 一學就會的英檢口說高分術: 10-60歲都適用的四週英語口說課!常安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45886 Follow文學地圖用英語造訪世界40大景點 趙婉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45893 36計生意英語溝通術：藏在電影裡的教戰策略 邱佳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401 職場英語占「心」術，成為人見人愛的職場大贏家何宜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418 Open Your「中英互譯」邏輯腦: 跟著8大翻譯要點,快速提升80%Up翻譯+寫作能力連緯晏, Matthew Gunt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425 Follow 23堂心理學英語課成就你的職場巨星之路練家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432 Bartender的英文手札 林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449 搞定90+職場英文動詞,升職加薪「動」起來 黃予辰, Jessica S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456 突破新多益800: 滿分名師的教學密笈 洪子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463 24天就能學會的基礎財金英文 陳和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470 優雅英國腔: 英國人天天在用的日不落英語 Matthew Gunto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487 iBT、新多益口說: 獨立+整合題型,28天拿下高分李育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494 一本搞定內外場餐飲英語 王郁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9806 英文文法顯微鏡: 鎖定10大易犯錯&易混淆語法,「放大檢視」+「矯正」文法概念羅展明, 趙婉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813 外貿業務英文: 從入門到精通,一本搞定外貿全流程劉美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9820 看了就能上場的飯店英語 林書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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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送存冊數共計：24

二魚文化



9789865813543 不正 賀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81 味道福爾摩莎 焦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81 味道福爾摩莎 焦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67 味道福爾摩莎 焦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3574 拉得弗森林裡的藝術家: 德國22年的文化詠嘆調莊祖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611 初心: 小沙彌生活禪: 李蕭錕詩畫集 李蕭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3697 土文青,洋菓子: 書店頂樓的甜點師 江舟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03 微醺告解室:一名調酒師的思考與那些酒客的二三事侯力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77882 出梁庄記 梁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936 當世界年輕的時候: 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1936-1939)倪慧如, 鄒寧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936 當世界年輕的時候: 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1936-1939)倪慧如, 鄒寧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943 三個藝術世界(簡體字版) 高士明, 賀照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950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理念 趙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998 平行: 弋舟短篇小說集 弋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525 葉榮鐘選集. 文學卷 葉榮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501 北京一夜 王威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518 走甜 黃咏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532 作為人間事件的新民主主義(簡體字版) 賀照田, 高士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549 葉榮鐘選集. 政經卷 葉榮鐘作; 葉芸芸, 徐振國編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5205 紅樓夢中的大數據: 用大數據研究紅樓夢方法芻議中國著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九逵商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739 佛光山: 我們的報告. 2015 妙開法師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4127 美藝醇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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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42604 盲眼律師陳光誠: 在黑暗中國尋找光明的故事 陳光誠著; 陳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5842611 美國傻子遊法國：馬克．吐溫的法國觀察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628 鐵血與音符: 德國人的民族性格 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著; 周京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635 世界帝國二千年: 一部關於權力政治的全球史 珍.波本克(Jane Burbank),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著;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642 我的水中夥伴: 生物學家談與我們切身的環境故事方力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659 一口漢堡的代價: 速食工業與美式飲食的黑暗真相艾瑞克.西洛瑟(Eric Schlosser)著; 吳緯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666 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 來自日本右翼史家的觀點宮脇淳子著; 岡田英弘監修; 王章如譯 平裝 1

9789865842680 海風下 瑞秋.卡森(Rachel L. Carson)作; 尹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48944 造日子 畢飛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61 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 顧燕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78 散步去吃西米露: 飲食兒女的光陰之味 呂政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185 輾轉紅蓮 廖輝英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九歌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九陽雅集藝文學會



9789864500192 B1過刊室 包冠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208 小說生活: 畢飛宇、張莉對話錄 畢飛宇, 張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215 圖書館的鬼朋友 曾佩玉著; 吳嘉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222 風雨中的茄苳樹 蔚宇蘅著; 許育榮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253 相思千里: 古典情詩中的美麗與哀愁 李瑞騰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500291 如何拍攝靜止的閃電 陳榕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5864 我家狗狗話很多 蔣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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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55970 101種防癌蔬果汁 白澤卓二, Daniela Shiga著 平裝 1

9789865744021 小蘇打魔法書 陳安祺著 平裝 1

9789865744038 全方位健康祕訣 猪忠彥等作; 吳瑋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076 英語耳：強化聽力訓練法 朴光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4113 築地魚市場美食&購物完全指南 アスペク卜著 平裝 1

9789865744120 這個動作！立刻消除肩、頸、腰、背痠痛 藤本靖作; 劉又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137 做個溫暖美人：體溫提升0.5 ℃，幫妳輕.瘦.美 石原結實作; 蔡姿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144 IQ決定成績,EQ決定成功 陳添富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44151 英語喉：強化口語訓練法 朴光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4168 看漫畫學日語：單字、語法、聽力一本搞定 坂野台, 朴世利, 金志珉著 平裝 1

9789865744199 男人持續力 石原結實著; 胡騰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212 OL專屬！骨盆底肌伸展操 辰巳出版著 平裝 1

9789865744229 職場英語必備單字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4274 百搭幸運繩: 玩出你的個人風格 知光薰著 平裝 1

9789865744328 必考又簡單22堂文法課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380 一元療法: 消除54種病痛 福辻銳記著 平裝 1

9789865744397 史上最完整！外國人天天在用生活會話大全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9789865744410 櫻井麻美的美腿課程：雙腿立刻細、長、直 櫻井麻美, 主婦之友インフォス情報社著 其他 1

9789865744489 神奇手作蔬果酵素瘦身‧排毒‧抗老化 島津浩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496 彩色蔬果泥神奇瘦身法 鈴木朝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502 麻質蕾絲輕手感: 50種鉤織小物輕鬆編 主婦の友社著 平裝 1

9789865744519 創意吐司100 變 瀨尾幸子著 平裝 1

9789865744533 就愛義大利麵 陳建州, 王志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540 坐月子養身餐 曹茂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557 自己做手工餅乾 吳金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564 平底鍋做煎餅 鄭元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571 圖說世界通史 楊欣倫, 李清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595 素食這樣做真好吃 古建邦, 施建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601 世界級大師青木定治馬卡龍 青木定治著 平裝 1

9789865744618 歐洲世界遺產TOP 50 富井義夫著; 李詩涵翻譯 平裝 1

9789865744625 雞肉料理好滋味(中英對照版) 黃乃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632 來！吃海鮮(中英對照版) 郭泰王, 王人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649 卡哇伊剪紙So Easy イワミ*力イ作; 郭秀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663 養生豆漿美味又健康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4670 對症按摩消除病痛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687 看圖取穴速效按摩 陳飛松, 溫玉波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4694 經絡穴位速查速用 趙鵬, 陳飛松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4700 24節氣健康養生法 譚興貴, 于雅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4717 拉伸運動健身抒壓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4878 降血糖這樣吃有效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4816 喝母乳最好：配方奶搭配有妙方 主婦之友社作; 蕭照芳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44830 130種沙拉醬與蔬菜搭配的祕訣 音羽和紀作; 陳妍雯翻譯 平裝 1

9789865744847 這四種食物不能吃! 崎谷博征作; 余亮誾翻譯 平裝 1

9789865744854 歐洲世界遺產 富井義夫著; 李詩涵翻譯 精裝 1

9789865744885 對症食療老偏方 康鑑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892 健康蔬果汁(中英對照版) 陳冠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908 涼麵速配醬汁(中英對照版) 李建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4984 沒什麼好煩的！和貓咪一樣地生活吧 伊藤淳子著; 南幅俊輔攝影; 黃文玲翻譯 平裝 1

9789865744991 聰明鍋具選用法:打造理想的廚房 主婦之友社作; 瞿中蓮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0002 ALOHA ！百變鬆餅祕密 藤沢セリ力作; 李詩涵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0019 簡易拔罐消除病痛 陳飛松, 溫玉波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026 簡易刮痧消除病痛 陳飛松, 鄭書敏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057 如何培養高EQ孩子 陳美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0071 養生豆漿喝健康（中英對照） 梁慧敏, 劉建承, 陳冠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156 超美味義大利麵 李建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163 排骨料理炸真有味(中英對照版) 郭泰王, 張華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170 豆腐料理美味秘訣 郭泰王, 呂永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200 第一次寫英文日記 陳幸琦, 黎天曌作 其他 1

9789863730217 12時辰對症養生飲食 康鑑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262 第一次棒針編織就上手 ブティック社作; 李蕙芬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0293 變身完美女孩的秘密武器 梶惠理子作; 林佳翰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0347 零失敗！棒針編織原來這麼簡單 瀨畑安子作; 李惠芬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0378 手作皮革教科書：給你享受手作皮革的樂趣 宮坂敦子作; 余亮誾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0408 家常菜快炒祕訣 陳鴻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439 烤箱料理真好吃(中英對照) 楊佩珊, 高毓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446 圖解瑜伽體位法 矯林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569 做菜小竅門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620 家庭生活英語會話 張耀仁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30668 養好脾胃永保健康 陳飛松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675 養肝補腎就要這樣吃 劉鐵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682 懶人料理讓妳瘦：電鍋瘦身湯 康鑑文化編輯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705 阿嬤家常菜 李鴻章, 劉政良, 張志賢著 修訂2版 平裝 1

9789863730743 自己做一杯拉花咖啡 都基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736 中式點心製作訣竅 黎國雄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0729 做蛋糕成功竅門 黎國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750 輕鬆不費力！清潔打掃家事小祕訣 おそうじ本舖作; 黃瓊仙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0767 四季滋補養生湯(中英對照) 梁慧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798 20天衝刺新多益拿高分 元晶瑞, 鄭然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0804 學校活動英語會話 張耀仁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30811 對症養生武醫八段錦 張振澤著 其他 1

9789863730828 圖說日本史 任德山作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3730835 圖說歐洲史 任德山作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3730842 圖說美國史 任德山作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3730910 百搭幸運繩: 玩出你的個人風格 知光薰作; 陸蕙貽翻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958 10000句英語萬用會話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30965 20000單字搞定全民英檢、新多益、托福、GRE 李政純特約編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31030 手作餅乾零失敗(中英對照) 吳金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047 魚料理美味多樣(中英對照) 郭泰王, 王人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061 吃這些食物就能消除病痛 石原結實作; 高詹燦, 黃正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139 煩惱都是自找的 學誠法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22815 我的翻轉書 顏色 馬梭.普萊斯(Mathew Price)著; 李紫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822 我的翻轉書 形狀 馬梭.普萊斯(Mathew Price)著; 李紫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839 我的翻轉書 數字 馬梭.普萊斯(Mathew Price)著; 李紫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846 我的翻轉書 相反詞 馬梭.普萊斯(Mathew Price)著; 李紫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877 愛麗絲夢遊仙境 科隆納爾.慕塔德(Colonel Moutarde)繪;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2884 白雪公主 丹.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2891 好棒的書店 瑪莉詠.比利特(Marion Billet)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907 好棒的聖誕老人 艾格.亞寇斯卡(Ag Jatkowska)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914 好棒的理髮院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921 好棒的動物園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2

上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2314 形錄 陸希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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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8909 臺灣的社會與關懷 林麗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4176 好心的小糞金龜 弗萊德.巴洛尼基文; 安德蕾.普里桑圖; 徐素霞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64183 我們來洗手! 東尼.羅斯文圖; 林清雲翻譯 精裝 1

9789865664190 紅盒子裡的祕密 林培齡文; 陳映涵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418677 地政士歷屆考題解析 曾文龍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578418684 土地登記理論及實例寶典 曾秋木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578418691 頂尖房仲業務高手創富秘訣 曾文龍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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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2591 乾隆三大家詠史詩研究 賴玉樹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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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土也酉己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大聯合



9789869221207 人生憶往 許明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9778 Organization competition advantage dynamic purchasing system embedded with social exchange theory趙嘉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79785 How oem to oem: Taiwan mobile phone enterprises 趙嘉成 精裝 1

9789868779792 Patient safety tower radiology health intelligence system emergency technology enhance patient safety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趙嘉成作 精裝 1

9789869218207 Restaurant brand, more revenue: foods aroma sensory organs technology system趙嘉成作 精裝 1

9789869218214 No harm to our socie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hance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趙嘉成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0327 孫星衍學術研究 吳國宏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5500 姚仁喜|大元建築工場30x30 姚仁喜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2542 「秘密」中的秘密: 兩本啟發<>的經典 華勒思等著; 溫伊婷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580 勇氣年代 陳怡全口述; 謝斐如撰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久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文印書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93023 環遊世界的英語課：從紐約出發到台灣的英文外賣走透透楊筱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77 這樣煮義大利麵就對了! 朴柱姬著; 林文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13 憂傷向誰傾訴 鍾文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20 我只是在不同的道路上：一位懂多國語言的自閉症學者，最扎心的真實告白喬瑟夫.斯侯瓦內茨著; 馬向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37 好好生活、慢慢吃就會瘦: 年實驗證明，減重30公斤全紀錄渡邊本圖.文;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44 我想活得像個人 李學俊著; 袁裕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51 蘇志燮的只有你 蘇志燮著;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68 穿顏色: 日本時尚主編教妳最In配色學 菊池京子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75 一個人搞東搞西: 高木直子閒不下來手作書 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82 改過自新學英文 Ellie Oh, Anna Yang, Tasia Ki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93405 活用一輩子的旅行筆記術 奧野宣之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412 沖繩我沖過來了: 澎湃野吉旅行趣. 4 澎湃野吉圖.文; 蕭嘉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429 甜蜜的夢 馬西莫.葛拉米里尼(Massimo Gramellini)著; 張穎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436 從不相信到相信 李御寧著; River Tre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450 我，故意跑輸：當自己心中的第一名，作家褚士瑩和流浪醫生小杰，寫給15、20、30、40的你!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467 去摩登首爾找生活感 高恩淑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481 第一次有人這樣教我理財 宇田廣江繪畫; 泉正人監修; 陳慧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504 這是我家該多好!:透過22位攝影師、雜誌編輯、藝術工作者的好品味，找到裝潢自己家的好感覺!金美珍著; 林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511 最後一本果汁書：每天一蔬一果So Easy，排毒減肥果汁天天喝!金勇民著; 羅雅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528 一個人的會議時間: 學會跟自己開會,才懂得怎麼經營「自己」這家公司山﨑拓巳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535 納尼亞傳奇: 奇幻馬和傳說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著; 彭倩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93542 納尼亞傳奇: 賈思潘王子 C.S.路易斯著; 彭倩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93559 納尼亞傳奇: 魔法師的外甥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著; 彭倩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93566 納尼亞傳奇: 銀椅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著; 張琰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793573 納尼亞傳奇: 最後的戰役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著; 林靜華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793580 納尼亞傳奇: 黎明行者號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著; 林靜華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793726 和新井一二三一起讀日文. 第二輯, 你一定要知道的日本名詞新井一二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733 最後的情人: 莒哈絲海岸 鍾文音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740 起風了 我愛你 李秉律文字.攝影; River Tree,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788 我為什麼相信 提姆.凱勒著; 趙郁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3801 生命中最有梗的一天 A-Works編;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64144 初級韓語文法中文就行啦: 有圖解的喔!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151 出發前7天: 旅遊韓語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168 今天看書，明天出發！去日本趴趴走的日語帳 上原小百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175 完全攻略英檢中級單字及片語2600 馬德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182 完全攻略英檢初級文法及練習109: 國中文法大全(必勝問題+全解全析)馬德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199 聊天、寫e-mail.手帳用日語 西村惠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205 出發前7天: 旅遊英語 里昂, 保羅傑克遜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212 日本自由行，用50音就go 上原小百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229 初級韓語文法中文就行啦: 有圖解的喔!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326 仰觀自在: 王子璇個展 謝雨珊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460086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余英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6850 普通高級中學英文(乙版).第4冊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571460390 國父思想 涂子麟, 林金朝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0598 中國近代史 薛化元編著 增訂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山田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未來耿畫廊



9789571460604 猶記風吹水上鱗: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余英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673 民事訴訟法 陳榮宗, 林慶苗著 修訂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0710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吳秀玲, 蘇嘉宏編著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741 國家賠償法 劉春堂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758 國際貿易法規 方宗鑫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0765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騰鷂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0772 新譯洛陽伽藍記 劉九洲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802 危險與祕密: 研究倫理 余漢儀等著; 嚴祥鸞主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819 科學與歷史 李怡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888 續小五義 (清)無名氏編著; 文斌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918 綠牡丹 (清)無名氏編著; 劉倩校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22057 環保聖經 蘇先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020195 民國原來是這樣 金滿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93 瞪大眼睛看生物故事 吳文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09 瞪大眼睛看理財故事 吳文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16 瞪大眼睛看探險故事 吳文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23 瞪大眼睛看偵探故事 吳文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30 瞪大眼睛看地理故事 吳文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47 瞪大眼睛看歷史故事 吳文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92 找到自己那片海 仲利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508 天上飄下來的禮物 孫道榮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同



9789864020515 無人時唱歌給夢想聽 周華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522 聰明的最高境界 陳大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539 鮮花從來不自卑 王國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546 尋夢中國海 李明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553 有「記性」的數字 談祥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560 彈子盤上的數學 談祥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07 走進科學大觀園 董仁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14 中國科學家的故事 程婧波, 胡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21 探奇新能源 董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38 神奇的生物技術 董仁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45 人菌共存的奧秘 董仁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52 趣說電和磁 汪昭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69 奇妙的小宇宙 董仁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76 諾貝爾獎獲得者趣話 方守默, 段麗斌, 胡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83 魔幻的虛擬技術 董仁威, 韋迪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690 嘹亮的生命之歌 韋富章, 胡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06 科學巨匠趣話 鬆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13 科學發現趣談 黃寰, 林汐璐, 張雲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20 科技發明趣話 黃寰, 胡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37 動物: 我們的朋友 程富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44 地球七巧板 胡葉, 俊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51 穿越信息時代 韋富章, 胡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68 21世紀的瓊樓玉宇 黃寰, 林汐璐, 張雲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75 好玩的數學 董仁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82 探秘神奇大自然 姜永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799 宇宙探秘 徐渝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05 呼風喚雨 姜永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12 機器人世界 尹代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29 我們離不開植物 程富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36 遭遇地震 姜永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43 萬物之靈 董仁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50 生命的奇蹟 王敬東, 于啟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67 藍色聚寶盆 蕭星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74 趣話仿生 尹代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81 化學「魔法」 樊春麗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898 中國深藍夢: 中國載人潛水器發展紀實 李明春, 吉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935 紫禁城裡的洋大臣 王忠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133 柴榮是個好皇帝 姜狼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719 ACCC.浪漫 敖幼祥等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135726 ZAYA 黃嘉偉漫畫; Jean-David MORVAN編劇 精裝 1

9789869135757 ACCC.浪漫 敖幼祥等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135733 ACCC.浪漫 王子麵等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135740 ACCC.浪漫 敖幼祥等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135764 ACCC.浪漫 夏達等作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642 漸修與頓悟*心地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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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3659 休庵禪案 白雲老禪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83666 禪的智慧. 第三集 白雲老禪師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大好世紀創意志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1221 故事樹 陳景聰文; 法蘭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238 你賴皮 王文華文; 鰻魚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245 公主盃拔蘿蔔比賽 王美慧文; 九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252 你有多愛我 李光福文; 康宗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320 誕生 劉佩菁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7734 回首來時路: 喜馬拉雅基金會的故事 李憲章等撰稿 平裝 1

9789868797741 臺灣歐洲美元拓荒者: 韓效忠平凡中見不凡的人生李憲章等撰稿 平裝 1

9789868797741 臺灣歐洲美元拓荒者: 韓效忠平凡中見不凡的人生李憲章等撰稿 平裝 1

9789868797758 戎筆丹青俱真情: 包一民水墨畫選集 李憲章, 卓芬玲, 紀瀛寰採訪/撰稿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441 正憲的創刊: 學習成長 林麗容總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22068 這是蘋果嗎 Yoshitake Shinsuke作.繪; 許婷婷譯 平裝 1

9789863422075 地球的科學 Jen Green原作; Shaw Nielsen, Dynamo原繪; 龔嘉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204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22259 哇!恐龍跑出來了: 3D擴增實境APP互動恐龍小百科Carlton Books作; 詹雅惠譯 精裝 1

9789863422266 哇!太陽跑出來了: 3D擴增實境APP互動太陽系小百科Carlton Books作; 詹雅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2402 超級龍捲風求生記 李知雄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官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上承文化



9789863422419 公子們,接客了. 6, 愛情如小倌迎來送往 逍遙紅塵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22426 天下男修皆爐鼎. 卷六, 半步成神 青衫煙雨作 平裝 1

9789863422433 科學發明王. 7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440 死神姬的再婚 小野上明夜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22457 一畫就愛上!超簡單超萌美少女. 9, 多元個性萌感篇宮月茂曾子, 角丸圓原作;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2471 科學神偷. 5, 重力和重心 宋道樹作; 梁善模繪;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2488 恐龍世界歷險記 洪在徹文; 李泰虎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2495 恐龍世界歷險記 洪在徹文; 李泰虎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2525 黃金戰士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金新中圖; 鄺紹賢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22532 打妖物語. 3, 路痴斬魔師 原惡哉著 平裝 1

9789863422594 叢林的法則. 2, 馬達加斯加 SBS<>製作團隊原作; 李政泰漫畫; 樊姍姍譯 平裝 1

9789863422631 不跟潮流的巴黎流. 3 : 跟著巴黎女人學穿搭，365天都顯瘦、優雅有型！米澤よう子著; 吳佳蓁翻譯 平裝 1

9789863422617 明日數學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2648 公子們,接客了. 7, 天子下嫁如小倌出閣 逍遙紅塵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22655 天下男修皆爐鼎. 卷七, 絕處逢生 青衫煙雨作 平裝 1

9789863422686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422693 昆蟲世界歷險記 洪在徹作; 李泰虎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2778 昆蟲世界歷險記 洪在徹作; 李泰虎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2839 昆蟲世界歷險記 洪在徹作; 李泰虎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22709 噬罪人. II, 試煉 呂秋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716 埃及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原作; 姜境孝原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2723 心靈學校. 2, 不要再欺負我了! 金美永文.圖; 李佩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730 哇!龍捲風跑出來了: 3D擴增實境APP互動地球小百科Carlton Books作; 林冠瑋譯 精裝 1

9789863422761 水果奶奶好故事. 3, 琳琳的生氣帽 公共電視水果冰淇淋製作團隊作; 趙正安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22785 地震求生記 洪在徹作; 文情厚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2846 愛 Peter Su作 平裝 1

9789863422853 傑米.奧利佛的療癒食物 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著; 松露玫瑰譯 精裝 1

9789863422907 科學發明王. 8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921 吳哥窟歷險記 Comic Com文; 文情厚圖; 徐月珠, 鄺紹賢譯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2938 吳哥窟歷險記 Comic Com文; 文情厚圖; 徐月珠, 鄺紹賢譯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2952 能源危機大作戰 金政郁作; 韓賢東繪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3140 能源危機大作戰 金政郁作; 韓賢東繪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2969 一畫就愛上!超簡單萌Q美少女&花美男. 2, 青春學園Love Live!金田工房, 角丸圓原作;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3027 妄想BL世界歷史. 十四世紀天然呆篇 尤石馬等著 平裝 1

9789863423034 作文大加分好玩又好用的國文慣用語 邱昭瑜文; 酪梨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3072 蘇菲亞小公主: 皇家舞會 凱薩琳.海卡作; 葛瑞絲.李繪; 詹雅惠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423089 蘇菲亞小公主: 魔法嘉年華 凱薩琳.海卡作; 葛瑞絲.李繪; 詹雅惠譯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423096 蘇菲亞小公主: 美人魚傳說 凱薩琳.海卡作; 葛瑞絲.李繪; 詹雅惠譯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423102 蘇菲亞小公主: 失蹤的國王 凱薩琳.海卡作; 葛瑞絲.李繪; 詹雅惠譯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423133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423157 愛麗絲吃遍仙境: 經典童話的午茶大冒險 路易斯.卡易爾(Lewis Carroll)原著: 茉莉.羅森達爾(Julie Van Rosendaal), 皮耶.拉米艾爾(Pierre A. Lamielle); 竇永華譯平裝 1

9789863423164 再減齡20歲: 每天只要6分鐘!雲老師的逆齡青春棒伸展陳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23171 原始叢林大冒險 洪在徹作; 文情厚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3188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423195 感謝我們始終對話 張楚, 張希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201 做一個機器人,假裝是我 Yoshitake Shinsule作.繪;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218 吉娜兒的畫畫本子: 我們來畫公主! 吉娜兒作 平裝 1

9789863423225 貝爾式極效健身計畫: 壺鈴+徒手+伸展三合一鍛鍊,姿勢到位,效果事半功倍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著; 閻蕙群譯 平裝 1

9789863423232 未生 尹胎鎬著; 胡絲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3249 未生 尹胎鎬著; 胡絲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3300 未生 尹胎鎬著; 胡絲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23317 未生 尹胎鎬著; 胡絲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23256 終於自在了: 羅爾醫師的「心靈掃毒」,移除讓你卡關的三大負面心靈程式,人生脫胎換骨海茲-彼得.羅爾(Heinz-Peter Rohr)著; 張淑惠譯 平裝 1

9789863423263 南極大冒險 洪在徹作; 文情厚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3270 一流男人就該沒肚子 小林一行作;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287 印度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原作; 姜境孝原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294 一畫就愛上!超簡單超萌美少女. 10, Shine!閃亮明星宮月茂曾子, 角丸圓原作;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3324 數學解題王 柳己韻文; 文情厚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23348 侏儸紀世界: 3D擴增實境APP互動恐龍電影書 Carlton Books作; 蔡文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3393 我,靠睡覺瘦了10公斤 友野奈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409 孫悟空科學72變. 9 孫永云, 安亨模文; Digital Touch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416 全民打棒球: 會讀會玩!棒球優等生 小河馬作; 金江浩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23423 天堂崛起 克里斯多弗.萊斯(Christopher Rice)著; 廖素珊譯 平裝 1

9789863423430 女外科的辛辣日記: 開刀房門後的異世界,握手術刀的妖魔鬼怪紛紛現形劉宗瑀著 平裝 1

9789863423447 叢林的法則. 3, 萬那社 SBS<>製作團隊原作; 李政泰漫畫; 樊姍姍譯 平裝 1

9789863423454 請你跟我這樣過. 3, 安心食: 學專家正確挑菜、煮水、烹魚肉、換個順序開心吃!超級電視臺著 平裝 1

9789863423461 明日數學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3478 湯姆士小火車: 鐵路王國 尋找皇冠之旅 Carlton Books原作; 劉承華譯 平裝 1

9789863423485 未生 尹胎鎬著; 胡絲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23577 未生 尹胎鎬著; 胡絲婷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23591 未生 尹胎鎬著; 胡絲婷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23492 未生 尹胎鎬著; 李佩諭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23584 未生 尹胎鎬著; 李佩諭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23508 湯姆歷險記 郭漁文; 吳泠溦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515 小飛俠 郭漁文; 吳泠溦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522 我在巴黎租個家 貝姬(宋可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539 巴哥醬. 1, 就是要你愛上我! 潔瑪.柯瑞兒(Gemma Correll)作;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3546 巴哥醬. 2, 乖!別讓主人不開心! 潔瑪.柯瑞兒(Gemma Correll)作;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3553 數位口碑經濟時代: 從大數據到大分析的時代,我們如何經營數位足跡,累積未來優勢麥可.弗迪克(Michael Fertik), 大衛.湯普森(David C. Thompson)著; 林麗雪譯平裝 1

9789863423560 我,跟自己拚了!. 2, 挑戰地.獄.週,證明我可以!: 7天激發潛能100%,讓你人生很暢快!艾瑞克.伯特蘭.拉森(Erik Bertrand Larssen)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3621 官能女子愛愛講座 阿爾蒂西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638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423645 植物世界歷險記 Sweet Factory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3652 愛麗絲夢遊仙境 郭漁文; 吉娜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669 Gary,你為什麼不愛我?: 歐巴桑少女鼻妹的無悔貓奴日記鼻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676 教我誠實面對錯誤的14個勇氣魔法 李靜研文.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690 西伯利亞歷險記 洪在徹作; 鄭俊圭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3706 Doodling,來畫狗吧! 潔瑪.柯瑞兒(Gemma Correll)作;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3713 Doodling,來畫貓吧! 潔瑪.柯瑞兒(Gemma Correll)作;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3720 Doodling,來畫美味餐桌吧! 潔瑪.柯瑞兒(Gemma Correll)作;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3737 Doodling,來畫時尚吧! 潔瑪.柯瑞兒(Gemma Correll)作;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3744 和孩子一起開心玩料理 小魚媽著 平裝 1

9789863423751 科學發明王. 9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768 手感保養: 家事達人的120種生活物品微保養 阿部絢子作;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799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423805 告白: 我想我喜歡你 大A作 平裝 1

9789863423812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皇家睡衣派對 Disney Book Group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3829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皇室運動會 Disney Book Group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3836 臭味退散!: 改變體味新習慣,口臭、腳臭、狐臭、老人臭......徹底消除8種擾人氣味池下育子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843 黃金戰士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金新中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23850 戀愛吧!美美 H.H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867 TEDxTaipei未來世代的成功必修課 許毓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874 露露過聖誕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3881 露露上廁所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3898 露露愛穿鞋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3904 露露吃午餐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3911 露露穿衣服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3928 絕對會上手!: 知名動畫師「關鍵紅筆破解」繪出動感美少女的秘密. 3, 幻想力突破篇toshi原作;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3942 黃河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原作; 姜境孝原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3959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23966 睡眠學校: 揭開睡眠奧祕,為何想要成功快樂,要睡飽一點?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鄭百雅譯 平裝 1

9789863423973 速效運動: 慢跑無法燃脂、鍜鍊越多體能越弱、3分鐘高強度運動效益最大麥克.莫斯里(Michael Mosley), 佩塔.畢(Peta Bee)著; 謝佳真譯 平裝 1

9789863423980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魔法寶石的詛咒Disney Book Group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3997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萬聖節舞會 Disney Book Group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000 孫悟空科學72變. 10 孫永云, 金月熙文; Wishing Star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031 瘋狂白飯實驗室 黃振裕文; Dora Li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123 小公主蘇菲亞: 公主救援小隊 凱薩琳.海卡作; 李詩萱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130 小公主蘇菲亞: 艾薇公主的考驗 克雷格.格伯, 凱薩琳.海卡作; 李詩萱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147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奇幻科展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154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好朋友魔法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110056 我們的心都沒病 蕭蔓琳編著 平裝 1

9789864110063 青春難為. III, 因此我們學會對愛掠奪 夏嵐著 平裝 1

9789864110070 小幽默大智慧: 搞笑沒那麼簡單! 羅奕軒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3666 行銷管理 李文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3611 大學院校藝術教育資源整合 郭珮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7732 新俠隱仙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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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7705 環臺北盆地山系親山步道踏查: 觀音山系、大屯山系、南港山系、天上山系、大棟山系、擎天崗山系篇山河海社合著; 顏膺修攝影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河海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果文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15

送存冊數共計：126

大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0119 SCRATCH2.0 程式設計真的好好玩 小蝌蚪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52158 終極Photoshop筆刷寶庫: Blur's Good Brush 楊雪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318 新世代網路概論 簡國璋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2363 禁奢令: 只是一場荒謬戲碼? 時代編緝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370 寸步難行,大笨象: 匯豐銀行如何重奪人心? 彭劍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424 Before & After: 解構版面設計準則 John McWade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462 動漫魔導書之奇幻角色繪製超指南 MCOO動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479 攝影Q&A: 數位單眼攝影診斷書 馬玉鳴, 銳藝視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554 內線: 未曾斷絕的金融詐騙史 郭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561 做事不難,做人難!: 人事,就是辦公室最大的事 涂滿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882 ACA Flash CS5國際認證 白乃遠等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899 多媒體導論與實務寶典 梁采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905 關鍵焦點!Visual Basic 2012程式實例設計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943 極盡寵愛.美顏方: 充盈美人好元氣,呵護桃花好氣色郭雲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087 人生最美的騎遇 727車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094 一流男人,就要夠狠: 男人要成功, 一定要懂得「惡」!永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131 咖啡杯裡的圓舞曲: 經典咖啡拉花50款 北京藝德前程學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162 手作保養品88款: 最天然、簡單的美顏秘方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216 豔驚全場: 專業舞臺彩妝造型圖解 安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278 我看我攝我征服: 國民鏡也能拍出好相片 張松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568 jQuery Mobile vs PHP手機程式應用開發解析 張亞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75 攝影新手不NG: Canon數位單眼這樣玩 陳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190 大中華圈: 從網路型世界觀,窺探台灣的未來 寺島實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奇資訊

大青蛙資訊



9789863754251 不趕路的旅人: 我的日本圖文旅誌 吳知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268 日清食品: 創新,才能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安藤宏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442 Visual C# 2012程式設計16堂特訓 李啟龍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4589 居家.玩美.色計: 玩轉多變色彩印象,混搭專屬居室空間沈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596 古老又時尚: 瑜伽，讓你聽見身體的聲音! 張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26 COSPLAY實戰攻略: 第一本，從[角色定位到後製]全解指南書。十夜主編; 王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40 我在全世界度假:壓力歸0，療癒系旅遊勝地101選李淳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57 漫旅，首爾: 揮別老套行程 私遊首爾完美全計畫!玩樂瘋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64 我的營養全書: 讓你擺脫手腳冰冷、臉色時時紅潤,頭髮也不再不告而別!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95 從高原聖城到世界之巔: 自助隨身手冊 楊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701 百分百求職聖經: 求職履歷、面試竅門,輕鬆拿到理想職位張曉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718 理財就從現在開始: 建立投資觀念、實際案例分析,全面打造你的富人生涯毛泉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725 吟龍行 高伯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732 優雅漫步: 女孩們必備的高跟鞋穿搭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749 用「看」的語言: 標誌和導視系統設計 肖勇, 梁慶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756 逆襲的合弦奧義 爆音將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763 Web伺服器的聰明選擇: Nginx企業應用全書 苗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4794 跟Adobe徹底研究Adobe Illustrator CC New ReleaseBrian Woo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800 用Adobe Edge Animate CC製作HTML5動畫與互動效果白乃遠, 呂國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817 為什麼你的設計沒有價值 王紹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824 傳統再生到前衛設計 王紹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831 蘋果官方訓練教材: Pages、Numbers、Keynote Mark Woo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848 NXT樂高機器人程式設計: 輕鬆學(使用NXT-G)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855 HTML5+CSS3+jQuery全方位網頁實例設計: 跨平臺、跨裝置、跨瀏覽器蕭立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879 Maya完全進化論: 建模貼圖指令解析與應用 葉育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886 跟Adobe徹底研究Creative Cloud影音剪輯 Adobe Creative Team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4893 嵌入式系統設計入門: 使用ARM Cortex A9 陸佳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916 軟件配置管理實踐手札: 進入沒有Bug的程式世界董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947 歐元,傾而不倒 金聖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954 上海,儂好。: 最古意.最道地.最有味的深度自助遊谷聲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978 餐巾美學: 職人親授!摺出生活新品味 劉德樞, 雙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992 珍寵當家: 飼養╳居住╳醫護，珍奇可愛動物飼育手冊良卷文化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29 美膚竅門888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36 投資聖經: 全球30位投資巨擘的不敗投資心法 林啟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50 R語言: 邁向Big Data之路 洪錦魁,蔡桂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67 私房味: 54道家常菜,烹煮暖心食刻 耀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04 heroku網路應用開發指南: 邁向國際化雲端服務平臺開發操作手冊Morgan Chang, David Hsu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5005 果，真有好處: 小果實，大療效！225種藥用果物圖鑑鄧家剛, 黃克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11 原子筆手繪物語: 人物、動物、植物、生活小物,三色就足夠!姍木穎畫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28 完全圖解: 7天讀懂互聯網金融 史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42 一開口,就能拿大單!: 頂尖業務的成交方程式 楊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59 質感衣著Style Book: 好搭單品+季節配色,穿出每日輕質感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66 Swift 2.0程式設計開發指南 邱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73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C James J. Maivald著; 吳國慶譯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5180 設計的王道: 親和力將翻轉你的設計 王紹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97 重磅回歸: 全球著名CG大師畫冊精選 火神CG工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203 攝計涉技: 旅遊攝影就是這麼簡單 藍調攝影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210 3D紙公仔製作DIY: 3ds Max與Pepakura Designer應用二合一李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227 當代50位藝術大師作品賞析與訪談錄 度本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234 走入高階Nikon D800/D800E自學完全秘笈 曹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241 機器人實作檢定學術科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258 解秘曝光: 攝影光線絕對掌握全技巧 湯識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265 圖解電腦運作原理 Ron White, Timothy Edward Down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272 完全構圖26種題材的420種技巧 孫羽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289 漫畫素描技法完全教程. 場景篇 繪漫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296 攝影師必拍的TOP60 <>雜誌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302 圖解數位相機攝影與編修原理 Ron White, Tim Downs著; 李俊賢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5333 完美=人像+攝影+後製 楊岱驥, 邢亞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340 看手知全身: 解讀掌紋,辨清體質,防病又養生 趙理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364 職場管理繪: 圖解人師金律,巧帶部屬員工 朱興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371 老屋,請繼續擔待: 舊宅煥新貌,屋中故事不停歇 王蕾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388 不急,慢慢喝: 一本書讀懂湯茶酒水的飲用學問 李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401 東方猶太人: 改革開放和金融海嘯也打不垮溫州人陳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418 我,就是時尚: 手繪經典單品穿搭術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432 經濟學Live and Learn: 圖解29個工作、愛情、生活難題王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449 森林系 天然美肌術: 從深層保養做起,讓皮膚也能深呼吸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463 粉絲經濟學: 參與感、體驗感、尊重感 黃鈺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470 Android 6.X App開發之鑰: 使用Java及Android Studio王安邦著 其他 1

9789863755487 iClone6動畫大師: 讓你輕鬆學會製作專業級3D動畫劉為開, 吳敬堯著 其他 1

9789863755494 大師親授Illustrator CC精湛設計 薛清志著 其他 1

9789863755500 Photoshop CC 蕭立文著 其他 1

9789863755517 跟Adobe徹底研究Edge Animate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其他 1

9789863755524 瀏覽器語言專用3D引擎: WebGL完全剖析 張亞飛著 平裝 1

9789863755531 晉身世界第一流程式設計師: 188個完美化JavaScript的建議朱璽著 平裝 1

9789863755548 Windows App開發應用全攻略 馮瑞濤, 閻妍著 其他 1

9789863755555 活用Ext JS玩轉Javascript程式設計 徐會生著 平裝 1

9789863755562 即刻打造機器戰士表現全技法Start Now! MCOO動漫著 平裝 1

9789863755579 即刻打造服裝飾品描繪全技法Start Now! 樂畫工房, 翔著 平裝 1

9789863755609 小陽臺裡的花花世界: 適合新手的12個月花草栽種提案王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678 微博能幫你什麼?: 發掘5億人次的廣告錢潮 胡卫夕, 宋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685 使用3ds MAX開發GUNDAM project計劃檔案 趙思義著 其他 1

9789863755692 Nikon D600的攝影解析 孟克難, 黑瞳編著 其他 1

9789863755708 數位攝影典藏精華 雷依里編著 其他 1

9789863755715 TOP室內設計時尚店鋪FASHION Shop <>編寫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55722 COSPLAY實戰大典 恒星璀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739 紙上動物園!隨手畫出自己的動物世界 張潔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110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開運. 猴 巫桓, 巫信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0000 陳銀輝.楊淑貞雙個展. 2015 陳銀輝, 楊淑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12016 一秒就吸睛的東京頂級百貨甜點 日經設計作; 高宜汝譯 平裝 1

9789865612047 成熟大人的吵架技術 和田秀樹著; 羅淑慧譯 平裝 1

9789865612054 松浦彌太郎X伊藤正子: 上質男女の圖鑑 松浦彌太郎, 伊藤雅子著; 程永佳譯 平裝 1

9789865612061 奇異GE如何把人力變人才? 安渕聖司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078 吃培根,別慢跑 Grant Petersen著; 蔣雪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085 操弄視覺的消費心理學：為什麼我看到了這個，就忘了原先想買的那個？宇治智子著; 張婷婷譯 平裝 1

9789865612092 中國,失控中:大陸的機會和危險都失控，有人套利、也有人心血落空，你得先認清哪些現實山田順作;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108 英國的不打不罵鋼鐵管教──帶出不耍賴、有教養的小孩黎耶特.休斯.喬西(Liat Hughes Joshi)著; 李宛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115 經營我的白日夢：孫正義教我的最強本領－沒人相信的目標，如何變為成功事業嶋聰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122 精英不會寫在報告裡的協調技術：想讓事情照你的方式進行，你得在看不到的地方造成影響力新將命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139 丟掉50樣東西,找回100分人生 蓋兒.布蘭克著; 林麗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2146 成功人士為什麼這麼在意書櫃？ 成毛真著; 李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160 台灣不教的中國現代史：蔣介石打贏了日本，怎麼一年不到就輸給毛澤東？袁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177 10000元也能買飆股：K線之神，光看線型一檔股票至少賺8%，還能重複賺熊谷亮作; 李貞慧譯 平裝 1

9789865612191 藏在身體裡的漢字故事:這些字、詞，為什麼這樣用？懂這些，你就是用文字表達內心戲的高手張一清, 富麗, 陳菲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凡亞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08

三易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404 亞斯的國王新衣 劉清彥, 姜義村文; 九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48580 火龍的逆襲 阿德蝸文; 陳沛珛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597 阿當,這隻貪吃的貓. 2 亞平文; 李憶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109 老厝阿嬷 嚴淑女文; 達姆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1021 是凝固的音樂: 陳建榮 陳建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8303 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068 醫院也瘋狂. 4 林子堯原著; 梁德垣漫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233980 踏青 蔡雨辰, 陳韋臻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女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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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個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笑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5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土思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6117 暖傷心: 失戀癒療的15個練習 程威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6124 在怦然之後: 關於愛情的十六堂課 程威銓, 臺大愛情研究團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56131 幸福街左轉: 客家女婿散步桃花園 施政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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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9975 躲在家裡偷偷練,2週就有好身材 森俊憲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9982 1500種動物姿勢素描圖鑑 前田和子編著;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999 不必戒甜!纖食點心好吃零負擔 石澤清美作; 闕韻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03 身材薑薑好!用燜燒罐消水瘦身 主婦之友社作;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10 醫生在說謊 石井光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869 日本茶知識圖鑑 公益社團法人日本茶業中央會, NPO法人日本茶專賣指導員協會監修; 張華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27 DVD狗狗行為矯正書,10分鐘項圈訓練法 遠藤和博編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34 如何遇見好喝的葡萄酒? 田中克幸著; 謝逸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41 90%的病是錯誤運動造成的 青栁幸利著;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58 名醫的自律神經音樂療法 小林弘幸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9792 聖母峰之死 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969 背離親緣.上: 聽障、侏儒、唐氏症、自閉、精神分裂家庭的親子身分認同安德烈.所羅門(Andrew Solomon)著; 謝忍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06 成熟風格的基礎: 法國男子穿搭、挑衣、品味養成指南傑佛瑞.布魯耶爾(Geoffrey Bruyere), 貝諾瓦.沃基坦卡(Benoit Wojtenka)作; 徐麗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13 瑞士做到的事 狄肯.布斯(Diccon Bewes)著; 施昀佑, 黃郁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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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家

大真文化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6335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56564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56731 妄盡還源觀 (唐)京大薦福寺翻經沙門法藏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42480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百年 邱怡仁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529 糊塗小子妙判官 江連君文; 戴湞琪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24945 法華經易解 普行法師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963316 涵虛和尚語錄 韓國, 李鍾郁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24419 佛說三十五佛名禮懺觀行述記; 持世陀羅尼經; 佛說戒消災經安欽上師講授; 劉彭翊述記; 燉煌三藏, (唐)玄奘, (吳)支謙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873 夏天最後的日記 李庚惠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897 瘋狂樹屋39層: 月球上的屎比頭教授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著;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茶壺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乘精舍印經會

大乘定香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海銀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15550 X恐龍探險隊套書. 第二輯 李國靖, 陳紹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5635 午后鹹甜味: 每天都想吃的72種午茶小點心(簡體字版)洪繡巒著 平裝 1

9789863015703 12星座心理測驗同萌會(簡體字版) 知心姊姊作 平裝 1

9789863015727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4, 我的手繪旅行筆記(簡體字版)糖果嗡嗡作 平裝 1

9789863015765 人體王 健康教育課(簡體字版) 哈哈知識書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5772 動物王 野外探索課(簡體字版) <>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5833 兒童知識通 圖解卡通簡筆畫小百科(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5840 兒童知識通 圖解指印畫小百科(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6021 西遊記(簡體字版) 王祿容改寫; 黃麗繪圖 平裝 1

9789863016069 水滸傳(簡體字版) 路巧雲改寫; 黃麗繪圖 平裝 1

9789863016113 X恐龍探險隊套書. 第三輯 李國靖, 陳紹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6144 成語猜謎100題(簡體字版) 呂思樺作 平裝 1

9789863016151 趣味漫畫學成語(簡體字版) 游景源作 平裝 1

9789863016168 紳士怪盜(簡體字版)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歐陽弘彥漫畫編劇 平裝 1

9789863016175 血字的研究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6182 四個簽名(簡體字版)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6199 紅心七(簡體字版)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樹下原創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6236 閱讀達人館: 世界童話(簡體字版) 史瓊文作 平裝 1

9789863016243 夢想起飛: 我要成為服裝設計師! Orange Toon作; 郭佳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16250 夢想起飛: 我要成為服裝設計師! Orange Toon作; 郭佳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16267 蟬堡,沒有夢的小鎮(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9789863016281 為什麼你的病總是看不好?:這樣和醫生溝通，發現小毛病裡的大問題！(簡體字版)王健宇著 平裝 1

9789863016298 可不可以勇敢挑戰: 彎彎的應援,為自己Fight again(簡體字版)彎彎著 平裝 1

9789863016304 全都說中了！超準心理測驗 阿雅佐作;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311 重返侏羅紀 陳紹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328 交響樂之神: 貝多芬(簡體字版) 高章欽, 夢想國度工作室繪圖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眾國際書局



9789863016342 機智故事(簡體字版) 其他 1

9789863016359 從此,不再勉強自己(簡體字版) 吳淡如著 平裝 1

9789863016373 一看就懂!3小時完成一天工作:績效全達標的100個致勝習慣(簡體字版)王妮著 平裝 1

9789863016397 繽紛時尚!新食感糖霜餅乾 小林三佐子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410 護心: 中西醫聯手顧心臟(簡體字版) 張曉卉, 謝曉雲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6441 大戰史前昆蟲 陳紹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458 猿人的逆襲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465 百鬼夜行誌. 幽遊卷(簡體字版) 阿慢著 平裝 1

9789863016472 最強股票新手入門書: 方天龍的新手買股必備速成寶典方天龍著 平裝 1

9789863016489 把錢花回來(簡體字版) 趙明澤著 平裝 1

9789863016496 孟老師的中式麵食(簡體字版) 孟兆慶著 其他 1

9789863016540 從零開始穩穩賺(簡體字版) 艾爾文著 平裝 1

9789863016557 當你放開雙手,擁有的即是一切全集 徐竹著 平裝 1

9789863016564 求職力: 破除新鮮人面試的50道陰影(簡體字版) 蔡祐吉著 平裝 1

9789863016700 Get Lucky!助你好運: 九個心理習慣,讓你用小改變創造大運氣劉軒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16717 Get Lucky!助你好運. II: 幸運透視眼(簡體字版) 劉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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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19531 健康雙效. 2: 中醫雙管齊下的祛病養生智慧 石晶明, 謝惠民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19623 無罣無礙做自己: 去蕪存菁的生活態度 卓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630 對症滋補養生湯 楊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647 有一種智慧叫以退為進全集 李家曄, 袁雪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654 五穀雜糧養生粥 楊力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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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送存冊數共計：42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牌



9789865797508 這次不一樣:800年金融危機史 萊茵哈特(Carmen M. Reinhart), 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著; 劉道捷, 陳旭華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7515 懂人,要從自己開始: 勇敢改變人際困境,自我啟發的九型人格魔法鈴木秀子著;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522 片腕: 川端康成怪談傑作選 川端康成著; 邱振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539 賺錢,再自然不過!: 心理學造就90%股市行情,交易心理分析必讀經典馬克.道格拉斯作; 劉真如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7546 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 查爾斯.麥凱(Charles Mackay)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553 春琴抄: 陰翳官能的終極書寫,谷崎潤一郎感官小說集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560 素描的原點: 除了色彩,素描包羅萬象: 從光影到透視,畫出靈韻生動的8堂課安德魯.路米斯著; 吳郁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08549 全臺通識暨專業論文集. 成長篇. 2015 高雄市全臺大專通識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556 全國房地產經營管理研討會. 2015第九屆: 房地合一實價課稅下房地產發展趨勢與展望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暨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研究所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563 通識課程的創意發想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5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570 生理學 陳南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408587 生理學 陳南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408594 覩物興情 情以物興: 陳合成畫集 陳合成著 平裝 1

9789867408600 林慧珍2014鋼琴獨奏會作品研究與詮釋探討 林慧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617 美術鑑賞教學對美術創作能力影響之研究 陳俞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624 中國傳統音樂美學「和」概念之研究 古旻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631 環境安全便利與物業管理: 物業管理暨防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陳建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672 觀光在地化創新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大華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揚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華科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658 千山萬水 無盡藏: 陳俊光 七秩 畫、書、陶藝術經典專輯陳俊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91665 醉在新詩的畫筆: 我仍有夢 陳若蓁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302 爾本建築 大硯建築, 黃珮筠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9780 從尼古拉.帕噶尼尼二十四首《綺想曲》作品一探討指法與左大拇指之運用簡名彥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0887 東風緩緩吹來 邱英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0887 東風緩緩吹來 邱英美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3401 好命運就是這樣來 李耀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55614 憲法與立國精神 賴農惟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數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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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揚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硯建設



9789863740766 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楊銘編著 第二版 0 1

9789863740803 刑法總則 成傑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415 絕對上榜!領隊導遊英文 張馨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439 保健食品概論. 1, 實務篇 黃子寧, 李明怡, 蕭千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446 食品科學概論 黃子寧, 李明怡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644 憲法與立國精神 賴農惟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3675 計算機概論精析 范金雄編著 第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3682 國文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3699 經濟學考點圖破 歐欣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705 警專數學: 滿分這樣讀 歐昌豪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3712 領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729 預官國文(含孫子兵法) 鍾裕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736 預官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743 運輸學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750 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3767 公民(鐵路特考) 邱樺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774 公民(司法五等) 邱樺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781 法學大意(鐵路特考)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3798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鐵路特考) 李宜藍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804 自動控制重點整理+高分題庫 翔霖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811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謝坤鐘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3828 法學緒論(一般警察人員)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835 企業管理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3842 鐵路英文 歐森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859 基本電學(含大意)完勝攻略 丞羽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866 基本電學實力養成 丞羽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873 智力測驗歷年試題解析 預官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897 逼真!公民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汪大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3903 智力測驗歷年試題解析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3910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3927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3934 逼真!國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958 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972 企業管理(含概要)名師攻略(鐵路特考) 陳金城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3989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測驗: 火速焦點+題庫+歷屆試題合輯陳忠孝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996 政治學(含概要)關鍵口訣+精選題庫 蔡先容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4009 移民政策與法規 張瀚騰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4016 運輸學(含概要) 白崑成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023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口試技巧與實戰演練陳金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030 警專物理: 滿分這樣讀 曾禹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047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財政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061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078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頂極權威勝經 祝裕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085 國文(題庫+歷年試題)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4092 絕對命中!憲法全面破解 關威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108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115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122 企業概論與管理學 陳金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4139 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勝經(高普版)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4146 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153 行政法(含概要)頻出題庫 劉政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160 一次考上地政士證照(專業科目+國文) 三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177 行政學(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184 捷徑公職英文: 沒有基礎也能快速奪高分 德芬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191 最新國文: 作文勝經 楊仁志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207 最新國文: 測驗勝經 楊仁志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214 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關偉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221 你一定可以學好英文: 國考英文應考對策 黃亭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238 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245 火災學(含概要) 夏鵬翔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4252 會計學概要(依據最新IFRS精編)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269 法學緒論(題庫+歷年試題) 章庠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4276 法學緒論頻出題庫 穆儀,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283 法學緒論測驗題庫 千華法科名師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290 圖解式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金融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4306 法學知識與英文 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313 關務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與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320 銀行內部控制人員測驗: 焦點速成+歷屆試題 薛常湧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337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344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351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司法) 李宜藍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368 新題型國文: 作文高分快易通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4375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382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司法) 張良, 方華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399 公文寫作高分突破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405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高普考)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412 警專中外地理: 滿分這樣讀 王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429 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436 行政學概要 楊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443 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書 陳俊文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450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行政學 楊銘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4467 刑事訴訟法(含概要) 王汗明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4474 刑事訴訟法 王汗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4481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艾育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4498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徐弘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504 關務英文 吳慶隆、王英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511 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528 中華民國憲法頻出題庫 羅格思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535 勞資關係(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542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千華法科名師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559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朱華聆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566 行政法概要(一般警察人員) 林志忠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4573 水利會行政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580 行政法(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597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627 警察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駱英, 歐恩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4641 行政學(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672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689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696 突破!民法親屬與繼承編 鄭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702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 南春白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719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司法) 南春白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726 行政法輕鬆上手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4733 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740 稅務法規(含概要) 方君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757 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題解析)(預官)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4764 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題解析)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4788 政治學概要頻出題庫 蔡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795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移民) 南春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801 水利工程概要精選題庫 魏湘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818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頻出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4825 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重點精析 艾育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832 捷運常識(含捷運系統概述) 白崑成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849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租稅各論 歐欣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856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嚴選題庫 李振濤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4863 公務員法 林志忠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870 法學緒論 敦弘, 羅格思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4887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徐弘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900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917 經濟學 王志成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931 農業概論 蔡耀中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4955 絕對命中!行政法全面破解 關威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962 絕對命中!行政法全面破解(移民特考) 關威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979 社會學 陳月娥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4986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焦點速成+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993 圖解式民法概要實例演練(關務特考) 程馨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5006 圖解式民法概要實例演練 程馨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5013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 舒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020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郝強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5037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等相關法規 簡正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051 警察專業英文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5075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頻出題庫 郝強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5082 法院組織法(含大意)彙編 蔡承鋒編著 第十八版 精裝 1

9789863745099 就業安全制度(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5105 食品技師30天一次攻榜: 103年榜首不傳秘笈大公開黃子寧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129 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 成宜, 德芬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5136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5150 社會工作(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陳月娥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5181 灌溉排水概要 林震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198 行政學(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5211 移民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與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235 司法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242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預官) 預官編輯小組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5259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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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204002 汪天亮 大漆.大雅.大器. 3 麥青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473 水墨是“陷阱”: 秦冲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73 水墨是“陷阱”: 秦冲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80 微物絮語: 徐睿甫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80 微物絮語: 徐睿甫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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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00586 蛹翱翔 李晶菁作; 楊青玄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00944 無伴奏. III 黃舜星作 平裝 1

9789866600944 無伴奏. III 黃舜星作 平裝 1

9789866600951 「穿越: 花燈造型精神文化與場域表現」劉抒芳造型創作論述劉抒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36256 林中祕族 柳原漢雅(Hanya Yanagihara)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317 蘋果橘子創意百科: 何時搶銀行等131個驚人良心建議李維特(Steven D. Levitt), 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作;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324 孔子紀行 蔡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331 蔡志忠禪畫冊頁 蔡志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6348 易經的第一堂課: 天道驚險人驚艷 劉君祖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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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136348 易經的第一堂課: 天道驚險人驚艷 劉君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36386 怎麼坐 一行禪師著; 吳茵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393 怎麼吃 一行禪師著; 吳茵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409 背對哈瓦那 陳綺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6416 我有好爵 劉君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6416 我有好爵 劉君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6430 京都寂寞 宋欣穎著; 葉懿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447 拯救 菲莉絲.卡司特(P. C. Cast), 克麗絲婷.卡司特(Kristin Cast)著; 郭寶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461 時代迴音 大塊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478 樂進未來 大塊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485 易經密碼: 易經六十四卦的全方位導覽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第1輯 1

9789862136492 易經密碼: 易經六十四卦的全方位導覽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第2輯 1

9789862136508 易經密碼: 易經六十四卦的全方位導覽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第3輯 1

9789862136515 易經密碼: 易經六十四卦的全方位導覽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第4輯 1

9789862136522 易經密碼: 易經六十四卦的全方位導覽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第5輯 1

9789862136539 易經密碼: 易經六十四卦的全方位導覽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第6輯 1

9789862136546 易經密碼: 易經六十四卦的全方位導覽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第7輯 1

9789862136553 易經密碼: 易經六十四卦的全方位導覽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第8輯 1

9789862136560 易經之歌: 易經繫辭傳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577 劉君祖易經世界 劉君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36584 夜之屋 菲莉絲.卡司特(P. C. Cast), 克麗絲婷.卡司特(Kristin Cast)著; 陳寶蓮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6591 聰明植牙不後悔 林保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607 終極減肥聖經：瞭解節食風潮背後的偽科學，想吃多少吃多少，不復胖！喬爾.傅爾曼(Joel Fuhrman)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2103 凡妮莎的奇幻旅程 簡銘杉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8

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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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10825 大家的日本語. 中級III スリ一エ一ネットワ一ク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863 適時適所日本語表現句型200. 初.中級 友松悅子, 宮本淳, 和栗雅子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0870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I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0887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II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894 適時適所日本語表現句型500. 中.上級 友松悅子, 宮本淳, 和栗雅子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0900 適時適所日本語表現句型500. 中.上級:短文練習冊友松悅子, 宮本淳, 和栗雅子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0931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I(文法解說.課文中譯.問題解答)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0955 日本名著「坊っちゃん」. I 夏目漱石原作; 吳雪虹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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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8526 微整聖經 張光正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7811 觀音心經秘解今譯本 陳榮三編譯 平裝 1

9789869077811 觀音心經秘解今譯本 陳榮三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4835 日本騎遇記: 帶著夢想與勇氣,騎乘上路! 黃如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866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 3, 忠奸抗衡 楊英杰, 喻大華, 謝春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873 孩子們的南陽街與大人們的補習班 蔡世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傳媒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三達德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9789866234880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 4, 變法之殤 趙東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3395 神探狄仁傑之金釵奇謀 余遠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609 小領袖必讀的160篇皇帝故事: 帝鑑圖說 王文華文; 石麗蓉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63623 魔法湖畔 愛德華.伊格作; 林劭貞繪圖; 趙永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708 恐龍大冒險: 三角龍拯救薩爾塔龍大戰牛龍 黑川光廣作;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760 眼淚糖 三尾千鶴作; 吉澤惠子繪;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777 爸爸的摩斯密碼 石麗蓉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784 摺、剪、貼!動手玩可愛吊飾: 每撕一張紙就能做出彩旗、蝴蝶、小鳥、花朵......輕鬆美化你的幸福間菲歐娜.瓦特文; 艾米.布萊圖; 姚資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791 淘氣小精靈 青山邦彥作; 鄭明進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34543 羅浮7夢：臺灣漫畫家的奇幻之旅 61C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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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62624 美國舊金山弘藝敦誼情繫中華. 2013: 兩岸四地國際書畫名家作品集舊金山中華藝術學會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1324 湘賢楹聯集粹 劉緯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324 湘賢楹聯集粹 劉緯世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漢詩壇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綠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熊



9789868981324 湘賢楹聯集粹 劉緯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324 湘賢楹聯集粹 劉緯世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81331 中華民族抗敵血戰史詩三百首 劉緯世著 初版 平裝 4

9789868981331 中華民族抗敵血戰史詩三百首 劉緯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331 中華民族抗敵血戰史詩三百首 劉緯世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8981348 雲石軒詩聯集 劉緯世著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2470 散步臺中: 泰迪熊嘉年華特輯. 2014 李傳溎, 田乃文, 柯怡安圖文編輯; 何明翰, 林又甄攝影 其他 1

9789865892487 民俗嘉年華.台東炸寒單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494 花蓮.旅民宿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500 中部小鎮.鐵道之旅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517 回歸山林露營趣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524 南臺灣文創之旅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531 八里玩FUN天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470 我用4張表，存股賺1倍2016年買股攻略及8標的實戰分析大公開股素人, 卡小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88487 飲食大革命: 美國最權威的食物專家教你,不被食慾控制的健康享瘦新觀念!Alexandra Jamieson著; 聞翊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494 一流主管超強會計報告製作術: 稻盛和夫讓日本航空起死回生的最強武器!木村俊志著; 石學昌譯 平裝 1

9789869218009 如何從美股賺一億: 投資美股、基金、期權一本搞定!吳曉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016 賽局的態度: 為什麼越是「想贏」的人,越會輸? 高城幸司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218023 激勵你的成功日記: 每天一則故事,讓改變從自己的習慣開始小倉廣著; 郭乃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18030 未來你是誰: 牛津大學的6堂領導課 岡田昭人著; 蔡容寧譯 平裝 1

9789869218054 連「渡邊太太」都想學的K線匯率課 劉炯德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臺灣旅遊網



9789869218061 互聯網之神貝佐斯: 揭開網路行銷，你所不知道的8個勝出關鍵西村克已著; 張秀慧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13585 童話好好玩: 創意寫作秘法大公開 周姚萍作; 孫心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3721 孩子的第一套天文探索繪本 手塚明美圖; 村田弘子文; 邱承宗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13783 霸王龍繪本集: 教孩子認識愛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13851 自然療癒成長小說 彭懿, 林滿秋, 陳景聰文; 蔡繼裕,蘇力卡圖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13936 鼠小弟跨世代經典套書 中江嘉男文; 上野紀子圖; 米雅,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4193 我想要愛 克萊兒.克蕾芒文; 卡曼.索列.凡得瑞圖; 沙永玲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223 丹頂鶴是壞蛋嗎? 竹田津實文; 阿部弘士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469 動物繪本日記系列 松橋利光攝影.文字; 木場陽子繪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4889 寶寶的第一套聲音繪本: 咕嚕咕嚕小黑熊 新井洋行文.圖; 施至婷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4957 100層樓的家驚奇套書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5091 小學生童話字典 小魯文化編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15114 神豬減肥記 鄭宗弦作; 楊麗玲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5404 小綠綠不見了! 中川宏貴文; 村上康成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411 紅白大對抗 中川宏貴文; 村上康成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428 遠足巴士 中川宏貴文; 村上康成圖; 陳毓書譯 初版六刷 精裝 1

9789862115466 耶誕驚喜 雅吉.潔特寇絲卡文.圖;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503 山姆第一名 葛瑞格.皮佐利文.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534 明天還要一起玩 武鹿悅子文; 田代千里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565 帶來幸福的酢漿草 仁科幸子文.圖; 周姚萍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572 猜謎旅行 石津千尋文; 荒井良二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589 小蛇肚子咕嚕嚕 宮西達也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596 快要來不及了 土屋富士夫文.圖; 周佩穎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602 幫我刷刷牙! 和田琴美文; 市原淳圖; 劉至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633 阿婆的燈籠樹 張秀毓文.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小魯文化



9789862115626 小紅和小綠 潘人木文; 曹俊彥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640 快點睡覺啦! 秋山匡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657 我要開動囉! 和田琴美文; 市原淳圖; 劉至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671 石頭媽媽 蔡淑媖文; 曹俊彥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688 大野狼才要小心! 重森千佳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695 鯛魚媽媽逛百貨公司 長野英子文.圖; 林文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718 明天的我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725 魯拉魯先生的庭院 伊東寬文.圖; 陳珊珊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732 二十封想念 陳素宜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756 國王的長壽麵 馬景賢文; 林傳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55 我的蔬菜寶寶 陳麗雅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0447 明天的我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1932 寶寶的第一套認知書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二刷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625687 陸.海.空:建築工程大集合 安娜蘇菲.包曼文; 迪迪耶.巴力席維圖; 陳維真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55 太陽晚上到哪裡去了? 米拉.金斯伯文; 荷西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62 阿立會穿褲子了 神澤利子文; 西卷茅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86 月亮去上學 北山葉子文; 安德烈.德昂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93 跌倒了,沒關係 陶德.帕爾文圖; 張杏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4109 遊戲時間躲貓貓! 高明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7309 如何投資商品期貨 廖玉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7316 主控對稱理論 黃韋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5149 塗鴉思考革命：解放創意隨手畫！愛因斯坦到愛迪生都愛用的DIY視覺思考利器桑妮.布朗(Sunni Brown)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187 創業時，老闆們上「知乎」聊什麼?:華文最強知識網路社群的新創者vs.老師父經典問答知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217 奶奶的傳家五穀香: 九州百年穀物屋老鋪的米.豆.粉私房料理高橋玲子著; 林冠汾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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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95248 說真相的勇氣: 芝加哥經濟學人與大法官的反常識思辨錄蓋瑞.貝克(Gary S. Becker), 理查.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著; 陳榮彬, 楊士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262 新型職場：超多元部屬時代的跨差異人際領導風格李歐麗, 玄珍合著; 戴至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286 料理的科學: 50個圖解核心觀念說明,破解世上美味烹調秘密與技巧美國實驗廚房編輯群(The Editors At America's Test Kitchen), 蓋.克羅斯比(Guy Crosby)著; 陳維真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95293 告別行銷的老童話: 捕捉頑皮CP值與個性化購買者的新影響力科學伊塔瑪.賽門森(Itamar Simonson), 埃曼紐爾.羅森(Emanuel Rosen)合著; 陳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418 味蕾職人的杯子蛋糕經濟學: 看口味魔法師如何引領我們愛吃什麼的美食風尚大衛.賽克斯(David Sax)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118 思辨的檢查：有效解決問題的終生思考優化法則麥可.卡雷特(Michael Kallet)著; 游卉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09 請問你在笑什麼?: 勇闖非洲「笑病」區到日本歡樂綜藝公司的地球人幽默密碼大偵查彼得.麥格羅(Peter McGraw), 喬.華納(Joel Warner)合著; 黃書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16 資本主義投資說明書:貨幣經濟與行為財務學如何影響你的帳戶餘額？庫倫.羅奇(Cullen Roche)著; 陳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30 紅色通緝令:一個俄羅斯外資大亨如何反擊普丁的國家級黑幫?比爾.布勞德(Bill Browder)著; 張簡守展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8710 我和西區有個約會: 走訪中市西區歷史建築與特色產業林郁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5752 當代慕尼黑 平裝 1

9789869015769 范揚宗 范揚宗[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也趣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寫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墩國際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7136 孩子我要你做自己: 臺灣媽媽X以色列爸爸X愛的教育吳維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273 日本排隊七年才看得到的醫生給你的腰痛建議 酒井慎太郎著; 李曉雯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37372 給中小學生讀的藝術史. 建築篇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李爽, 朱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389 用英文繪本提升孩子的人文素養: 老師培養孩子英語好感度書單李貞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396 人為什麼會生病 : (華德福教育創辦人)史代納對健康與疾病的演講集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著; 李佩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324 清潔達人才知道的裝潢祕密 王麗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5680 動物們的冬眠旅館 野志明加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772 媽媽上班的時候會想我嗎? 金永鎮文.圖;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796 怪獸,別吃我! 卡爾.諾拉克(Carl Norac)文; 卡爾.克涅特(Carll Cneut)圖; 林敏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802 怪物！真的有怪物嗎？ 辛晟熙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819 小水窪的大世界 殿內真帆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826 永遠不想離開媽媽的小袋鼠 希多.凡荷納賀頓(Guido van Genechten)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833 棉被山洞大冒險 高畠那生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857 奶奶，風要怎麼畫？ 艾爾瑪(Elma)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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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59459 皈依者的心聲: 十方弟子的經歷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466 千萬隻膜拜的手: 西行的傳真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473 天垂異象: 感應連連不思議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480 來自佛國的語言: 無上的口訣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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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燈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樹文化



9789865859503 未卜先知: 奇妙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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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3409 修化界域: 琺瑯器珍品圖錄 徐慧娟撰稿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5251 神奇洋蔥冰塊の自癒料理奇蹟: 每天2顆洋蔥冰塊入菜,自癒效果連醫生都稱讚!村上祥子著; 林佳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299 這樣吃,糖尿病消失了! 喬爾.傅爾曼(Joel Fuhrman)著; 王念慈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305 神秘北韓金氏家族回春秘方大公開! 金素妍作; 黃智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312 米其林主廚的純天然醬料.打造全家人健康: 18種提升免疫力的醬料,73道一吃就上癮的米其林餐廳美味料理!那須正則著; 林麗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329 跟著四季作芳療,效果Up 10倍: 101種順應四季的精油配方與舒展身心的瑜珈提斯,打造水嫩肌膚,腰腹臀通通瘦下去!林瑜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336 拼命跑,不如挑對鞋: 跑鞋專家教你挑一雙新手不長水泡,老手自然練到核心肌群,跑步更省力、不受傷的完美跑鞋!野村憲男著; 江卉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343 韓國明星變漂亮的祕訣!: 瘦臉、瘦腿、瘦小腹的骨筋雕塑法魏守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350 失智症的救星!椰子油的飲食療法: 1天2匙讓大腦活化,改善阿茲海默症、變瘦、變年輕!白澤卓二, Daniela Shiga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374 史上最強!精油配方大全: 333種一輩子都好用的完美配方大公開,啟動戀愛、工作、身心、美麗能量,調出專屬的幸福香氣!小泉美樹著; 徐詠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381 天天吃好菌,吃出腸道蠕動力: 「重建益生菌」，腸子馬上動起來!藤田紘一郎著; 檢見崎聰美料理;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6413 總是夜 oc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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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憨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輿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樹林



9789863860044 騎車環島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051 精選宜花東民宿. 2015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068 祕境濟州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075 臺灣好行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082 世界行政全圖 劉斐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0099 臺北新北市中心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9797 原來是美男電視寫真書 大方影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020 不在 阮慶岳等文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24068 今天也在某處的餐桌上:飯干祐美子的器皿之道飯干由美子, 一田憲子作; 林謹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546 森山大道的臺灣街拍 森山大道, 仲本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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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6100 常備菜 飛田和緒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117 糀屋本店重現古味的鹽麴料理 淺利妙峰作;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124 一期一會,瀨戶內 李蕙蓁, 謝統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849 室內幸福50工法一看就懂! 洪華山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鵬展翅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鴻藝術合作社出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318 山本恩重如山本恩 山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0325 暗黑醫療史 蘇上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0332 為你寄一張小白熊: 街頭藝術家的環遊世界夢 A-K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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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388633 醫生為什麼會犯錯?: 找對醫生,問對問題,救自己一命!菲利浦.彼德森(Phillip K. Peterson)著; 楊心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640 疼痛是你最好的心理醫生: 好萊塢明星都風靡的正念自癒法薇琪.維拉柯尼斯(Vicky Vlachonis)作; 李明芝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657 呼吸的自癒力: 簡單幾步驟.降低壓力和焦慮,提高專注力,帶來情緒的平衡理查P.布朗(Richard P. Brown), 柏崔霞L.葛巴(Patricia L. Gerbarg)合著; 陳夢怡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0388664 0歲-100歲都需要的咀嚼力: 牙齒健康、咬合好，遠離腰痛、肥胖、失智、心臟病日本顎咬合學會作; 中華民國顎咬合學會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671 脈的禮讚: 許中華醫師的12堂脈學課,解五臟疾病與癌症之謎許中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0388688 2025無齡世代: 迎接你我的超高齡社會 陳亮恭, 楊惠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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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64693 實在的力量: 鄭崇華與台達電的經營智慧 鄭崇華口述; 張玉文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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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0421 哇！一本書變一台車：變身！探險小火車 艾咪.強森文; 賽門.亞伯特圖; 劉嘉路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438 哇! 一本書變一台車: 變身! 英勇消防車 艾咪.強森文; 賽門.亞伯特圖; 劉嘉路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1145 岸邊書藏: 一座翻轉城市的圖書館 林倖妃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文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天下遠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3517 The robinmax poetry collection 2013 Grade 8 S+ A Group[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84555 文章.談話と文脈との交渉 王世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008 餐桌上的巴黎: 85道花都美食x法式文學饗宴 安.馬蒂內蒂(Anne Martinetti)著; 思謐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975 畫一個臺灣控：鬥陣畫寶島！ 王思琦, 蔡佳純文字; 李佳樺、張舜傑、馮思芸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999 自然好食小廚房: 品嘗全食料理,吃進穀豆菜果籽的陽光活力艾咪.卓別林(Amy Chaplin)著; 戴雅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040 最激勵人心的英文演說：EZ TALK 總編嚴選特刊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064 日本和食献立100品: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林潔珏, EZJapan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0201 圓夢印集 圓夢印集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23278 中天法門: 麒麟法師格言錄 麒麟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8323278 中天法門: 麒麟法師格言錄 麒麟法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4209 鳳梨酥的由來 黃翊鈞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4216 魚竿和魚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天法門弘法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文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日月文化社



9789869214223 海南雞飯 黃政榮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4230 空花盆(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4247 學母親的兒子(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4254 學母親的兒子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4261 魚竿和魚(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4278 蠟燭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4285 蠟燭(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4292 聖誕節酒桶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09 麻婆豆腐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16 掩耳盜鈴(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23 東坡肉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30 誠實冰店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47 三個和尚喝水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54 比以前還忙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61 改變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78 小蝌蚪找媽媽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85 吃醋的由來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9792 夢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16 烏龍茶的由來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23 元宵節的由來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30 九寨溝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09 珍珠奶茶(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47 比以前還忙(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54 井裡的月亮(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61 梁山伯與祝英台(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78 珍珠奶茶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85 鼻尖女孩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092 檳榔的傳說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08 馬來西亞肉骨茶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15 長城愛情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22 性愛中國夢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39 北京烤鴨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46 帶母親去臺北玩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53 筷子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60 半途而廢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77 只記得你(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84 長城愛情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191 一百歲生日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07 只記得你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14 大象多重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21 大象多重(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38 春節的由來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45 筷子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52 一百歲生日(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69 吃醋的由來(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76 烏龍茶的由來(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83 麻婆豆腐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290 流淚的國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06 井裡的月亮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13 李白(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20 年來了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37 吃湯圓,一家團圓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44 李白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51 流淚的國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75 天葬(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82 救媽媽的孩子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399 東坡肉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05 飛魚的神話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12 紐約的榴槤先生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29 誠實冰店(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36 中秋節的傳說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43 西廂記(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50 檳榔的傳說(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67 三個和尚喝水(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74 兩個小兄弟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81 兩個小兄弟(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498 改變(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04 西廂記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11 粽子粽子真好吃(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28 九寨溝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35 鼎泰豐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42 鼎泰豐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59 帶母親去台北玩(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66 中國情人節(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73 鼻尖女孩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80 餃子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597 海南雞飯(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03 馬來西亞肉骨茶(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10 聖誕節酒桶(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27 周杰倫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34 周杰倫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41 曾子殺人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58 曾子殺人(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65 白蛇傳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72 白蛇傳(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89 李光耀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696 李光耀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02 麵包冠軍吳寶春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19 麵包冠軍吳寶春(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26 孔子的願望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33 孔子的願望(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40 中國情人節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57 餃子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64 香港地名的傳說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71 香港地名的傳說(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88 飛呀飛,到月亮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795 飛呀飛,到月亮(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01 掩耳盜鈴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18 王羲之和書法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25 王羲之和書法(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32 梁山伯與祝英台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49 中秋節的傳說(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56 空城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63 空城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70 性愛中國夢(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87 客家小炒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894 客家小炒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00 小蝌蚪找媽媽(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17 吃湯圓,一家團圓(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24 吳宇森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31 吳宇森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48 大象的重量(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55 夢(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62 天葬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79 年來了(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86 叼著魚的白鶴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9993 叼著魚的白鶴(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05 鳳梨酥的由來(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12 飛魚的神話(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29 粽子粽子真好吃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36 大個子姚明(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43 北京烤鴨(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50 陳樹菊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67 雷軍和小米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74 雷軍和小米(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81 元宵節的由來(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6998 救媽媽的孩子(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05 大象的重量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12 春節的由來(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29 紐約的榴槤先生(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36 空花盆(繪本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43 空花盆(基礎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50 十二生肖(初級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67 十二生肖(基礎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74 寫不完的萬字(初級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81 寫不完的萬字(基礎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698 寫不完的萬字(基礎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03 月亮在看你(初級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10 十二生肖(基礎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27 月亮在看你(基礎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34 一雙鞋多少錢(基礎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41 月亮在看你(基礎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58 空花盆(繪本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65 一雙鞋多少錢(初級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72 陳樹菊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89 馬雲的故事(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896 馬雲的故事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35 月亮在看你(初級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28 寫不完的萬字(初級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04 十二生肖(初級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11 一雙鞋多少錢(初級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42 一雙鞋多少錢(基礎版)(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59 倉頡造字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66 倉頡造字(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73 香香的臭豆腐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80 香香的臭豆腐(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197 大個子姚明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3705 小猴子等果子(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3712 月亮上的兔子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3729 月亮上的兔子(簡體字版)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3736 小猴子等果子 黃政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70390 易學與堪輿文化正傳 星雲山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5701 詩境日月潭攝影集 黃燕同, 黃天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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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送存冊數共計：163

太文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潭頭社文史采風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1154 大學國文選 明新科技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會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241161 物理實驗 丁逸, 蔣大鵬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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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39437 花蓮.臺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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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443653 博物館所藏歐豪年作品特展集 李婉慧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42492 話古今,說中外: 漢語的可能性世界 楊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508 孟子詩契 章台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515 情報: 魯竹十四行詩 魯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607 清詞金荃 汪中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142652 空茫的等待 金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669 陳福成著作全編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142676 心海索隱 葉于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683 鄭向恆散墨 鄭向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690 王學忠籲天詩錄: 讀<>的擴張思索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06 舞詩樂趣多 鐘友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13 元雜劇三階段版本之變異研究 陳富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20 彭氏世系脈流 彭建方編纂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研院嶺南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戶外生活



9789863142744 回首千山外: 詩人作家創作回憶錄 台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82 海青青的天空: 牡丹園詩花不謝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99 海外滄桑的蹤跡 吳仁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99 海外滄桑的蹤跡 吳仁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51 魏大銘自傳 魏大銘, 黃惟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99037 蘇轍及其政論與文論 陳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5198 世界年鑑暨中華民國名人錄套書. 2016 中央通訊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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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1705 輔仁大學畢業作品精選輯. 一, 唇真. 2013年 賴瑞瑤, 孫瑞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1712 輔仁大學畢業作品精選輯. 二, 生活中的小確幸. 2013年林巧馨, 周俞均, 黃筑筠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1729 輔仁大傳畢業作品精選輯. 三, 跨越. 2013年 嚴凱琪, 杜宇喬, 張又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413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肆拾擺在眼前 畢業成果手冊. 2015尤微徵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9170 自我治療 愛德華巴哈(Edward Bach)著; 柯智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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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17247 筆跡檢驗與海歸簡牘鑑別 鄒濬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永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中央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大傳系學會



9789865717247 筆跡檢驗與海歸簡牘鑑別 鄒濬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254 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104年 104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261 「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278 警察專業英文: 移民行政 陳佩詩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9761 你生病,全是因為「脖子」! 松井孝嘉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778 科學酷媽的育兒大冒險: 我這樣和孩子玩科學 琳達.布魯奈爾(Lynn Brunelle)著; 碧馨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785 絕不失敗!在家自製純正好酵素! 江晃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0421 叛民城市: 臺北暗黑旅誌 林佳瑋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0438 叛道: 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 索爾.阿林斯基(Saul D. Alinsky)著; 黃恩霖, 郭姵妤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2402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第三十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0292 華嚴大義 釋普獻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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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公共冊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4873 公共知識分子: 我們一定要愛國嗎? 王丹, 呂志豐, 曾群芳等作; 王軍濤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0881 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中州科技大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676 人生變化球 劉哲雄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32876 醫學傳心錄 (清)無名氏, 劉一仁著 平裝 1

9789579232883 實用國際漢字教與學 張金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2113 用創意創業: 一定賺錢的創業SOP 珊蒂.艾布拉姆斯著; 李璞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42137 我的第一本親子露營: 走吧!全家一起露營去 寶寶露營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151 完全圖解1小時學會英文文法 波嘉妮.蒙席拉巴莎特著; 林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175 寫給無法完整說出一句西文的人 Pamela V Leon, 儲明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42182 圖解商業攝影的祕密 張世顯, 田國熙作;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199 走吧!一起用日語去旅行! 清水裕美子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不求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行書苑(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光

公共知識分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州科大



9789869182218 非學不可的7,000單字 林雨薇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182225 非學不可的新多益單字 陳勝, 謝欣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182232 非學不可的日本語單字 前田和夫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182249 用牆壁做の下盤訓練: 打造100歲也能自由步行的腿力!內薗幸練, 堂薗剛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4610 雙程 藍淋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64627 雙程 藍淋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64641 相知相食 秘術童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64658 相知相食 秘術童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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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8789 對話憲法.憲法對話 湯德宗著 修訂三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36482 西班牙語初級自學完全教程. 3-3 蔡宛玲, 陳亮錡, Francisco主編.主講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8304 重要鏡頭不失手: 10大攝影專題教你拍出屏息一瞬的好作品Laurie Excell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38311 一級棒公仔插畫繪製: 日本公仔達人向量描繪技法大公開廣まさき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238328 媽媽咪啊!新手媽咪的成長日記 Melanie Shankle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天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木更工作室



9789869238335 「免費AppX廣告」的獲利時代: 24個成功關鍵法則,讓你月入數萬到數百萬廣告費新城健一, Appli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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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1412 洞見臺灣新外交: 熊貓外交pk北投石外交 劉政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7461 中華民國股份有限公司破產 游常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195 浪漫企業家,新一波經濟革命再起 提姆.拉伯瑞克(Tim Leberecht)著; 洪士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212 行動的勇氣: 危機與挑戰的回憶錄 班.柏南克(Ben S. Bernanke)著; 顧淑馨, 劉道捷, 陳重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335 最終型肉體改造術: 10分鐘燃燒脂肪增肌不復胖,一次到位!王祚軒, 周爾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6342 這輩子你一定要懂的法律常識: 50大案例教你自保絕招、看穿法律陷阱、不再吃悶虧朱應翔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632 三京畫本. 2, 東京夢華卷 盛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68649 三京畫本. 1, 黑山白水卷、南金東箭卷 盛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5633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一, 迴沙 水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45718 淵國五皇子傳 古戶待子著; 藍繡眼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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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日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今奇文創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91490 新小學: 中文正字 戚桐欣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1304 羅漢功 半山武夫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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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3811 建國路上 T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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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31258 讓夢想照進現實 王紀金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265 亂亂的青澀,亂亂的心弦 李良旭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272 溫暖他人的夢 徐慧莉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289 時光的耳語 徐長順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296 小白兔的嫁衣 陸章健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02 尋芳園夢歌 劉曉彬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19 光陰裡的美好 陸櫻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26 青春不迷茫 高琳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33 麥香 葉靜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40 有夢就能飛起來 邵火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57 北回歸線上的兩顆明珠 萬俊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64 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 李良旭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具武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花鹽

中易系統工作室



9789863531371 喜鵲和丹頂鶴 張孝成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88 與青春對話的日子 林鋒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395 帶你讀歷史 張亦斌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401 那一隻烏龜哭了 徐長順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418 行走著的魚 徐長順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425 往事如風 彭偉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432 棲居在歷史深處 鄧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449 青瓦流年 劉景明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463 贏在習慣: 史蒂芬.柯維高效能成功金律 陳平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90299 論賦之緣起 陳韻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312 清末聖諭宣講之案證研究 林珊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329 美國人民創業史(1607-1945) 黃兆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336 圖書館創新服務初探 林盈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343 彼我同為聖賢: 耿定向與李卓吾之學術論爭新探袁光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350 日治時期日臺傳統文人書畫研究 劉小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49873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幼童. 中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873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幼童. 中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958 貝多芬快樂學鋼琴: 幼童. 上 尹宏明編著 其他 2

9789577349965 貝多芬快樂學鋼琴: 幼童. 中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965 貝多芬快樂學鋼琴: 幼童. 中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972 貝多芬快樂鋼琴表演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1冊 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天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文津



9789577349989 貝多芬快樂鋼琴表演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2冊 2

9789577349996 貝多芬快樂鋼琴表演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3冊 2

9789869214407 貝多芬快樂鋼琴表演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4冊 2

9789869214414 貝多芬快樂鋼琴表演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5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6003 誰說他們沒有未來?: 自閉症及學習障礙兒童的最新方向王冠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503 博伽梵歌原意 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作; 嘉娜娃譯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133364 瑜伽經 帕譚佳里(Patanjali)作; Resnick英文譯註; 嘉娜娃(Jahnava)中文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3371 隱秘的印度輝煌 斯蒂文.J.羅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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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70459 幼兒教育思想 林玉体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3306 生命.海洋.相遇: 詩文精選 吳智雄, 顏智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34 青春華語 信世昌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1165 民事案例研究: 實體法與程序法之交錯運用 林洲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1189 學校退場問題與因應策略 林新發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202 王牌詞探,形音義真相問到底! 蔡有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226 探索謎樣世界: 神祕現象狂想曲 周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295 集體勞工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1318 古文三十逆轉勝 鄭垣玲, 陳弘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帝維丹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6

王冠國際科普文化



9789571181325 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 林洲富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1181349 臺灣俗語諺語辭典 許晉彰, 盧玉雯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1181363 我的經濟理想國: 人人都富足的繁榮社會 周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370 定價管理 戴國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1424 民法概要 徐美貞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81455 圖解藥事行政與法規 顧祐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479 江蕙甲你攬牢牢: 從那卡西走唱到國民天后 謝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493 創新材料學 田民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561 初等量子化學 蘇明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585 現代日語常用句型: 以中高級日語為中心 江雯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615 消費心理學: 掌握成功行銷者優勢 林仁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660 多元觀點下清代法制 陳惠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684 竊盜犯罪防治: 理論與實務 楊士隆, 何明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1691 法院組織法 林俊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738 智慧財產權法專論: 智財法發展新趨勢 　 曾勝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752 社會語言學展望 真田信治編著; 簡月真, 黃意雯, 黃珮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776 石油化學工業: 原料製程及市場 徐武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1806 中國寓言讀本 林淑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813 中國笑話讀本 林淑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943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修訂86版 平裝 1

9789571181950 人權不是舶來品: 跨文化哲學的人權探究 陳瑤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974 再保險要論 鄭鎮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998 國際金融法論: 政策及法制 陳春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087 圖解兩岸關係 蔡東杰, 洪銘德, 李玫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100 臺灣學校需要的學習共同體 劉世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117 警察法典 林朝雲, 竇寅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148 刑事法典 林朝雲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2186 毒家報導: 揭露新聞中與生活有關的化學常識 高憲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216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兼論其社工實務 林勝義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2223 教學原理: 統整、應用與設計 張世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261 封神演義 (明)許仲琳原著; (明)李雲翔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292 一八七四年那一役牡丹社事件──真野蠻與假文明的對決楊孟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308 成語就是這樣讀和寫: 看成語笑話拚字音字形競賽呂淑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2315 醫學分子檢驗 王聖帆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2322 解剖生理學 袁本治, 黃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346 團體諮商概要 何長珠, 曾柔鳴, 劉婉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384 社會語言學教程 鄒嘉彥, 游汝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414 你沒看過的數學 吳作樂, 吳秉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438 圖解供應鏈管理 張福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445 現代文學閱讀與寫作. 散文篇 王文仁, 高詩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452 愛戀.生活.閱讀 林偉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483 坂茂 日経アーキテクチュア編; 謝宗哲譯 平裝 1

9789571182506 觀光暨旅遊個案分析 黃榮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582 我的場所 隈研吾著;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599 五軸銑削數控加工之基礎及實作 王松浩, 吳世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605 Global dreamers 劉窕娟, 陳婉青, 薛珍華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82629 旅行文學與文化 林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636 教育概論 吳清山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2643 傳播研究與效果評估 鄭自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667 刑法總則新理論與實務 陳宏毅, 林朝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698 大學國文選 孫永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2704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寫作表達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材編輯委員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711 大學國文二重奏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766 教育測驗與學習評量 陳新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773 中國語文能力 鄭富春等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2780 親屬法: 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2803 中文閱讀與表達: 生命.人性.旅程 王淳美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858 幼兒園讀寫萌發課程 黃瑞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872 給水與純水工程: 理論與設計實務 陳之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902 刑法總則理論與應用 張麗卿著 五版 精裝 1

9789571182919 國際私法實用: 涉外民事案例研析 陳榮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933 輪機概論 楊仲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957 財務管理 謝德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964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2988 聲韻學: 聲韻之旅 竺家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022 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83039 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83053 R軟體統計分析實務 吳明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060 基礎稅務會計 吳嘉勳, 吳習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3077 基礎經濟學: 思惟與運用 羅台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3138 製程安全管理與技術實務 陳俊瑜, 王世煌, 張國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183 醫護法規 曾育裕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3206 ESP of RF system design with real world mobile communication何禮麗, 王怡婷, 賀國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213 學習刑法. 總則編 張明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3220 實用商事法精義 賴源河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237 民法概要 詹森林等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251 親屬: 案例式 郭欽銘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1183268 主持訓練. II 蔡心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3367 臨床案例醫療法律 楊哲銘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3381 法學英文 邱彥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565 English conversation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design王怡婷, 何禮麗, 賀國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142 普欽執政下的俄羅斯 連弘宜等著; 李明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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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90

送存冊數共計：92

中原大學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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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266 中原大學景觀學系畢業專刊. 第八屆 中原大學景觀學系第八屆畢業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334 藝境.意境: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13-2015 陳歷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6341 樂.藝 陳歷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90194 快樂陰影之舞.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4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汪芃, 黎紫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408 雌性生活: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 5,孟若短篇小說集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蔡宜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50 愛的進程: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7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殷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965 一直想對你說: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8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王敏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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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1337 慢行高雄 凌性傑等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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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1399 蘇聯司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何灣嵐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481 雪國: 川端康成諾貝爾獎作品集. 1 川端康成作; 葉渭渠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591498 圖解婦幼生活醫學：日常保健一看就懂 劉育志, 白映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504 古都: 川端康成諾貝爾獎作品集. 2 川端康成作; 唐月梅譯 二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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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1542 一人靜 譽田哲也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原大學景觀系



9789863591566 在夏天撿到拐拐 拐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597 嚎叫 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著; 崔舜華, 蔡琳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03 復活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著; 安東, 南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10 日本見學深度慢遊: 最貼近日本的在地體驗之旅文少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27 單一文化的陷阱：經濟效益掛帥的時代，我們失去了怎樣的生活方式和多元價值？麥蔻絲(F. S. Michaels)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34 人依靠什麼而活: 托爾斯泰的短篇哲理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41 捕夢者 克莉絲汀娜.蘿絲(Christina Rose)著; 胡聚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58 平行倫敦: 發條怪人之謎 馬克.霍德爾(Mark Hodder)著;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65 永不停歇的旅人 江心靜文字; 林存青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72 只有快樂：微笑佛陀彩繪圖書 朴惠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689 樹的智慧 麥克斯.亞當斯(Max Adams)著; 林金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1702 極上京都: 33間寺院神社X甘味物語 林奕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719 孟孟的好用安心皂方 孟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91726 用對腦,從此不再怕數字 芭芭拉.歐克莉(Barbara Oakley)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733 你(穿著木屐)踩過天鵝屍體嗎? 宮藤官九郎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740 趁年輕,一定打破的100條人生準則: 拋開不適合自己的觀念,找到更自在的生活方向譚普勒(Richard Templar)著; 嚴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757 被遺忘的亞洲碎片 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enez)著; 林品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764 拉拉手,在一起: 女同志影像故事 王嘉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771 OPI教育總監教你輕鬆打造心機美甲 蘇美伊 Susu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591788 公開的祕密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795 臨摹隸書經典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801 我會給你太陽 珍蒂.耐森(Jandy Nelson)著; 亞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818 如何寫隸書破解經典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825 Come On!誰說法國設計師只有Philippe Starck?!: 創造未來的20、30、40法國設計新世代,改變趨勢的10大must know設計品牌甄健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832 紅色覺醒 皮爾斯.布朗(Pierce Brown)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856 狗狗聽我的 Anni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90514 走出現代: 高而潘建築的社會性思考 徐明松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71761 神啊,我覺得我好像灰姑娘!: 與神同行的超自然之路馬茹安(LuAnne Mast)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792 慧賢女人心 蔡黃玉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815 兒童屬靈家長(導師本) 三一基督徒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2771822 兒童屬靈家長(學生本) 三一基督徒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2771839 馬太福音中耶穌的比喻 李祥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860 得勝的禱告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林玉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814 陳氏太極拳: 基礎24式 洪允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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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64953 痛風高效療法 陳清朗作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2240 筆墨因緣: 大兵習文六十年 趙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57 學徒辦報: 泰國《世界日報》三十年 趙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71 緩慢與昨日: 記憶的島,以及他方 翁翁詩與影像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02271 緩慢與昨日: 記憶的島,以及他方 翁翁詩與影像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訊雜誌社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允軒陳氏太極拳研究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556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報論集目錄索引(1972-2014)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389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第五屆 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631 兩岸青年法學論叢. 第一輯 蔡惟鈞等作 初版 平裝 第一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600 文大建築. 肆拾玖 文大建築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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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9648 科技發展與人物 中國文化大學工學院科技發展與人物編委會編著四版 平裝 1

9789865709662 文化舞蹈: 論文彙集. 2014 伍曼麗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709679 漢譯佛典<>故事研究 陳妙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686 藝術行政與企劃 于復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716 李寶春新創京劇的角色塑造與表演創作 李寶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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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學市政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723 書生豪傑: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與現代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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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9518 數位地球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 數位地球於人文社會的時空軌跡丁亞中總編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4392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 文本與表徵分析 王明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15 書,記憶著時光 廖志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22 轉接與跨界: 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 史守謙, 廖肇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39 恐懼 賈伯瑞.謝瓦里耶(Gabriel Chevallier)著; 陳正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53 書寫者,看見 陳文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60 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廖亦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77 多桑的世代 盧世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84 我的黨外青春: 黨外雜誌的故事 廖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491 何謂「戰後」: 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 三好章等著; 謝政諭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96771 黃河魚類誌: 黃河魚類專著及魚類學文選(簡體字版)李思忠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水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數位地球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9789861915326 我的歌,我的路: 大學女性教師的工作壓力、多重角色衝突與因應之探究陳易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002 特教系學生啟智教學設計專業素養之研究 黃富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293 軍事心理學之變項專題探討: 美軍治理實務與國軍實徵研究邊明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6422 幸福心理學: 從幽谷邁向巔峰之路 余民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569 臺灣PISA結果報告. 2012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583 心理疾病的認識與治療 林家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6590 質性研究分析: 系統取向 H. Russell Bernard, Gery W. Ryan著; 藍依勤, 羅育齡, 林聖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67 新課綱想說的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理念與發展幸曼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859 聚一句: 我的造句遊戲書 孟瑛如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916866 聚一句: 我的造句遊戲書 孟瑛如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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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54536 和顧客共創行銷 池田紀行, 山崎晴生作; 洪正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550 解決創新問題只需要靈光一閃 威廉.杜根(William Duggan)著; 樂為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567 玩成大贏家: 巨擘寶鹼致勝策略大公開 萊夫利(A. G. Lafley), 羅傑.馬丁(Roger L. Martin)著; 胡瑋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581 溫拿都喜歡這樣做生意: 找回態度的力量,運用好惡創造成功楠木建作; 黃靜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598 顧客3.0: 人+服務流程+科技應用的綜合 約翰.古德曼(John A. Goodman)作; 池熙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611 一次學會高績效管理實務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8760 覺醒 呂秀金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法制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心理企管顧問



9789869053907 中國法史論衡: 黃靜嘉先生九秩嵩壽祝賀文集 黃源盛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6311 分享與善誘: 中國科大績優導師的故事. IV 鄭吟梅等撰稿; 鄭亞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71055 貨幣銀行學 張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1062 工程材料 林金面編著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2971079 乙丙級室內配線檢定.學科題庫加油 何堃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1086 憲法概要 謝瑞智著 修訂18版 平裝 1

9789862971109 土地法: 法規圖解與實務運用 鍾麗娜編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862971116 土木的天工開物 沈茂松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1130 線性代數論 程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08057 書法字帖: 御書體長體六格字專用學習範本 李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3008057 書法字帖: 御書體長體六格字專用學習範本 李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44608 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3 宋如珊, 劉秀美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國書法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232 失智症照護實務. II, 各論 臺灣整合照護學會TAIC、日本失智症照護學會JSDC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65531 中國國際吉羊得藝書畫聯展專輯. 一0四年 中國國際美術協會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5541 中國郵票研究會年刊. 2015 孫國光, 楊國龍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5315 赴臺購房答客問 李夢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5346 我的出國夢 蔡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1331 陪你走過青春期: 建立一生良好的親子關係 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Robert Bucknam)合著; 劉如菁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醫藥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郵票研究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商健思國際



9789866778513 中醫方劑學實驗 林景彬, 唐娜櫻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78520 中西結合骨傷復建科學課程暨臨床技能手冊 徐新政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3805 2025臺灣工程及科技人才培育之展望 楊永斌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5419 易懂!實用!好事必達學 浦鄉義郎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1192 多吃草莓 卉子作 其他 1

9789865701208 木蘭: 歸鄉 阿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215 不懂愛情就會軟: 男女要學的地下性與愛 彭豐一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222 中國寶 流水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239 久婚必昏?: 不痛,怎能叫婚姻 程凱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253 下一站性福 黛恩.其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260 中國古代神獸 流水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277 下一站性福. 2, 男人性福解密 黛恩.其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284 中國名景: 一個景一段故事 流水溪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丹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中小企業研發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9789865701291 美人傾國: 中國古代美女 流水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14 月經病實效寶典 俞文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21 教你從歷史中找到愛愛秘訣 孟子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38 前列腺炎: 患者的家庭養護 許定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45 6分鐘讓妳白回來 Sulee Su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52 中國古代神器: 兵器的歷史與種類 流水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69 一個人住的第N年 最暢銷的心靈生活寶典 楠城葉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76 每天9分鐘學會銷售心理學 李亞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83 嗨 Jack: 陳墨奇幻作品集. 2 陳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90 6招教你看懂人: 畢業前該學會的觀心術 奇修頓.威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06 100張不可思議的幻覺: 讓你大吃一驚的腦部騙術幻貓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13 性心理: 夫妻間的性高潮 向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20 一夜情 艾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37 A lady's knight Ev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44 揭秘中國古代美男子 流水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51 化身惡魔 紅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68 犬種百科 福田康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75 30歲前該學會的情緒控管: 掌握自信、愛情、快樂、慾望李國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82 中醫祛斑: 每個女人都應學會愛自己的肌膚 菱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499 30分鐘動起來讓妳一定瘦 朵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05 學生想知道卻不好意思問的性知識 達魏.陸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12 七俠五義 石玉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36 這些年,我就是不懂這些才不夠快樂: 邁向幸福30秘訣谷懷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43 新婚CP值: 新婚磨合時,後悔嫁(娶)他? 若語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67 吃對食物,皺紋跑光光 品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74 完美婚姻的十種交換: 別結三次婚才懂這些事 舒云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81 男人女人間: 緋常的22個故事 舒云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98 這是你我的戰爭 也也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04 便秘治療絕技50招 品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11 何以逍遙行: 傳女不傳男版. 第2部 劍達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28 看他們如何讓男人獻情,女人陷入 也也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35 何以逍遙行: 傳女不傳男版. 第1部 劍達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42 一個六個男人愛的女人 也也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59 夜談後宮: 涼 杜皇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66 一帖立效: 大師教你滋補養身68帖 品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73 這是愛嗎?也許不是哦! 舒云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97 也許那是夢也說不定 也也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03 這樣做,你絕對不會中風 品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10 10招擊退狐狸精 也也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65 風雲巨變「隋唐起義」 褚人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02 與你聊不完的百年緣分 梁啓超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19 如何讓人聽你講? 劍達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26 減肥必備的達人知識 品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33 八仙得道. 上 無垢道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40 八仙得道. 下 無垢道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57 老阿嬤教你,一道菜就拐到他 櫻桃薄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64 你不可不知的夏天保健及減肥妙招 品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71 盜帥亞森羅賓 莫理斯.盧布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88 怎麼買到好「蘋果」?跟著「股神」巴菲特的計劃賺到錢!谷懷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895 創新: 震撼上億人的思維方式 克萊頓.坦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01 俠義雲天「小五義」. 上 石玉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18 俠義雲天「小五義」. 下 石玉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25 擁抱冥太子 宇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32 炎羅王搶親 宇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49 愛上桂花魂 宇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87 別讓免疫力在炎炎夏日亂了套 葉綠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77 活得比醫生健康 品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59 化身博士: 白天黑夜的「分歧者」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219 紅龍果的栽培與管理 林筑蘋等作; 劉碧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0219 紅龍果的栽培與管理 林筑蘋等作; 劉碧鵑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3514 遠行與回歸的長路 王文興等人作品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73521 心.香.境.遠: 傅狷夫的創作與傳承 傅狷夫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3538 兩岸漢字藝術節作品集. 貳零一五 楊渡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3545 跌宕文史.筆鐵交輝: 王壯為書篆展及其傳承 王壯為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33717 克萊兒的全民英文課 吳澄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50 汽車保養與維護 趙福, 曹仕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652 中國書畫教育 安從工, 張海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669 群星璀璨 楊書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683 鑒賞三國 路文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690 環境藝術縱橫談 安從工, 張華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06 于心亮中篇小說集. 一 于心亮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13 煙臺人文旅遊叢書. 狼煙登萊 張培和, 孫加順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20 大學生心理健康與職業生涯發展 王發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37 禮儀教育簡明讀本 魏伯河, 張曉曦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44 往事悠悠 王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7

送存冊數共計：67

天晴文化



9789863931751 汽車空調原理與維修 姜平安, 楊東亮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68 偏方與防病 楊黎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75 不能私了 宋長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82 審美與創作藝術研究 張延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799 門風 婁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805 睡眠與心身健康 牛克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812 煙臺人文旅遊叢書. 仙境霞蔚 張培和, 孫加順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68 汽車故障診斷技術 丁紹偉, 王偉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75 我眼中的太陽和大海 王海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82 現代資訊技術下構建自主、合作、探究型教學模式的研究王國輝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699 于心亮中篇小說集. 二 于心亮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05 于心亮中篇小說集. 三 于心亮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12 尹洪林小說集 尹洪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29 東方諜後的哀淚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36 生命大智慧: 地震中的遇險和救護 胡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43 路茫茫 叢凡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50 經過浩劫的年代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67 國學教育簡明讀本 魏伯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74 啟蒙與格物 劉學書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81 名女人面對死神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798 原吉祖小說集 原吉祖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04 昆崳莽莽 衣文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11 八仙全傳 無垢道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28 科學發展觀教育教學研究 陳秀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35 自然養生法 楊黎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42 李鴻章嫁女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59 劫持宋美齡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66 家庭道德教育手冊 張俊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73 紅花賦: 徐漫小說散文 徐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80 滄浪酒魂張弼士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897 聖經山仙俠圖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903 審美與創作藝術研究: 五月花香 張延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910 櫻花行動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927 布穀聲聲 笵翠香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934 詩歌技巧美學初步 張延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941 至寶三鞭丸傳奇 安家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958 審美與創作藝術研究: 說人與說詩 張延水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5006 撒網在水深之處: 中華牙醫服務團二十週年慶特刊中華牙醫服務團團委, 特刊編輯小組, 海外醫療團隊成員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3900 羊洋德藝乙未之美藝術聯展 呂玉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3416 Tales of the marvelous 1-0 beyond the surface Vincent Timber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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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54048 零極限實作Mook 伊賀列阿拉卡.修.藍(Ihaleakala Hew Len), KR(Kamile Rafaelovich)著; 賴庭筠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055 洗腦: X JAPAN主唱的邪教歷劫重生告白 Toshl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森兄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中華牙醫服務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耀文經交流協會



9789861754062 真愛是屬於誘惑者的: 被上千男性求婚告白的戀愛高手親授蝴蝶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079 真愛不設限: 力克跨越障礙,追尋幸福的故事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 佳苗.胡哲(Kanae Vujicic)著; 丁鳳逸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086 生命的神祕配方: 兩位治療師談人生的精采與安靜黃士鈞, 黃錦敦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093 麻理惠的整理魔法: 108項技巧全圖解 近藤麻理惠著; 游韻馨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754109 真人實證!我靠吸引力法則賺到三千萬 E.K.尚多(E. K. Santo)著; 孟紀之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116 別人的想法,九成都能改變: 日本企業顧問大師教你如何不強迫、不動怒,輕鬆發揮影響力與良昌浩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123 收納幸福到你家：改變上百個臺灣家庭的整理奇蹟廖心筠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3117 四季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3124 20位商業鉅子之財富人生 易磊, 陳德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3131 方圓規則 長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3148 只要動作快一點,一步得地就成功 呂双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3155 百病早知道 王慶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3162 誰的手機為你開 黃義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3179 當愛已成往事 朱星辰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3186 品味經典名家隨筆: 清韻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3193 感受清華 尚爾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04 幸福沒有公式 史榮新,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11 走近清華博士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28 產後飲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35 品味經典名家隨筆: 傘殤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42 孕期吃啥能優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59 影響世界的100位人物 陳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66 影響華人的500則成語故事 華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73 家庭醫生一本通 李偉, 樊小燕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180 成功社交 王偉鋒主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方集



9789869258197 做事有心計必成功 呂双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06 品味經典名家散文: 思想拾零 易磊, 陳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13 試看清華才女 劉國生,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20 皮膚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37 華佗神方治百病 易磊, 李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44 雨後的天空 史榮新,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51 中外節日禮儀大全 周秀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68 讀名人傳記悟平凡人生 張家林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75 讀歷史悟人生 王宇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3439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 章琦玫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58578 全民登山論壇暨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論文輯. 2014第十五屆丁博慶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30970 古蹟行政與實務 劉阿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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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8107 籃球解析圖說: 籃球愛好者的實用手冊 中華民國少年籃球發展協會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少年籃球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專登山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資產維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4048 稽核軌跡: 稽核的35堂課 Richard F. Chambers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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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40547 中醫總額支付制度成果展手冊. 2014年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6141 創業勝經. 2015 吳其倩等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26325 綠建築設計技術規範. 2015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26332 臺灣的建築文化 林志崧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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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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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師公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創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部稽核協會



9789868467477 中華民國系統科學與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馮玄明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012 中國民國志願服務楷模「金駝獎」專輯. 第25屆劉香梅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5789 火金姑 邱各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6935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四十六屆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3860 「間接.對畫」版畫展覽暨創作論壇論文集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1027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三十九屆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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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版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油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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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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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0605 原子家族遊戲書 美國核能學會作;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婦女委員會編輯群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2301 愛在轉角處: 在臺出生非本國籍兒童及少年特殊個案李萍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1733 國際民俗舞蹈兒童教材 須文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輯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89745 全國陶藝「壺音」特展在苗栗. 2013 李仁燿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579789752 中華民國陶藝協會秋詩篇篇陶藝特展專輯. 2015年謝志銘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018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第十六屆Robin McWilliam等作; 張淑慧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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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早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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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民俗舞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核能學會婦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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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53431 萬用職場英語手冊 佘秀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31 萬用職場英語手冊 佘秀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48 大陸內銷展店指南及門店運營Know How 袁明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48 大陸內銷展店指南及門店運營Know How 袁明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55 不可不知的業務教戰守則 黃震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55 不可不知的業務教戰守則 黃震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502 Proceedings of Technical Papers: e-Manufacturing & Design Collaboration Symposium. 2014Yu-Ting Kao等 其他 1

9789869171519 Proceedings of technical papers: Joint symposium of e-manufacturing & design collaboration symposium. 2015&ISSM2015Chin-tsan Yeh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0498 扎根少棒: 國小棒球運動聯賽競賽制度規範之研究蕭光遠作 平裝 1

9789868190498 扎根少棒: 國小棒球運動聯賽競賽制度規範之研究蕭光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0941 臺灣近一甲子重大天然災害之回顧及探討 陳正改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生棒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防災學會出版委員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2404 孝說: 百孝經孝悌故事詮釋 劉佩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4641 水波盪漾. 2013: 兩岸水彩名家展覽專輯 范植正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560 毓老師講學庸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蔡宏恩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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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3507 儒式婚服研究與設計 鄭惠美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1106 看見臺灣之光 徐若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2305 臺灣基層農會經營實務教戰方略(簡體字版) 黃大洲作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兩岸文化經貿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知識產學合作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亞太藝術文化交流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孝悌文化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7506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年鑑. 2015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64709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 祖孫生命故事徵文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一屆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452 教育三辭: 教育、教學與課程的語文探究 楊龍立著 平裝 1

9789869115469 默默耕耘學人風範: 邱連煌教授八秩壽慶 何福田等作; 何福田, 林永喜主編 平裝 1

9789869115476 天地之大德: 張謇實業教育思想與辦學 吳木崑著 平裝 1

9789869115483 臺灣地區高中甲級籃球選手社會支持、生涯發展與生涯自我效能關係之結構方程式模式研究蔡博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636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6版 平裝 1

9789869131643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9131650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9131667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9131674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財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信用評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6026 草書美學之開展: 兩岸書法學術研討會. 2014 楊旭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619 臺灣政黨政治貪腐問題研究 林靖宇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215 觀光資源概論 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7603 梨韻萬象: 中華梨韻創作學會書畫展 王秀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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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97932 中華圓山畫會畫冊. 2015 中華圓山畫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01872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仁川亞洲運動會報告書. 2014年第17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7601896 奧林匹克2020改革議題及未來發展研討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圓山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梨韻創作學會

中華書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菁英學會



9789867601919 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研究專輯. 十二 黃泰源等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93487 Excel 2013資料採礦完全手冊 謝邦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93494 Text Mining文本探勘 謝邦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5191 氣候變遷極端降雨型颱風衝擊下電力部門風險管理與調適因應分析王京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24558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4年版, 紡織、塑化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565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4年版, 資訊科技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572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4年版, 金融證券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589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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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24596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4, 服務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602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4, 製造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619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4, 綜合篇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657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5, 服務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664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5, 綜合篇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671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5, 製造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688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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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24695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5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資料採礦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經院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7936 中國抗日戰爭真相 王文燮編著 增修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9609 CASA資料科學專業能力認證「統計分析能力證照」題型題庫中華應用統計學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0418 藝耕新象: 中華藝新創作學會聯展畫集. 2015第二屆史新年總策劃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2248 億載經典: 臺北攝影節. 2013 賴君勝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8421 全球華人觀光餐旅產學合作高峰論壇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三屆海峽旅遊教育聯盟年會暨第七屆海峽旅遊觀光研討會論文集. 2015周文玲等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51318 專利分析及運用概論: 創意、發明、專利 劉容生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應用統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藝新創作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2

戰略學會



9789862551943 民法入門 李淑明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2162 商事法: 公司法、票據法 潘秀菊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2360 民法總則 李淑明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2797 基礎法學英文 張冠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2827 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 陳昭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2889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憲法生活的新思維 李惠宗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553008 向性騷擾說不: 輕鬆解讀性別三法 蘇滿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022 商標法實例研析 陳昭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411 性別關係與法律: 婚姻與家庭 陳惠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428 行政法基本十講 李建良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2553473 法學入門 李太正等合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3503 法學緒論 蔡佩芬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3534 商事法: 公司法、票據法 潘秀菊等合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3596 行政訴訟法 陳清秀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3657 醫護法規案例解析講義書 邱慧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688 專利法 陳龍昇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787 專利法之理論與實用 劉國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909 民法入門 李淑明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553916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4272 商業會計法 王志誠, 封昌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4319 民法概要 陳聰富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4562 信託法制案例研習 李智仁, 張大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4623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4807 民事訴訟法基礎論 姜世明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5156 法學緒論 蔡佩芬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5484 法治的侷限與希望: 中國大陸改革進程中的臺灣、宗教與人權因素劉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5484 法治的侷限與希望: 中國大陸改革進程中的臺灣、宗教與人權因素劉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5736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6842313 憲法知多少: 新時代.新思維 陳慈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2566 強制執行法各論 賴來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918 中臺神學論集. 第六期 吳道宗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4305 自由基(癌細胞)的狙擊手: 細說南非葉: 南非葉養生蔬果汁林飛鵬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54418 天遠樓書會第六次聯展. 2015: 墨墨相對專輯 鄭竣弌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03849 書,兒童與成人 保羅.亞哲爾作; 梅思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856 大野狼。繪本誌 圖畫書俱樂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870 三國人物攻略. 卷一, 曹操 雨虹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97844 心藥在臺灣 世界無末日 蕭簡守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7851 淨蓮華開時 江正義著 初版 平裝 1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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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豪照相製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遠樓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中臺神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5950 返景入深林: 當代水墨的內在觀照 袁旃等作 平裝 1

9789868195967 客人近山 周成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85395 歐亞企業經營與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3Y. Dvortsov等作; 黃國良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7017 北一女青春.儀 北一女中樂儀旗隊永續發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75844 Successful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陳昭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981 Exploring the roles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ts future trends: applic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and data mining王藹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063 英文技能: 引導學生邁向未來 吳黎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070 Competitive vocabulary review game: relaxed competi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glish skills韓達理(Daniel B. Hennell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087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劉開鈴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100 全民英檢初級: 聽力.閱讀模擬試題冊 劉中, 陳鴻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6117 全民英檢初級: 寫作口說模擬試題冊 蔡淑芬, 康璿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6124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hi-tech impacts on learning: commentary and research on a balanced approachMichael S. Jenk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155 中文量詞歷史辭典 陳榮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藻外語大學國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月臨畫廊



9789861476162 Developing lexical inferencing in the EFL context 沈明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179 Focus on business English 林哲漢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6186 Focus on technology English 林哲漢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6223 國際應用英語教學研討會暨工作坊論文集. 2014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230 商業財經英文 黃淑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261 英文字詞表達隨筆漫談 羅吉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76278 Singlish, a 'Creoloid' or language shif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Jhe-Ying 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285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餐旅暨語言文化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2014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292 L2 peer feedback: insights from EFL taiwanese composition classroomsCarrie Yea-huey Chang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315 Conditions on connected speech of common verbal phrases林賢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391 英文基礎文法一路通 許雪芬, 李玲英, 王健任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414 English for life and business 郭如蘋等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476421 English for life and business 郭如蘋等編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476438 應用外語理論、研究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4景文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469 Developing Cross-cultural Exchange Projects: A Step-tp-step Guide王藹玲(Ai-Ling W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13 English patterns and translations 顏妙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20 Idioms through stories 江進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37 Meditations in everyday life 黃瑞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44 Modern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蘇莉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51 Motivated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俞孟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68 Reading practice tests 邱文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75 Using English in Internation Trade 譚惠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82 Vocabulary development through english news articles鄭束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599 國中會考一路通: 英語聽力錦囊 劉中,Lyon Liu編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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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476629 Pragmatic Transfer in Taiwanese EFL Refusals 鍾曙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636 德霖技術學院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德霖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643 跨文化溝通之分歧與調適 馮品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681 出國旅遊實用美語會話 邱達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698 國際應用英語教學研討會暨工作坊論文集. 2015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704 Useful english for successful nursing professionals 楊名暖, Alex Lobdell, 蘇秀妹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6711 Vowel development from birth to 3 years old: a longitudinal study with mandarin-learning children陳麗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728 英文俚語 黃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735 給人文領域學生的計算語言學初探 吳俊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780 Connected(Beginner) Christopher Sol Cruz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797 英文字詞表達隨筆漫談 羅吉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76827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餐旅暨語言文化趨勢教師研習/研討會論文集. 2015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00404 四大聖哲: 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 雅士培(Karl Jaspers)著; 傅佩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404 四大聖哲: 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 雅士培(Karl Jaspers)著; 傅佩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466 在思想經典的國度中旅行 寒哲(L. James Hammond)著; 胡亞非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0473 惡人: 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詹姆士.道斯(James Dawes)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480 大屠殺的祕思 丹尼爾.齊洛特(Daniel Chirot), 克拉克.麥考利(Clark McCauley)作; 薛絢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763 來生 山繆.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著; 邱振訓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600497 向法西斯靠攏: 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 理查.沃林(Richard Wolin)著; 閻紀宇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39971 豆漿王PK牛奶爸 黃蕙君文; 林傳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988 運動吧!豬國王 晴天文; 巫伊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0079 甲蟲小百科 黃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086 昆蟲小百科 林義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093 海洋動物小百科 黃捷, 王凱霆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7

立緖文化



9789864290109 最新實用六法全書(修訂大字版)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五十九版 精裝 1

9789864290116 爆笑西遊記. 2, 金、銀角大鬥法 吳承恩原著; 高章欽改編.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123 瓜果好舒食 張志華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0147 輕鬆迎戰會考作文 姜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154 輕鬆把文章變好 姜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161 輕鬆把文章變長 姜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178 輕鬆寫出小短文 姜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185 輕鬆寫一篇文章 姜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192 輕鬆寫出小日記 姜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208 網路票選90道: 最愛的纖體蔬果汁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215 網路票選60道: 最愛的夏日輕食風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222 白話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方立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239 白話水滸傳 施耐庵原著; 方立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246 白話封神演義 許仲琳原著; 雲龍生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253 諸葛亮傳奇 安樂生原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277 四書五經選譯 方立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284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291 唐詩三百首 蘅塘退士編撰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4290307 史記故事選錄 司馬遷原著; 楊富森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321 My first左右腦開發 創意小博士系列. 1, 動物派對世一研編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338 兔子和烏龜賽跑 余治瑩改編; 鍾偉明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345 皮克和波波 小圓文; 杜小爾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352 太陽餅的傳說 黃慧敏文; 嚴凱信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369 我好想唱歌 黃慧敏文; 鍾偉明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376 北極熊,危險! 劉怡君文; 吳若嫻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390 彩色魚 腸子文; 湯姆牛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406 媽媽的大肚子 黃怡甄文; 鄭淑芬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413 最有智慧的人 晴天文; 邱千容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420 咪咪吃稀飯 腸子改編; 雨谷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437 小蝌蚪茶茶 腸子文; 陳和凱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0482 國中小必讀英語2000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499 啊!肚子好痛 腸子文; 小爾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0673 網路票選60道: 小資女必學100元家常菜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680 網路票選60道: 20分速成養生蔬食餐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225 真相: 太極門冤稅始末 黃晴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41133 福爾摩沙大旅行 劉克襄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140 野鳥好好看 劉伯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157 大人也喜歡的繪本 魏淑貞, 賴嘉綾企劃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41164 大人也喜歡的繪本 魏淑貞, 賴嘉綾企劃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41218 癒。旅。京都 蕭裕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188 我們為什麼反對「課綱微調」 吳俊瑩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0466 新編社區衛生護理學 尹祚芊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0503 新編精神科護理學 黃宣宜等合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20572 婦女健康議題 陳淑月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0626 基本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20619 基本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 七版 其他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正大



9789866120633 產科護理學 周汎澔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20640 社區衛生護理學 尹祚芊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6120695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蔣立琦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701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黃宣宜等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6120718 護理倫理學 李小璐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120725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陳秀勤等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120763 內外科臨床護理教戰手冊 林家綾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770 身體檢查與評估 于博芮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794 簡明生物學 許錦龍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120800 微生物學實驗 廖芊樺, 王瑜琦, 朱鈞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817 長期照護實務 陳惠姿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2567 道心微言 溫源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2550 道心微言 溫源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72574 武當玄帝臺灣巡遊籌備座談會暨第二屆玄天上帝信仰與武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李建德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9002 那一彎夢之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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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919271 黃帝內經今義 陳九如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509 批判的媒體識讀 羅曉南, 余陽洲主編 臺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玄天上帝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必中



9789570919516 森林經營學 陳朝圳, 陳建璋編著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523 加分作文: 掌握決勝關鍵 季小兵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530 戀戀山城 六月, 春風, 宋孝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6302 臺灣特色的鄉村旅遊規劃與策劃. 2013-2014(簡體字版)臺灣鄉村旅遊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1986 木鑿丰神 謝惟心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51993 金融機構管理 杜建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3800 被遺忘的餅乾: 蛋捲童詩集. 一 紀婷維等作; 馮巧玟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73824 食神: 蛋捲短篇童詩集. 二 葛芸瑄等作; 李惠芬等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8494 挑戰金頭腦. 國文篇 詹芷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500 挑戰金頭腦. 生物篇 潘彥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517 荷蘭君,等你好久了 歐倩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531 1分鐘刮刮瘦 田宜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548 1分鐘打造會瘦的姿勢 花崗正敬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皮皮與丹丹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白日夢創意開發



9789865678586 作文滿級分必備: 詩詞名句解析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593 常備菜: 備受好評!130道沙拉、便當、下酒菜的美好飲食提案Orange Paf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630 意想不到の鍋燒料理 鄭景志, 孫唯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647 作文滿級分必備: 文藻語彙、成語大全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661 人氣鍋燒料理 鄭景志, 孫唯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39704 我在哈佛、麥肯錫學到的一流工作術 富坂美織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728 如何當個巴黎女人: 愛情、風格與壞習慣 安妮.貝荷斯特(Anne Berest)等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735 敵我之間: 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3 呂世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773 不用等顧客開口,你就知道他們要什麼!: 地表最強「駭心術」!讓你推銷、談判、溝通無往不利!諾曼.亞歷山大作; 顏徽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03 記不記得,我愛你 蔡佳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10 我,曾經是這樣的人 克莉絲緹娜.蘇撒姆(Christiane zu Salm)著; 紀雅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27 「!」的設計: 設計鬼才佐藤大的10個創意關鍵字佐藤大, 川上典李子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34 解憂大自然: 法國舒壓療癒著色畫70 伊莎貝爾.熱志-梅納(Isabelle Jeuge-Maynart), 紀絲蘭.史朵哈(Ghislaine Stora)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41 繽紛寶萊塢: 法國舒壓療癒著色畫70 伊莎貝爾.熱志-梅納(Isabelle Jeuge-Maynart), 紀絲蘭.史朵哈(Ghislaine Stora)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58 超級英國保母的育兒秘密指南 艾瑪.珍納(Emma Jenner)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72 好主管,只需要出一張嘴 吉田幸弘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89 下半身,決定你的下半生! 中野.詹姆士.修一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96 買一張名叫夢想的單程機票 費比安.西斯圖斯.科爾納作; 顏徽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02 妳的身體就是妳的名片 薇諾妮卡.夏皮羅-夏德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19 國父「們」: 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 金哲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83961 日蓮大聖人門下列傳 聖教新聞社教學解說部編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正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平安文化



9789865891121 日蓮大聖人白話御書 創價學會原著; 臺灣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5891176 敦煌的光彩: 暢談美與人生(簡體字版) 常書鴻, 池田大作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305 學習勝利的經典: <>. 3, 致乙女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312 人生地理學 牧口常三郎著; 劉焜輝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278111 新.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7278814 青春對話: 寄語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278821 青春對話: 寄語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83060 希望對話: 獻給21世紀的學子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683251 法華經的智慧 池田大作等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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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62138 失能有保險: 勞保、農保、車險殘廢全給付!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2145 好「險」保健康: 一生醫療費300萬光健保不夠!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2152 保險好節稅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2169 搞懂國、勞保退休不煩惱: 22篇老年年金精采案例解析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2176 開車要保險: 20篇車險須知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2183 還好,有殘扶險!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723 回歸森林: 芭梅菈.埃米亞個展 施淑萍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070 XLstat從實做輕鬆學統計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弘光科大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皮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平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8175 軍中樂園: 電影寫真書 鈕承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11 日本．東京甜點美食地圖：嚴選200吃不到會後悔的夢幻甜點×冠軍點心×秒殺零食×必買伴手禮和菓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02 角落生物的生活: 這裡讓人好平靜 橫溝由里圖文; 高雅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19 Big in business lvan Misner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33 魔法動物: 穿越色彩夢境的奇幻之旅著色書 夢想國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40 我不是中二，我只是青春：和朋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鬧的日子冒牌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57 小朋友的烏克麗麗 陳炫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64 里維的巴黎餐桌：在家也可以吃到主廚級幸福滋味，從前菜、湯品、主菜到甜點，40道法式料理輕鬆上桌里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71 一開口就讓人喜歡你 黃正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88 哈哈英單7000: 諧音、圖像記憶單字書 周宗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595 憶往談今: 美國陸軍退休二星少將張立平回憶錄張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01 幸福的起點: 一個人,不寂寞 劉凱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18 喬老師告白語錄 喬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8883 去印度打拚，走進另一個世界的中心 印度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890 雪中足跡: 聖嚴法師自傳 聖嚴法師著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6118357 一個人的湯，兩人吃更幸福 植木桃子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906 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 台文十三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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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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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文化



9789865727253 托克維爾: 民主的導師 約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作; 柯慧貞, 傅士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260 文明的力量: 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 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 薛絢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7277 芭樂人類學 林秀幸等作; 郭佩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284 古拉格的歷史. 上: 源起(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九年)安.艾普邦姆(Anne Applebaum)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291 俄羅斯一千年. 上: 從基輔羅斯到革命爆發 馬丁.西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著; 周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8913 生命,八卦一下: 男人為什麼長乳頭?女人為什麼每個月都要痛?袁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920 這些話，為什麼這麼神?! 小田島雄志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937 尋找螢火蟲 付新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951 衝突對話,你準備好了嗎? 裘凱宇, 楊嘉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07766 幽默到心田的說話術 呂叔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773 擄獲人心的說話術 呂叔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780 好朋友,不只是朋友? 倪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797 愛,剛剛好就好 倪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2632 Four seasons american english: did+was-were. part1 Irvin Lin[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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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代表作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四季美語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本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734 FBI制人攻心術 滄海滿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65 擁抱人類之愛: 羅曼羅蘭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89 上海失樂園 方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796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D. H.勞倫斯作; 張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000 別傻了,失敗只是一個過程 卡羅.海渥特, 琳達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017 行為暗示心理學 張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024 身體語言心理學 張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031 三國用人藝術 莫嘯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8048 曹操是用人高手 東野君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8055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作; 孫致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062 曹操的領導風格 東野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079 猶太人賺錢術 藍天白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093 不可思議的念力 立木惠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6444 一起尋找幸福吧? 腰乃作;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1184 慰安婦調查實錄 張雙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9379 初學者的內觀禪修 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四季國際



9789865739393 寵物芳香療法 克莉斯汀.麗.貝爾(Kristen Leigh Bell)著; 盧心權, 原文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09 天使回應占卜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16 療癒破碎的心 露易絲.賀(Louise Hay), 大衛.凱斯勒(David Kessler)著; 謝明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23 心靈更勝藥物:科學證明你可以療癒自己 麗莎.蘭金(Lissa Rankin)著; 李怡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30 夢幻泡影：奧修寫給門徒的100封信 奧修(Osho)著; 陳伊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47 當下是良師,佩瑪.丘卓教你如何打坐 佩瑪.丘卓(Pema Chodron)著;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54 生命療癒卡:靈性平衡的每日泉源 凱若琳.密思(Caroline Myss), 彼得.奧奇葛羅素(Peter Occhiogrosso)著; 林瑞堂, 王理書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461 天使塔羅全書: 符碼、牌陣、精確解讀的完全指南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羅賴.瓦倫坦(Radleigh Valentine)著; 林樂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78 看見神性生命的奇蹟：開啟宇宙心靈的智能引導偉恩.戴爾(Wayne W. Dyer)著; 非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85 靈性能量淨化書:創造個人高頻空間能量場 泰絲.懷特赫斯特(Tess Whitehurst)著; 陳麗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492 開心曼陀羅. 2, 地球上的天堂 林妙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508 創意著色動物畫冊: 輕鬆歡樂來塗鴉! 瓦倫蒂娜.哈珀(Valentina Harper)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515 創意著色夢想畫冊: 輕鬆歡樂來塗鴉! 瓦倫蒂娜.哈珀(Valentina Harper)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522 脈輪智慧指引卡: 轉變生命的全能靈性工具箱 托莉.哈特曼(Tori Hartman)著; 安德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2400 金門野人誌: 手繪樂章 廖翊蓁, 周志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2611 巴斯天油畫作品集 嚴善錞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89377 丙級國貿業務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先優工作室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白果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門藝術中心



978986308946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快攻寶典(Windows 7 + Word 2010版)佳彥資訊, 黃慧容編 五版 其他 1

9789862389621 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科試題精選 劉風源, 黃汶晨, 李孟宏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896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升學寶典 許信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0074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パワーノートPower Note図書之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0289 最新電腦網路實務應用: 結合PC軟體、手機App掌握基礎與進階能力何裕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925 最新計算機概論: 邁向ICT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陳恩航, 楊進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340 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鄧登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371 專題製作. 綠能環保篇 洄瀾種籽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388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快攻祕笈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0418 乙級工程測量學術科必勝寶典 郭耀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425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易鼎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613778 泰勒曼: 奏鳴曲.TWV41:B6 Georg Philipp. Telemann作曲; 李承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785 馬切洛: 奏鳴曲.作品二之八 Benedetto Marcello作曲; 李承育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5613792 莫札特: 作品K.370 Wolfgang Amadeus Mozart作曲; 李承育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9818 世界地理手繪地圖 韋恩.卡比特(Wynn Kapit)作; 謝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474 打開天堂學校的密碼 張輝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481 論太陽花的向楊性: 公共神學論文集 莊信德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世界文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7244 漫條思理: 鄭辛遙智慧快餐漫畫大全集 鄭辛遙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7381 百年哈佛給學生做的600個思維遊戲 黎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7398 金牌數獨 謝道台, 林敏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357404 金牌數獨 謝道台, 林敏舫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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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6119 日本蛋糕名店+ 社團法人臺灣蛋糕協會作 1版 平裝 1

9789869166126 輕鬆快樂開家咖啡店 社團法人臺灣蛋糕協會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6092 日本蛋糕名店. 3 社團法人臺灣蛋糕協會, 古锨貿易有公司研究室作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4012 百孝篇釋譯(簡體字版) 鄭鐵城述解 一版 平裝 4

9789868974012 百孝篇釋譯(簡體字版) 鄭鐵城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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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生活家出版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風車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生活美行銷



9789570605242 聖學根之根. 第一: 小兒語 續小兒語 弟子規 三字經 百家姓 千字文(漢語拼音版)(明)呂近溪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259 聖學根之根. 第二: 四字鑑略 龍文鞭影(漢語拼音版)(清)王仕雲, (明)蕭良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266 聖學根之根. 第三冊: 增廣賢文 笠翁對韻(漢語拼音版)(明)無名氏, (清)李笠翁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273 模範人生觀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280 婦女故事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297 家庭美德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03 孝史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10 官吏良鑑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27 法曹圭臬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34 民間懿行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41 軍人道德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58 考試佳話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65 巧談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72 人獸之變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89 命相真諦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396 富室珍言 賑務先例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402 冤孽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25068 學而「實習」之: 社會工作實習指南 David Royse, Surjit Singh Dhooper, Elizabeth Lewis Rompf原作; 吳國棟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3090 教育劇場的創作與執行: <>、<>為例 王學城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奘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巨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97194 聖賢學 彰化縣線西國民中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54345 我的風騷男 曼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52 皇后不要跑 艾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69 侯爺今宵多貞重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76 元帥的逃妻 艾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83 練習愛 橙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390 先生少根筋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06 旋轉愛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13 大哥來點愛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10 年輕不要留白 夏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20 明明很愛你 夏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37 淑女未婚妻 艾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44 我在現代當大神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514 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 閻沁恆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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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18508 避凶擇吉術大全 博仁居士編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史記文化

仕耕文化



9789866518515 地理不求人 吳明玠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4522 大佛頂首楞嚴經 一版 精裝 1

9789865924546 大乘妙法蓮華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一版一刷 精裝 1

9789865924553 現代因果實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560 桃園明聖真經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577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太上道德經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591 濟公活佛救世真經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607 天上聖母經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614 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621 佛說高王觀世音經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638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千手千眼大悲懺法(合刊)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24645 學習弟子規.做人不吃虧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652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解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669 了凡四訓語解精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254 生活休閒暨創意設計產業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193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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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正修科大生活創意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玄奘印刷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805 看阮阿公的圖聽伊講: 南風澳討海的故事 劉生根圖; 劉文正文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9801 康麗發財開運寶典. 2015 林果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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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2258 未來之城 立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青島新媒體藝術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0803 讓人安心、開心的參加活動: 從活動企劃、執行管理到會場保全的實務技巧貝辻正利著; 連仁隆, 陳逸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2977 創意有趣的鍵盤樂 陳美富, 陳韻如, 林豊洋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54066 常用小六法 李永然彙編 十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章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偕建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蛋展覽

送存冊數共計：1

生根海洋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宸齋



9789574854073 房地合一課稅案例.快速圖解 黃振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080 工程承攬契約.政府採購與仲裁實務 李永然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4097 漫談人生. 2, 當下就開心 自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103 輕鬆學民法 楊冀華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4110 祭祀公業財產處分實務 高欽明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127 遺贈稅.財產移轉圓滿計畫 黃振國作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81413 鏗鏘蝴蝶 胡懷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59 臺灣，美麗的力量 張君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819 生命的琴絃 周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949 不一樣的老子 僕人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20 向善向上 玳瑚師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68 重組的記憶拼圖: 阿克賽欽 林齊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82 船帆在我家揚起 侑旺著; 郭糧源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229 林士涵文集 林士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274 藍屋頂教室: 敗媽學校 敗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281 漢字系統工程計量研究 李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304 健康新思維、新科技 陳瑞祥, 楊佳穎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359 The Doll怖娃娃 陳立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373 有氧舞蹈運動鞋之動力學特性分析 林怡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380 企業邁向「勝利組」的經營方式 種村謙三郎, 鄭棟樑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397 直傳靈氣: 靈氣真相與歷史腳步 山口忠夫作; 盧隆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403 迷迭香的名字 游智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427 可愛的我. 1, 心情小語 廖玉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434 設計師沒學到的事. 6, 耕耘好運 陳冠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441 68句靈魂誕生: 短句靈感創作 Nancy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白象文化



9789863582458 縱橫股市24招 黃嘉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465 罕病飛行者: 一個漸凍人的慾望與夢想 袁鵬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472 物競天擇. 穹型都市篇 五代關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2496 物競天擇. 穹型都市篇 五代關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82489 物競天擇. 穹型都市篇 五代關徒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582502 天下無雙傳奇首部曲: 序章.伏魔 李成對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2519 監獄星球 言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533 生活的腳印. 續一 徐培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564 法律與生活: 醫藥衛生學門適用 陳泓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588 慕光羽錄.詩生活 慕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01 不負責的鍵盤影評 黃瀚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18 裸相 陳瑱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63 太陽心語 太陽盛德著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6820342 走出傷痛,就是愛 盛連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6401 臺灣食品安全問題總診斷: 食安論壇論文集 彭百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16418 經濟學的成長: 林鐘雄紀念文集. 2 林鐘雄紀念文集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418 經濟學的成長: 林鐘雄紀念文集. 2 林鐘雄紀念文集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425 自由之花: 林鐘雄回憶錄: 林鐘雄紀念文集. 一 彭百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425 自由之花: 林鐘雄回憶錄: 林鐘雄紀念文集. 一 彭百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432 臺灣農政再出發: 林鐘雄紀念著作 吳明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432 臺灣農政再出發: 林鐘雄紀念著作 吳明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3

民報文化



9789865655471 阿含正義: 唯識學探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488 阿含正義: 唯識學探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495 阿含正義: 唯識學探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501 阿含正義: 唯識學探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518 阿含正義: 唯識學探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525 優婆塞戒經講記. 第六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532 優婆塞戒經講記. 第七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549 優婆塞戒經講記. 第八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556 真假活佛 正犀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563 法華經講義. 第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563 法華經講義. 第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594 維摩詰經講記. 第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00 維摩詰經講記. 第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17 法華經講義. 第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617 法華經講義. 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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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60267 廣播電視電影經典人物口述歷史 陳清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60281 舍我講堂: 教學秘笈. 3 黃巧玲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6060281 舍我講堂: 教學秘笈. 3 黃巧玲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新大學教學卓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卡塔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世新大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4009 月桃本事 林佩君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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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90134 這Young玩說唱 葉怡均, 臺北曲藝團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34 這Young玩說唱 葉怡均, 臺北曲藝團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41 碩山文集: 抒懷與評論 張植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58 碩山文集: 輔導原理與實務 張植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65 碩山文集: 輔導建制與發展 張植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72 碩山文集: 教育制度與教育評鑑 張植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89 碩山文集: 文化建設的觀察與展望 張植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196 學校沒教的溝通課 簡麗賢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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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90219 林布蘭特 韓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226 神奇的心理學 蔡宇哲, 洪群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226 神奇的心理學 蔡宇哲, 洪群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233 看見,臺灣電影之光 蔡明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233 看見,臺灣電影之光 蔡明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240 小象尼尼和貓咪 法蒂瑪.沙拉費丁(Fatima Sharafeddine)文; 文生.哈迪(Vincent Hardy)圖; 鄭榮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257 地球筆記本 林世仁文; 唐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257 地球筆記本 林世仁文; 唐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264 媽媽的背影 李光福作; 徐建國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295 漫畫與文學的火花 幼獅少年策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9

四塊玉文創



9789865661458 治癒系不凋花: 純手感花樹(粉) 莉朵女孩不凋花工作室, 玩創達人愛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465 治癒系不凋花: 創意盆栽. 夏季篇 莉朵女孩不凋花工作室, 玩創達人愛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489 一針一線,縫出FEITY創意皮件 陳碧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226 嘉義美好小旅行: 吮指小吃X懷舊建築X人文風情江明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233 教你用YouTube賺大錢: 下一個網路紅人,就是你!韓國YouTube研究會著;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240 粉雕美甲輕鬆上手 邱佳雯, 盧美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069 33重生奇蹟: 天崩地裂之後 Jonathan Franklin作; 傅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39711 現在吃的食物,就是半年後的你 村山彩著 ;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742 未聞花名 岡田麿里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39759 未聞花名 岡田麿里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039766 一穿就瘦!骨盤帶 福辻銳記監修;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780 韓妝女神: 崔咪的韓系百變妝髮術 崔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797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于美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865 這樣構圖,手殘也能拍出好照片: 13 種構圖類型×14項攝影秘訣×34個實用範例，保證你拍照從此不失敗！河野鐵平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26 女醫師才知道的正確美容法 友利新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4784 逐海而居: 陳冠華花東海岸小住宅設計 陳冠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791 走進內壢裡: 以合作取代介入的社區藝術行動 陳冠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可道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田園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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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85119 惡靈碉堡,夜半鬼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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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34550 海洋生物向前衝!: 3D擴增實境互動APP!和超萌的海洋生物們一起探索海底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567 世紀恐龍向前衝!: 3D擴增實境互動APP!和超猛的恐龍們一起稱霸地球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581 寶貝動物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598 命定的魔法少女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04 靈驗的許願樹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11 王子的承諾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28 謎一樣的轉學生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35 美麗的代課老師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42 花圃中的祕密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59 永恆的約定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66 美好的未來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73 庫庫魯的危機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80 拯救騎士團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697 最美麗的花精靈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703 戰鬥吧,花仙魔法使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710 兒童作文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727 臺灣歷史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734 佛萊明和怪傑貓: 驚險的騎士之路 追貓趕兔粉絲團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741 佛萊明和怪傑貓: 海盜和海上大戰 追貓趕兔粉絲團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758 佛萊明和怪傑貓: 魔術師的超能力 追貓趕兔粉絲團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765 佛萊明和怪傑貓: 機器人的木頭心 追貓趕兔粉絲團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772 佛萊明和怪傑貓: 小丑最愛馬戲團 追貓趕兔粉絲團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幼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5501 臺灣藍沙慘案誌 黃東亮口述; 張擎撰寫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000 Adobe Photoshop for the skilled 林安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0031 Adobe Photoshop for newbies 林安琪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738 分子系統醫學 李英雄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4472 奈何江山. 卷五, 天上人間 胡小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540 紅妝仵作. 卷一, 捕快大人請留步 吳千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564 明日歌 楚惜刀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74571 紅妝仵作. 卷二, 心有靈犀不想通 吳千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588 明日歌 楚惜刀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74595 紅妝仵作. 卷三, 絮語不敵隔牆耳 吳千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625 紅妝仵作. 卷四, 案裡尋他千百度 吳千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649 明日歌 楚惜刀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74656 紅妝仵作. 卷五, 柳暗花明又一春 吳千語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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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2

巨碩出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澎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22236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六祖解義 平裝 1

978957722235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六祖解義 精裝 1

9789577222428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陳士侯編.繪 精裝 1

9789577222435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精裝 1

978957722244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 精裝 1

978957722245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國語注音) 精裝 1

9789577222466 慈悲三昧水懺法(國語注音) 精裝 1

9789577222473 佛說無量壽經(國語注音) 精裝 1

9789577222480 元僧元浩書妙法蓮華經(元僧元浩泥金寫本)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22497 元僧元浩書妙法蓮華經(元僧元浩泥金寫本)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9007 屬天視界: 腓力.曼都法展覽畫冊 錢胡家琪, 張雁茹, 何毓書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797 我在阿帕拉契山徑: 一趟向山學習思考的旅程 徐銘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117 福島的小白、玳瑁&松村先生美好的小日子 太田康介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124 對倒 劉以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4131 酒徒 劉以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4148 重返Wabi-Sabi：給日式生活愛好者的美學思考 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155 創業CEO: 從20人衝向400人的新創管理學 麥特.布倫伯格(Matt. Blumberg)作; 周佳欣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世樺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正藝國際



9789869214162 臺灣妖怪研究室報告 周易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14179 人情咖啡店 Hally Chen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4186 重返巴黎地鐵 馬克.歐傑(Marc Auge)作; 周伶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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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5762 禪繞花園: ZIA彩繪舒壓著色本 椲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79 波麗安娜: 神奇的開心遊戲 愛蓮娜.霍奇曼.波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79 波麗安娜: 神奇的開心遊戲 愛蓮娜.霍奇曼.波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5091 大學產學合作理論與實務 蔡達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114 應用文寫作 王偉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60809 和菓子的約束 睦月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816 聖誕使者小尼克(上) 鄭雅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823 聖誕使者小尼克(下) 鄭雅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505 ABC Dialogs Book 2A Blaine G Whiteley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地下原根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好人



9789869170512 ABC Dialogs Book 2B Blaine G Whiteley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7634 李龍泉: 烏托邦時光 李龍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7696 赫赫天光 大器亮閃: 汪天亮漆藝創作集 汪天亮著 平裝 2

9789869201506 天地會晤: 張振宇的宇宙生命圖像 張振宇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8760 關於中國的70個問題 王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276 下一個傳奇就是你 林耿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283 鬼新娘 情斷陰陽路 波西米鴨, 娜歐米, 逆翔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290 鬼新娘:死了都要愛 燕熙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9755 社會企業創意經營與商品行銷企劃 吳偉文, 李右婷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699779 地理資訊系統QGIS觀光應用手冊 粘浩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6304 圭臬在輔仁: 輔仁大學宗旨目標核心價值整合之探導及二維圖像和立體雕塑之試作張文瑞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印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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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全元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名山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517 月光之上 施富金述; 魏棻卿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9094 宗鏡錄略講 南懷瑾講述 臺灣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59131 溫家寶談教育 溫家寶作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9148 宗鏡錄略講 南懷瑾講述 臺灣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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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2046 用手雕塑的建築:「土團屋」建造指南及住居哲理,在這顆行星上最環保、最負責任的居住方式伊恩多.伊凡斯(Ianto Evans)作; 湯今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521 波拉農廣場 宮澤賢治著;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545 小王子: 最值得珍藏的名家譯本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劉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4552 SoHam徒手能量療癒: 一次就上手!最全面、深入、有效的身心靈保健療癒哈根.海滿恩作; 王真心,鄭惠芬,黃瀚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8584 芬芳書香. 三 廖貢美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58406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許金源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512 刑法圖解 蘇銘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吉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自由之丘文創

同心國際傳播



9789862658598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黃天, 楊芊, 邱妍祥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658604 領隊帶團歐洲實務SOP 黃惠政, 謝世宗, 蕭維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628 丙級西餐烹調 王志榮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666 導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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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658703 領隊導遊實務. 一,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710 觀光資源概要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727 領隊導遊實務. 二,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734 社會工作實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741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甄慧, 劉俊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8758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黃天, 黃芊, 邱妍祥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58765 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772 領隊導遊英語速戰攻略 黃惠政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2658789 立法程序與技術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796 絕對制霸: 公文: 國考速成秘笈 高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58802 速記漫話國文 陳宥岑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8819 土地登記實務 趙元瑞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8826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833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840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857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864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871 圖解制霸法學知識. 一, 憲法 陳書丞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8888 圖解制霸法學知識. 二, 法學緒論 陳書丞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8895 法學知識. 一, 憲法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901 法學知識. 二, 法學緒論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956 圖解制霸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963 社會福利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970 國考狀元滿分作文 蘇廷羽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9837 臺灣文化風采 彭茂中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5784 好運大吉名: 好命由天定，走運靠取名! 柯力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845 中國后妃全傳: 從先秦到清末,探看歷代421位后妃傳奇張宏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852 養顏食譜399道: 美肌X排毐X抗老,不用刻意忌口也能擁有完美臉蛋!胡維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869 後宮祕史 圖說天下.探索發現系列編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75876 圖解黃帝內經二十四節氣養生全書 常學輝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883 肝好才是硬道理: 養生 先養肝,肝病權威教你如何養肝李卉, 王偉岸作 平裝 1

9789865975890 五色蔬果食療,吃出腸胃力 我是角色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937 圖解梅花易數 邵康節原著; 湯行易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6004 How to start a business in Taiwan Elias Ek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712 接地氣: 大地是最好的醫生,修復體內抗氧化系統,對抗自由基克林特.歐伯(Clinton Ober), 史帝夫.辛納屈(Stephen T. Sinatra), 馬丁.祖克(Martin Zucker)著; 王若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729 精微圈: 身心靈的全能量防護網 辛蒂.戴爾(Cyndi Dale)著; 達娃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安石國際商務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平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旭正家具藝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北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348 臺菲文化對話 劉鴻暉, 李健美, 陳志榮總編輯 平裝 第4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13708 再見,平庸世代: 你在未來經濟的角色 泰勒.柯文(Tyler Cowen)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715 泰國精品批貨: 超實用!曼谷逛街購物指南 李怡明, 顏毓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36852 菩提心釋密意 龍樹論師造;劭頌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890 龍樹讚歌集密意 談錫永主編; 邵頌雄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2566 鑑古知民法 李洙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8992573 試說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 李洙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2580 鑑古知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64346 表達力練習題：溝通，要跟大師這樣練！連比爾蓋茲、賈伯斯、彼得杜拉克都搶著做奧里森.馬登作; 徐佳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353 6歲前,關閉孩子的過敏基因: 中醫兒科名醫的獨門秘訣顏宏融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百利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早安財經文化



9789861364360 全世界最窮的總統來演講! 草場好美文; 中川學圖;王華懋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64377 和設計大師一起逛車站: 從動線、空間到指標,每個小地方都有趣赤瀨達三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384 人生不能沒有伴: 找回各種關係裡的安心感 許皓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391 搞懂17個關鍵文法，日語大跳級！：跟著王可樂，打通學習任督二脈王可樂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414 就當人2吧!即使含著免洗湯匙出生,也要笑著活下去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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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6150 失智症的我想告訴你們的事 佐藤雅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181 跟著有錢人學賺錢: 我的第一本理財書 朱子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211 心境的力量: 32個轉化負面情緒，找回身心平衡的養心智慧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228 未來生活的美好,在於你現在是不是禁得起誘惑 木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235 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 周維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242 平淡的幸福,是人生最濃烈的風景 木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266 挫折和困境,是人生最好的禮物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273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你: 在學校就該知道的就業必修課袁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280 你也可以很不一樣: 10位社群女王教你不用擠百大企業窄門,一樣被全世界看見!葛林妮絲.梅克尼可(Glynnis MacNicol), 瑞秋.史卡勒(Rachel Sklar)等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297 小王子的奇幻之旅: 用繽紛色筆畫出屬於你自己的經典名著. 第一輯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李浩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327 冰雪奇緣的神祕世界: 用繽紛色筆畫出屬於你自己的經典名著. 第二輯安徒生著; 李秀熙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334 韓國三大「讀書之神」的超強學習術: 不管教改怎麼改,只要掌握住方法,怎樣都能考得好!姜聲泰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599545 麒麟之天堂太遠.人間正好 桔子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52 麒麟之人間煙火 桔子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69 心理畫 嚴文華著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599590 菠菜-菜中之王 徐淑芳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好的文化



9789576599668 一句話養生 陳詠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774 大自然的營養師 李偉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798 開啟前世檔案. 2, 覺知的喜悅 鐘李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04 非愛勿擾: 換一種方法去愛 葉子涵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11 男人不說,女人真不懂: 那些前男友教我的一些事安小萌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28 關於邏輯學的100個故事 李正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35 女版柯南尋愛記 萱小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80 寶石鑑定師先修班 宋于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97 草根奇人 柳湘武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65 揚起你的嘴角: 給自己40個微笑的理由 李雲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72 關於財富的100個故事 陳鵬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89 就愛這個味道: 完美女人都在學，妳還在等什麼?柳安晴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96 小梳子「梳」出大健康 黃中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04 關於佛教諸佛的100個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59 關於財神的100個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73 啟動靈性開悟的六堂課 李生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80 品味臺灣老茶 林志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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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76574 你夢什麼?. 第三部, 史上超強解夢書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581 黃子容談前世今生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676598 念轉運就轉. 12, 與菩薩對話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04 念轉運就轉. 13, 菩薩心語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11 人間菩薩道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28 寬心自在人間修行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35 悲運同體菩提心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42 開運大補帖. 8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光采文化



9789866676659 羊年好運飛揚: 12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15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66 念轉運就轉. 14, 練習放下,就能擁有重生的力量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73 看見自己30個生活修行的態度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80 黃子容談前世今生. 9, 愛不曾遠離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697 與菩薩對話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676703 與菩薩對話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676710 黃子容談前世今生. 10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727 一定要玩!超神準心理測驗. 3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734 無常人生覺有情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741 念轉運就轉. 15, 智慧錦囊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758 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16年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1269 足夠的理由 隱匿詩.攝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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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15438 超級爸媽 彼得.班特利文; 莎拉.奧格爾雅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445 豬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 艾力克斯.拉提蒙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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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6753 不可以一個人吃飯,乾杯吧!韓國料理就該這麼吃八田靖史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760 實戰聊天事典：解決你101個尷尬場合的閒聊力齋藤孝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777 壞農業: 廉價肉品背後的恐怖真相 菲利浦.林貝里(Philip Lymbery), 伊莎貝爾.奧克夏特(lsabel Oakeshott)作; 鄭襄憶, 游卉庭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有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奇巴克



9789866006784 全島要塞化: 二戰陰影下的臺灣防禦工事. 1944-1945黃智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791 圖解獲利世代實戰操作手冊 今津美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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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254298 興旺臺灣影像八十載: 陳耿彬.陳政雄父子攝影展陳耿彬, 陳政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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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0571 棋逢敵手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安安插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5608 美容專業英語 黃啟方編審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6103 子不語 湘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7901 Robot機器人體驗營: 翻轉X機器人X圖形化程式 陳奕學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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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昌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機器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亦非時尚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858 漢娜.佩蒂強. 2013-2015 郭怡孜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5576 湖山憶拾: 吳仁芳回憶錄 吳仁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583 湖山記遊詩集 吳仁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300 黃光男: 大葉蓮花卷 黃光男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75034 新約縱覽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劉如菁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3302 應用會計學 郭建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03319 會計學進階 郭建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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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汎美國際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艾美普訓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泉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香果



9789869073820 富裕人生從管理開始 吳建宏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03816 贏家總是壞女人 江映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03823 搞定女人並不難 江映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03847 你是我的菜 江映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03854 花癒 江映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03861 漂亮只是順便而已 Age48半百女神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4228 初級流行爵士鋼琴教材 張議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235 黃自研究 劉美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6500 9X9尖叫的蝌蚪 姚登元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22844 薪資調查報告. 2015, 電子製造暨全產業 仲悅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322844 薪資調查報告. 2015, 電子製造暨全產業 仲悅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尖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仲悅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映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全音樂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3894 Step to junior(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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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80475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析: 生物統計與公共衛生學林庭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482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基礎醫學. 2014年 林郁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499 游離輻射防護: 財團法人慈寶安全衛生環境科學暨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輻射防護人員訓練教材張寶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05 心臟學: 探究臨床案例 Tim Betts, Jeremy Dwight, Sacha Bull作; 陳璟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12 醫療業務口袋書: 專供醫師、護理師臨床運用之實務指引Cindi Brassington, Cheri Goretti[原著]; 宋婉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29 醫學教育新翻轉: 21世紀改革大趨勢 George R Lueddeke原著; 梁繼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36 動作控制與學習 Richard A. Schmidt, Timothy D. Lee原著; 卓俊伶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43 健美解剖學 Ricardo Canovas Linera原著; 曾國維, 羅仁駿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0550 如何在行醫之道避免醫療訴訟: 七大教戰守則 周佑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67 告別背痛: 給有背痛困擾以及想要避免背痛問題的大眾Jenny Sutcliffe原著; 陳薇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74 皮拉提斯解剖學:提升各種地板運動之核心穩定與平衡的最佳指南Rael Isacowitz, Karen Clippinger原著; 王子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81 當代中醫脈診精華手冊 Leon Hammer, Karen Bilton[原著]; 張文准, 許毅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598 Psychosocial frames of reference: core for occupation-based practiceMary Ann Giroux Bruce, Barbara A. Borg原著 3nd ed 平裝 1

9789863680611 為何我要有同理心? Robert E. Longo, Hogen Laren Bays, Steven Sawyer原著; 李光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628 舞蹈解剖學：讓你增進身體靈活度及緊實肌力的最佳指南Jacqui Greene Haas作; 陳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635 看圖說故事學養生: 畫說中醫 王惟恒, 胡順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642 創意適應體育教具DIY: 重度障礙孩子可以這樣玩葉瓊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659 從自我認識開始 Robert E. Longo, Hogen Laren Bays, Steven Sawyer原著; 李光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666 緩和醫療症狀舒緩指引 Claud Regnard, Mervyn Dean原著; 王英偉、謝至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673 教你如何學大體護理: 40個情境對話往生照護 小林光惠作; 徐立恆譯 平裝 1

9789863680680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析: 藥理學 徐瑋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697 終結背頸部疼痛: 專家推薦的緩解良方 Vincent Fortanasce, David Gutkind, Roben G. Watkins原著; 吳威廷等譯初版 平裝 1

安格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記



9789863680703 彩色圖解皮膚學手冊 Martin Rocken等[原著]; 楊振亞, 黃茂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710 基礎解剖與生理學 Gale Sloan Thompson原著; 鄧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727 最新牙科國考完全攻略: 歷屆試題暨重點整理 陳光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80734 最新牙科國考完全攻略: 歷屆試題暨重點整理 陳光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80741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臨床醫學. 2014年 劉政亨, 丁鵬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467524 心泉: 每日默禱內省靈修讀物 龐篤義著; 張雷, 鄭聖冲合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7593 共脩此生: 創造性婚姻講「做」 任兆璋口述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7791 我愛感恩祭 蘇.史坦頓(Sue Stanton)文; 艾倫(H.M. Alan)圖; 盧玫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467845 培育的藝術: 心理與靈性的整合 和為貴撰述; 胡淑琴編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467890 本篤小傳: 西方隱修始祖 M. Regina Goberna著; 本篤會修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5467906 一扇新門 雷煥章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467913 這樣說話,贏得職場好關係 艾克.拉薩特(Ike Lasater)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920 YOUCAT研讀手冊 Jack Kersting等著; 劉麗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040 天知道你喘不過氣了: 簡易12招恢復身心平衡 史莫琳(Anne Bryan Smollin, C. S. J.)著; 安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118 耶穌會的第一位聖人:依納爵.羅耀拉 伯納德(Miguel A. Bernad S.J.)著; 易利利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187 你我的苦路 安哲樂(Clarence Enzler)著; 孫柔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200 祈禱的探險: 依納爵式的觀察和體驗 瑪格麗特.席爾芙(Margaret Silf)著; 譚璧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217 天主教史. 卷二 穆啟蒙(Joseph Motte, S.J.)著; 侯景文譯 六版 平裝 1

9789575468224 最新法文文法 顧保鵠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5468231 非暴力溝通的翻轉教室: 培養人際關係的九大能力蘇拉.哈特(Sura Hart), 維多利亞.哈德森(Victoria Kindle Hodson)作; 盧姿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248 天知道爺爺奶奶有一套: 12種愛得更成熟的智慧普莉西雅.賀比森(Priscilla J. Herbison), 辛西亞.坦伯尼諾(Cynthia Herbison Tambornino)著; 黃美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255 綠色生命力的探尋之旅: 聖賀德佳的身心靈療癒觀賀德佳.史特利可施密特(Hildegard Strikerschmidt)作; 鄭玉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262 人類接合子的本體性地位 甯永鑫著 平裝 1

9789575468279 與羅哲弟兄一起祈禱15天 薩賓.拉潘尼(Sabine Laplane)著; 安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286 陪伴,在離別前: 加拿大、臺灣安寧病房志工體驗許建立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光啟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4578 奔向愛我的神 顧中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1602 黃境順九十歲回憶錄: 走過政壇 無悔人生 鄒智純作; 袁信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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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32475 吸取太陽花養分: 民主二等兵 康玉石作 平裝 1

9789867132482 相互理解共存共榮: 林嘉誠政治經濟文集 林嘉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0396 輕鬆學氣功 林孝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00139 活在歌中的女孩 萬俊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146 手拿一本書 趙明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153 一個孩子的夢想 崔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160 長不大的小男孩 蔡良基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發功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回憶錄製作服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陽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有情天音樂



9789863900177 民間遊戲 秦德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184 臺灣心跳聲 劉萬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191 元城故事 趙明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07 那時花開 王紀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14 懷念一朵雲 殷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21 孩子都是淘氣的 汪雲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38 紅色誘惑 戴玉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45 媽媽會派人來看我 呂保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52 吹笛少年 趙春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69 愛,永遠不髒 丁迎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76 夢想汽車 黃非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83 當別人都哭時,你可以不哭 李良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290 你幸福,我就欣慰 陳華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06 查理的世外桃源 林華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13 你是一片海 陸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20 帶你去看海 遲占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37 恰好花開的時節 余顯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44 詩男詞女那些事兒 孫殿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51 陪我看月亮 賈淑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68 小刺猬的煩惱 劉樹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75 我替老爸上大學 蘇麗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82 無論你在哪裡 蔣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399 小站上飄揚的紅氣球 楊列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405 冰淇淋的眼淚 彭永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412 像夜鶯一樣飛翔 吳明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429 玉蘭花開 戴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481 做自己幸福的設計師: 寬容人生的十五種境界 柳迦柔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498 先敗後勝成功學: 25個故事 讓你的人生更精采 問道, 羅語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1218 臺灣風土 陳奇祿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8981232 臺灣四季 林明堃詩 平裝 1

9789868981249 太平洋詩路 李魁賢編 平裝 2

9789868981256 古巴詩情: 島國詩篇.前進古巴詩文錄 李魁賢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1336 全語言和大腦潛能教學法對提升學生全民英檢考試成績之影響許麗瑩, 林萌娟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1343 彰化縣番茄產銷研究: 以溪州、竹塘、埤頭三鄉鎮為例許麗瑩, 鍾惠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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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92530 綠色小方舟: 划你的小船 蕭麗虹等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18859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aiwanese traditional arts through digital media王昭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630295 臨界點: 賴惠如數位創作展作品集 賴惠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622 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論文集(AII2015). 2015 2015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委員會編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100 語文與教學暨英國劍橋大學考試院英語認證研討會. 2015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圍創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全華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32

西港鹿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先進國際數位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9729 我發瘋的那個月: 抗NMDA受體腦炎倖存者自傳蘇珊娜.卡哈蘭(Susannah Cahalan)作; 張瓊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736 資訊分享,鎖得住?還在抱怨盜版?可是,網路科技已經回不去了。柯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作;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9642 臺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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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9403 語文分類綜編 吉米出(James Chu)編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6153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蕭華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5146 超級水果: 巴西莓: 改變300萬人的紫色奇蹟 劉景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153 監獄: 綁票劫 徐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160 創業滷味 許志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184 轉化與重生: 用自己心念的力量迅速治癒癌症 周永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35191 小兵之父: 孫立人將軍側記 揭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509 健康蒸素配 溫國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516 陪審團美國鮮體驗 朱水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樂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兆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銓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義文化



9789869114523 樸食 劉富子, 謝佳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547 臺灣小吃 許志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554 立法其實很專業 蔣念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850 巨星之心: 莎賓.梅耶音樂傳奇 瑪格麗特.贊德(Margarete Zander)作; 趙崇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3850 巨星之心: 莎賓.梅耶音樂傳奇 瑪格麗特.贊德(Margarete Zander)作; 趙崇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3867 貝多芬失戀記: 得不到回報的愛 路德維希.諾爾(Ludwig Nohl)原作; 安妮.伍德(Annie Wood)英譯; 陳蒼多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435926 研習用佛門課誦本 西蓮淨苑編著 第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7434 經營快樂: 賣什麼不如賣快樂,迪士尼的財富秘密攻略張岱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441 跟誰都能聊得來 唐牧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458 你的蜜糖,她的毒藥 葉子涵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465 男人不會告訴女人的那些事 安小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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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78136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三上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143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四上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行龍數位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西蓮淨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有樂出版



9789869178150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五上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167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六上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3893 誤解這件事 西成活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909 四國趴趴走 牛奶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916 剛剛好的500個單字 王祈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923 海底撈店長日誌 李順軍, 楊鐵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930 創業沒門檻 黃亞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954 毒梟之國 Carmen Boullosa, Mike Wallac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961 飯局裡的錢途: 12招潛規則，新鮮人也能吃出職場一片天張仲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992 英語同義字大全 黃立華, 高蘭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7066 良辰吉時: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104屆104級畢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7073 丙級測量技術士: 學科題庫題解 林宏麟, 薛穎智, 許丞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8106 蕓薹食譜集 蕓薹網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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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旭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吉騏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好優文化



9789861342610 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與白宮同步，找到失序世界的最佳解答馬修.巴洛斯(Mathew Burrows)著; 洪慧芳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42627 創新者的六項修練: 麥肯錫顧問解讀200家營收上億新創公司的成功密碼艾美.魏金森(Amy Wilkinson)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634 當爸媽過了65歲: 你一定要知道的醫療、長照、財務、法律知識康哲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641 石油與美元: 未來10年影響你生活與投資布局的經濟武器馬林.卡祖沙(Marin Katusa)作;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658 成功者都這樣「浪費」時間: 不怕繞遠路的人生哲學國貞文隆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665 跟指揮大師學領導: 讓高爾、蓋茲、頂尖CEO都著迷,用聆聽和行動打造卓越競爭力義泰.塔更(Itay Talgam)作; 陳維真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6706 竹寶寶遊臺灣 倪裕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713 歡迎來到竹子村 竹寶寶有限公司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0623 四無量心解脫 大乘禪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5909 三到五年成就的英語學習法 賴信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8924 紅樓夢詩學精神 王懷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917 紅樓夢詩學精神 王懷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931 釋古疑今: 甲骨文、金文、陶文、簡文存疑論叢朱歧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每日英文學摘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竹寶寶



9789866178948 府城大觀音亭與觀音信仰研究 陳益源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962 紅樓夢新視野 王萬象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979 東西博雅道殊同: 國際漢學與易學專題研究 賴貴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986 詩學正蒙: 明代詩歌啟蒙教習研究 連文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207 實用中文寫作學. 五編 張高評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703 出詩婊 嘉勵, 賈文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43942 后宮: 如懿傳 流瀲紫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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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82966 What Works: Case Studies in the Practice of ForesightSohail Inayatullah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08040 經濟未來 鄧玉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057 2030創意大未來圖像創作: 競賽入圍作品集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997 從語言國情學、社會文化學和語言學層面看外語和外國文學的研究與教學(俄文版)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 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作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俄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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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代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未來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角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583909 地方治理的理論探究與經驗實踐 陳衍宏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7982 佛光山開山48周年年鑑. 2014 釋滿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2707 改變人生的智慧: 星雲大師一00句勵志名言 星雲大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1522 獻給旅行者365日: 中華文化佛教寶典 蔡孟樺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01522 獻給旅行者365日: 中華文化佛教寶典 蔡孟樺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0607 南北斗解厄延生科儀祕本 何俊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0614 道教道法科儀祕本 何俊德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88352 地政士考前速成 志光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680 警專國文 朱武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758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新解 蕭華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8765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老師電臺網路服務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出版社

佛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1288796 幼兒教育(含幼教概論與活動設計) 張茂英, 張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8826 公民(鐵路專用) 林茵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1288833 教育綜合科目 羅正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8857 國文(作文) 金庸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888 教育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895 教育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901 警專乙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朱武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918 公務人員考試: 高分兵法: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925 政治學(二十組申論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932 不動產估價概要: 混合題庫 蕭華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1288949 不動產估價概要: 混合題庫 蕭華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1288956 國文(作文): 司法考用 金庸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963 土地稅法規 蕭華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8987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新解(地政士專用) 蕭華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8994 幼兒、兒童發展與輔導 張茂英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021 社會學新編 畢成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1289038 特殊教育 徐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045 國文(作文)警察特考 金庸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052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 司法考用 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069 財政學新論 鄭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076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岳昀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083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警察特考專用林嵩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1289090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司法特考專用 林嵩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1289106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鐵路特考專用林嵩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1289113 警特.國文: 作文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120 司特.國文: 作文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137 互動式.憲法: 高普考專用 呂晟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144 互動式.憲法: 鐵路特考專用 呂晟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151 現行考銓制度 李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168 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175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司法特考專用) 林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182 司特.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199 警特.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205 鐵路.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212 憲法24組測驗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229 公共政策 程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236 憲法: 24組測驗經典題型(警察特考)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243 憲法: 24組測驗經典題型(司法考用)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250 鑑往知來: 地方自治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289267 警專甲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朱武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281 地方政府與政治 劉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298 土地登記: 經典申論題庫 薛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311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328 土地登記(概要)(地政士專用) 薛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335 特殊教育: 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 徐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9342 地政士歷屆試題新解 蕭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9359 鐵路工程大意(含鐵路養護作業大意)(含測驗題庫)韓新, 鄭鑫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1289373 導遊.領隊考前衝刺ing 呂行(alumi)、陳瑞峰(Ra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373 導遊.領隊考前衝刺ing 呂行(alumi)、陳瑞峰(Ra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397 心理學重要議題Speaking卡 喬伊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403 警專歷史 劉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410 教育行政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434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496 行政學葵花寶典(水利會考試用) 程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601 公民秒速解題 林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618 初等法學大意秒速解題 鄭中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625 鑑往知來: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劉秀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1289649 英文秒速解題 顏弘, 顏國秉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663 國文秒速解題 金庸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687 社會工作: 包括混合試題精解 戴馨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717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移民法規) 程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4123 會計學概要(對應IFRS):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劉憶娥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222 地政士(專業科目四合一): 強登速成總整理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246 理財規劃與實務: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劉憶娥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253 臺灣證券及期貨市場 李宏達著 平裝 1

9789865644260 長春石化社群力App之創新與應用 林顯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275485 取名號彙集 徐宇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7249 臺灣手工黑糖初探 張忠正編著 平裝 1

9789868457256 西阿里關采風錄. 上: 社區發展 張忠正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317 飛翔的雪人 呂旻晉文; Coya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辰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松行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5

宏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宋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901361 劉滌凡書法集 劉滌凡著 平裝 1

9789867901378 心畫: 陳昭安篆刻書法集 陳昭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4605 給下一個科學小飛俠的37個備忘錄 火星爺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612 X-經理人的奇幻管理學 火星爺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3911 月薪族也能多存1000萬的66個方法 劉憶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3928 吸金女王的「勝女法則」: 女人一生中必看的「理財術」劉憶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3942 吸金女王「攻薪計」: 小資變高資的「超強理財術」!劉憶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3973 劉憶如FUN臺灣 劉憶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3997 當個城市農夫理財王: 樂活到100歲的土地投資法劉憶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262 新知研討會養豬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4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63279 新知研討會SANOVO國際蛋品研討會. 104年度 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治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冊數共計：1

汶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利奇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4290 最詳細の烘焙筆記書. III, 從零開始學戚風蛋糕&巧克力蛋糕稲田多佳子著; 黃鏡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306 美式甜心So Sweet!手作可愛の紐約風杯子蛋糕 Kazumi Lisa Iseki著; 鄭純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313 復刻回憶: 簡單好作有溫度のBrocante手作小雜貨柳美菜子著; 張淑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24320 法式原味&經典配方: 在家輕鬆作美味的塔 相原一吉著; 鄭純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337 法式經典甜點,貴氣金磚蛋糕: 費南雪 菅又亮輔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344 麵包機OK!初學者也能作黃金比例の天然酵母麵包濱田美里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351 磅蛋糕聖經 福田淳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368 食尚名廚の超人氣法式土司 辰巳出版株式会社編; 陳薇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375 初學者零失敗!自然風設計家居DIY 成美堂出版作;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382 溫柔の水彩教室: 品味日日美好的生活風插畫 あべまりえ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29 設計&印刷BOOK: 職人級41例DM、CD、書籍、海報設計等加工巧思全記錄!グラフィック社編集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67 省時不失敗の聰明烘焙法: 冷凍麵團作點心 西山朗子著;陳曉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74 HENNA手繪召喚幸福的圖騰. 2, 完美婚禮的祝福系蕾絲花紋: 新娘婚紗圖騰、囍餅造型、婚禮布置、禮物巧思,心意滿滿的實用手作BOOK陳曉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81 HANDMADE ZAKKA & TOYS簡單入味.趣味手感雜貨日日作TUESDAY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98 花草繪.初學者輕鬆學水彩植物畫的入門書 やまだえりこ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504 棍子麵包.歐式麵包.山形吐司: 揉麵&漂亮成型烘焙書山下珠緒, 倉八冴子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511 微波爐就能作!輕鬆手揉12個月的和菓子 松井ミチル著;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528 8色就OK.旅行中的水彩風景畫:絕對不失敗的水彩技法教學久山一枝著; 徐淑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535 100％超擬真?立體昆蟲剪紙大圖鑑：3D重現！挑戰昆蟲世界！今森光彥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1199 少年傑森冒險記: 雷弗島 羅莎著.繪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36 聖誕小公公 姚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50 小學生寓言故事: 獨立思考 錢欣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35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廉潔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42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誠信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秀威少年



9789865731373 小學生寓言故事: 謙虛好學 錢欣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80 小學生寓言故事: 合作分享 錢欣葆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4107 修心日光論.利器之輪譯釋合集 虛空祥尊者, 法護論師, 朗日唐八尊者著;釋法音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1914 社區高齡健康促進 葉至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9181921 一食入魂之職場療癒系美食 彭思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00 俄語能力檢定模擬試題+攻略.第一級 張慶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17 人生有味: 側身服務巨輪 賴東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24 飛行原理速成記事本 陳大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31 紐西蘭的活潑教育: 移民留學之教育指南 林爽, 張雲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48 變身幸福人妻: 25個心機小練習 佳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55 敘述觀點與歷史建構: 兩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像陳俊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93 從「在地」到「臺灣」: 「本格復興」前臺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洪敘銘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61742 好消息: 姜濤詩選 姜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8822 告訴雲彩: 宋琳詩選 宋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8648 垓下誦史: 鍾鳴詩選 鍾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9119 面對群山而朗誦: 森子詩選 森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0585 開花: 西川詩選 西川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妙音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經典



9789863260721 火花旅館: 啞石詩選 啞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01 鏡中: 張棗詩選 張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18 聚會: 丁麗英詩選 丁麗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25 拉砂路: 桑克詩選 桑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32 養鶴問題: 陳先發詩選 陳先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49 陽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 宇向詩選 宇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56 晚清新小說簡史 歐陽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63 馬巒山望: 孫文波詩選 孫文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70 一切的理由: 藍藍詩選 藍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94 愚行之歌: 孟浪詩選 孟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00 林中小憩: 席亞兵詩選 席亞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17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拉岡哲學映射 張一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76 臺灣文學中的「滿洲」想像及再現(1931-1945) 林沛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24 革命要詩與學問: 柏樺詩選 柏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487 雨傘懷孕 葉雨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31 準個體時代的寫作: 二十世紀九0年代中國小說研究黃發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55 謬愛: 冰夕詩集 冰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79 臺灣出發,踏查東亞: <>主筆木下新三郎的東亞遊記歐人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93 回聲 劉金雄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2105 明月入懷 卓兆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6836 佛乘宗理要 緣道祖師, 緣聖宗師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宏信數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736 富裕,屬於口袋裝滿快樂的人: 22堂吸引財富的能量課程,讓整個世界動起來幫助你!大衛.卡麥隆.季坎帝(David Cameron Gikandi)著;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743 思考致富: 由念頭開啟強大吸引力,造就全球最多富翁的傳奇經典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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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0606 賢言閒語 何錫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9508 物件禪思 李河逸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537 工作魅力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 凱薩琳.李芮.阿斯多夫(Katherine Leary Alsdorf)作; 趙剛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115537 工作魅力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 凱薩琳.李芮.阿斯多夫(Katherine Leary Alsdorf)作; 趙剛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115544 Love Q L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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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72105 五種傷,五個面具: 認出內心的傷痛,找到真正的自己麗姿.布爾波(Lise Bourbeau)著;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112 被稱為「王牌」的人究竟做了什麼?: 紅白歌合戰舞臺總監、AKB48幕後推手首度公開夏真由美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利展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耘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茲文化



9789861372136 科學史上的今天: 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 張瑞棋撰文; PanSci泛科學企畫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4851 真假禪和: 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正德老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5727 「氫」鬆擁有健康 太田史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284 時光之塵: 梁兆熙個展. 2015 梁兆熙[作] 精裝 1

9789869112291 現象解讀: 薛保瑕抽象藝術展. 2015 薛保瑕[作] 平裝 1

9789869264907 另類抽象,冷熱相交地帶: 臺灣與韓國的抽象藝術朱為白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8603 100個判例 100%的權益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29699 隸書春聯選集 宋耀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我愛中華筆莊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宏景智權專利商標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沐康健康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158 密勒日巴大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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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90791 常見病吃什麼 李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791 常見病吃什麼 李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07 三高吃什麼 李寧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07 三高吃什麼 李寧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14 東京花小錢玩很大 陳維玉文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814 東京花小錢玩很大 陳維玉文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821 高血脂吃什麼 李寧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21 高血脂吃什麼 李寧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38 第一次自助遊新加坡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838 第一次自助遊新加坡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845 糖尿病吃什麼 李寧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52 刮刮全經絡 郭長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52 刮刮全經絡 郭長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69 揉揉腳ㄚ子 郭長青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876 愛妞!首爾讓你越玩越美麗 愛琳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76 愛妞!首爾讓你越玩越美麗 愛琳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83 按按神奇穴 郭長青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83 按按神奇穴 郭長青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890 第一次自助遊澳門超簡單 曹憶雯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906 搭地鐵.玩香港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913 京阪神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碩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育慈佛教文物



9789863490937 東京下町玩全指南 林倩伃,张奉仙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944 搭地鐵玩新加坡 戴鎂珍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951 首爾個性小時光 V歐妮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3704 錢進臺灣 李夢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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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31155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31155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31162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31162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汪楷茗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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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0016 新浪清心的微笑 梦東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育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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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1

李夢舟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223 總統選舉的兩岸政見議題之探討媒體效應的觀點. 二0一二年王顥穎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303 澎湖鐵線清水宮 文鸞武壇神威傳奇 邱君壯, 郭宜儒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9653 熱輕食: 酥香迷人的熱壓三明治 李健榮, 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660 老店餅舖 顏金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677 尋覓四季の模樣 布川愛子著 平裝 1

9789866199684 完全圖解蛋料理100+ 黃景龍, 柯俊年, 辜惠雪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691 手感烘焙的黃金比例天然酵母麵包 謝煒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2325 Chiou design: chiou de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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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5550 全圖解.零基礎英文會話24小時速成: 從「清晨」到「夜晚」,用英文體驗老外的一天!白善燁作; 陳馨祈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567 一生必學的萬用英文單字: 5000單字用一輩子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574 新日檢考試有祕密: 全方位N3單字+全真模擬試題郭欣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581 用日本小學課本學日本語漢字 麥美弘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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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樂評論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邦聯文化



9789865785598 我的第一本圖解心理學 洪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611 史上最強NEW TOEIC新多益單字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628 躺著背單字全民英檢高級 黃亭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635 我的第一本英文文法教科書: 用11張「文法心智圖」學好英文喬英華, 蔣志榆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642 用句子背GEPT全民英檢初級單字: 從句子去記單字才是王道!何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659 超高命中率NEW TOEIC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1000題+解析怪物講師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666 我的人生真的只能這樣嗎: 我的未來我作主! 派翠克.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503 熔古薪藝: 吳明儀-柴燒陶不只是柴燒 吳明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9432 澎湃!來去產地小旅行: 農家媽媽招待你的私房田野味樂農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1550 巷仔口的農藝復興!: 社區協力農業,開創以農為本的美好生活蔡培慧, 臺灣農村陣線, 香港社區夥伴合著; 果力文化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1567 醒來的森林: 一位鳥類學家的自然散步筆記 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著; 程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2380 論臺灣股市之農曆月份效應 金鐵英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1595 奢侈稅實務判例研析 曾文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吳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果力文化



9789869231008 潛能激發管理兵法 楊望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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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931135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八課版). IV張志成等編著;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931241 覺與空: 印度佛教的展開 竹村牧男著; 蔡伯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07758 人生小語(第二輯) 何秀煌着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1220 一個沒有做愛聲的城市 夏承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1237 無形商品設計概論 蔡素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649 紐西蘭人 莫里斯.沙伯特(Maurice Shadbolt)作; 丁廼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901 花日日食 陸寧文字編輯; 陸寧, 謝杉杉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61385 說謊的天使死了! 葉巡明治作; 健仔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河中文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日日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杯子藝文



9789863562085 初次製作球體關節人形 秀和システム原作; 葉婉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092 大英雄沒有職業有哪裡不對 十文字青作; Nanase Tsai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108 天啟的異世界轉生譚 ウスバー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115 巴岡特反英雄譚. 3, 動盪王都的騎士公主 八街步作; 羅尉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122 拉帝提亞霸龍戰記: 神王遊戲 すえばしけん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139 英知學園的UNDER HEART. 2, 小姐、約會、大失控根岸和哉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146 神樂劍舞的空中神域 千羽十訊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153 理想的小白臉生活 渡辺恒彥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2160 異世界超能魔術師 內田健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177 雙星的異端騎士. 1, 黑焰的魔女姬 空埜一樹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184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8, 力學的祕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191 冥玉的奧爾曼 築地俊彥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207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9, 太陽與月亮的祕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214 RAIL WARS!國有鐵道公安隊 豐田巧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2221 六花的勇者 山形石雄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2238 少女3原則!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2245 便.當. 11, 味噌燉青花魚便當(極品)290圓 朝浦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252 秋葉原地下城冒險奇譚 中野くみん作; 許國煌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269 神諭學園的超越者 秋堂カオル作; 王啟華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276 深海編年史 中村學作; 卒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283 實現網遊廢惡魔的請求吧。 初心音コマ作; Nanase Tsa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290 戀愛合戰!. 3, 鬼少女保鑣覺醒! 瓜亞錠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306 辻堂小姐的純愛路Another Story. 辻堂愛篇 さかき傘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313 不眠魔王與克蘿諾的世界 明月千里作; 蔡孟汝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2320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紅楓召喚者 八奈川景晶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33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2344 妹妹攻略我的路線.愛情喜劇理論 明月千里作; 齊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2351 超自然9人組 志倉千代丸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368 轉生奇譚 相野仁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375 妮娜與兔子與魔法戰車 兔月龍之介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2382 只要3步驟廚房新手變主廚: 基本和風料理100 牛尾理惠作 平裝 1

9789863562405 我的復仇將打倒所有女主角! 八薙玉造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412 DOG LIVE. 2, 深淵底層的迷途狗群 藤原健市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429 Campione弒神者. 17, 英雄之名 丈月城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436 CROSS＋WIZARD魔術都市與虛偽假面 しきや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443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3, 儘管現世就是逆境也只能看開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450 東方香霖堂: Curiosities of Lotus Asia. ZUN作; 霖之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62467 後宮樂園球場harem league baseball 石川博品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474 紅kure-nai: 歪空公主 片山憲太郎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481 第8號學生食堂少女: 東京和樂融融名古屋化計畫石原宙作; 可倫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498 偽惡之王. 3, Trash, Trick and Jet-Black Traitors 二階堂紘嗣作; 林珉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504 雖然才高一卻在異世界當起城主 鏡裕之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2511 修理回憶之時 谷瑞惠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528 WHITE ALBUM2: 白雪交織的旋律 月島雅也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2542 少女3原則!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2559 在紫陽花開的季節我們彼此感應 志茂文彥作; 卒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559 在紫陽花開的季節我們彼此感應 志茂文彥作; 卒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566 秋葉原地下城冒險奇譚 中野くみん作; 許國煌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2573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62580 夏洛爾的管樂隊: 新世響奏的姬騎士 是鐘リュウジ作; Nanase Tsa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597 純白煌王姬與異能魔導小隊 桐生恭丞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603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2610 開門銃外交官與龍之國大使館 深見真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627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10, 空氣與水的祕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634 FANG OF UNDERDOG. 1, 獵犬的資格 朝浦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641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658 巴哈姆特之怒: 腐朽的黑色龍鱗 ゆうきりん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665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2672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翻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2689 奇幻☆怪盜? 松智洋作; 許國煌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696 神兵編年史. 1, 軍團襲來 丈月城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719 季節的菇菇圖鑑. 歐洲.北美篇 Enterbrain著; 林珉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113 拓方印集會員作品集. 2014 王精行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90733 浯江花月夜 吳鼎仁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390740 旺寶百家樂投資理財點金術 張立平作 平裝 1

9789862390757 佛珠傳奇 陳志隆作 平裝 1

9789862390795 吳鼎仁百幅彩墨畫. 2015 吳鼎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90801 行動導讀影音繪本: 智勇雙全小裁縫 鄒信軡作; 吳合意編繪 平裝 1

9789862390818 行動導讀影音繪本: 米西卡勇闖馬戲團 鄒信軡作; 吳合意編繪 精裝 1

9789862390825 行動導讀影音繪本: 巨蟒開同樂會 鄒信軡改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5709 拆解統測#高頻率#非選 陳建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5716 Grammar&Reading basic. 2 Tanya Lin, Whitney Zahar[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62

送存冊數共計：63

拓方印集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0781 都市傳說. 1, 一個人的捉迷藏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804 都市傳說. 2, 紅衣小女孩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835 都市傳說. 3, 樓下的男人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859 無盡之劍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 段宗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989 都市傳說. 6, 試衣間的暗門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147 超能冒險. 1, 太陽神巨像 彼得.勒朗吉斯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154 超能冒險. 2, 失落的巴比倫 彼得.勒朗吉斯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178 永恆守望 大衛.拉米瑞茲(David Ramirez)著; 洪菁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185 都市傳說. 7, 瑪莉的電話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306 血歌終部曲: 火焰女王 安東尼.雷恩(Anthony Ryan)著;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18313 殭屍樂園解壓塗繪本 盧塞里諾(Juscelino Neco)作; 陳佩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320 EPIC史詩奇幻: 英雄之心 約翰.喬瑟夫.亞當(John Joseph Adams)編著; 陳岳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52265 動物樂園大迷宮 Rasmus Juul作; 陳怡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00 腦力轉轉轉系列. 1, 數學益智 韓國文學社出版公司原著; 陳惠雯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52562 蝙蝠巴特冒險記. 1, 詭秘的斗篷幽靈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79 蝙蝠巴特冒險記. 3, 女巫的毒蘋果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86 蝙蝠巴特冒險記. 3, 木乃伊女王的心願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93 蝙蝠巴特冒險記. 4, 鬼盜船魔咒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609 蝙蝠巴特冒險記. 5, 愛唱歌的綠泥怪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033 蝙蝠巴特冒險記. 6, 極地裡的長毛象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170 李麗萍魔幻成長小說: 影子的秘密約會 李麗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187 李麗萍魔幻成長小說: 心裏永遠有個你 李麗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194 李麗萍魔幻成長小說: 柔軟的堅強 李麗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00 李麗萍魔幻成長小說: 這麼近那麼遠 李麗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明天國際圖書



9789862753217 洛克王國大電影人物傳記: 恩佐傳說 楊奇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24 洛克王國大電影魔幻傳奇: 機器龍城堡探秘 鄭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31 洛克王國大電影魔幻傳奇: 洛比迪亞星歷險 鄭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48 洛克王國大電影人物傳記: 聖龍騎士 邵雯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55 香布丁鎮的快樂小熊: 長到月亮上的大樹 呂麗娜著; 解國超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62 香布丁鎮的快樂小熊: 亮晶晶的名字 呂麗娜著; 解國超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79 香布丁鎮的快樂小熊: 沒有翅膀也能飛 呂麗娜著; 解國超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86 陽光維生素 湯素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293 寄給你一縷書香 李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09 有太陽味的童年 秦文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16 有苗不愁長 魯景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23 兔子摔倒了 冰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30 老鼠的夢想 冰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47 小青蛙捉星星 冰波主媥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54 想象的力量 張之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61 利昂和多特 許諾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78 蛋蛋超人 許諾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85 西圓圓公主 許諾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392 小兔乖乖 許諾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08 新寄小讀者: 說給你聽 梅子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15 小女巫艾瑪 許諾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22 狼部落 楊保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39 奔跑的兔子 李麗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46 新寄小讀者: 學會感動 曹文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53 小蝦民必殺技 黃春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60 嬗變 王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77 過山車 蘇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84 藍月亮紅太陽 韓青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491 像蟬一樣瘋狂 韓青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07 碎錦 韓青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14 一塵不染 韓青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21 那些吵鬧的日子 伍美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38 我們班的炫富門 伍美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45 奶茶妹妹手牽手 伍美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52 八卦新潮五年級 伍美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69 賽爾號大電影科幻傳奇: 救世傳說 黃偉健, 陳毅勇, 倪小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76 賽爾號大電影科幻傳奇: 機械星球 黃偉健, 陳毅勇, 倪小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90 少年宮繪畫訓練標準繪本. 可愛動物篇 謝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53606 少年宮繪畫訓練標準繪本. 可愛動物篇 謝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53613 少年宮繪畫訓練標準繪本. 花卉蔬果篇 謝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620 少年宮繪畫訓練標準繪本. 交通工具篇 謝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637 少年宮繪畫訓練標準繪本. 卡通明星篇 謝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644 少年宮繪畫訓練標準繪本. 百態人物篇 謝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651 哪吒鬧海 周李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668 魯班造傘 周李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675 東郭先生 周李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682 漁童 周李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699 人參娃娃 戴玉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05 守株待兔 周李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12 三個和尚 周李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29 武松打虎 周李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36 讓位置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43 天線寶寶數數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50 小羊不開心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67 哦,亂七八糟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74 奶昔機壞了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81 躲貓貓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798 東西落下了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04 盪鞦韆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11 聰明的努努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28 神秘的禮物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35 拉拉看花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42 找丁丁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59 美麗的彩虹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66 拉拉鉤球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73 大風吹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80 放風箏 王玲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583 動畫中國. 黑貓警長卷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原著; 泡沫改寫; 漫炎動漫公司繪製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897 動畫中國. 葫蘆兄弟卷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原著; 長風改寫; 大嘴蛙卡通繪製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903 動畫中國. 大鬧天宮卷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原著; 長風改寫; 大嘴蛙卡通繪製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910 動畫中國. 哪吒鬧海卷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原著; 長風改寫; 大嘴蛙卡通繪製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030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753927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53934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53941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53958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53965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53972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53989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753996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754009 笑爆校園 牛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754047 巴菲特神秘俱樂部 北京萬方幸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54054 巴菲特神秘俱樂部 北京萬方幸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編.繪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54061 巴菲特神秘俱樂部 北京萬方幸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編.繪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54016 巴菲特神秘俱樂部 北京萬方幸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編.繪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54023 巴菲特神秘俱樂部 北京萬方幸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編.繪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54078 世界著名故事典藏美繪本: 拇指姑娘 安徒生, 雅各.格林, 威廉.格林原著; 黃耀華改編; 黃華英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085 世界著名故事典藏美繪本: 白雪公主 雅各.格林, 威廉.格林, 弗蘭克.鮑姆原著; 張晶改編; 黃華英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092 世界著名故事典藏美繪本: 木偶奇遇記 卡洛.科洛迪, 安徒生等原著; 余耀東改編; 黃華英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108 世界著名故事典藏美繪本: 醜小鴨 安徒生等原著; 趙芳芳改編; 黃華英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115 快速學畫20天(初級版) 蔡峻松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122 快速學畫20天(高級版) 蔡峻松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07 大俠周銳寫中國: 琴 周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14 大俠周銳寫中國: 書 周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21 大俠周銳寫中國: 畫 周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38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一顆面包做的心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45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黎明的眼睛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45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黎明的眼睛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52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小溪流的歌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69 大俠周銳寫中國: 棋 周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76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我只能是個小孩子嗎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83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心田上的百合花開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290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尋找地平線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06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星期天的爸爸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13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夏天的花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20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彩色的籬笆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37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遙遠的琴聲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44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離太陽最近的樹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51 兒童文學小學生分級讀本: 最後一片藤葉 朱自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68 爸爸樹. 1, 樹精和雞精 劉海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75 爸爸樹. 2, 神祕的工廠 劉海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82 爸爸樹. 3, 大樹的天堂 劉海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399 海邊妖怪小記: 千里尋芳鄰 張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05 海邊妖怪小記: 小愛物 張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12 海邊妖怪小記: 賣禮數的狍子 張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29 海邊妖怪小記: 鑲牙館美談 張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36 海邊妖怪小記: 蘑菇婆婆 張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43 陽光姐姐對對碰: 快樂糖水的秘密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50 陽光姐姐對對碰: 我的另類胖媽媽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67 陽光姐姐對對碰: 兔子的作文發表了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67 陽光姐姐對對碰: 兔子的作文發表了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74 陽光姐姐對對碰: 默默成長的小南瓜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74 陽光姐姐對對碰: 默默成長的小南瓜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74 陽光姐姐對對碰: 默默成長的小南瓜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81 陽光姐姐對對碰: 獅子王生日快樂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498 陽光姐姐對對碰: 愛穿裙子的男生 伍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04 小樹苗全腦開發趣味貼紙書. 2-3歲 時代兒童潛能開發研究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11 小樹苗全腦開發趣味貼紙書. 3-4歲 時代兒童潛能開發研究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28 小樹苗全腦開發趣味貼紙書. 4-5歲 時代兒童潛能開發研究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35 小樹苗全腦開發趣味貼紙書. 5-6歲 時代兒童潛能開發研究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42 咘隆家族專注力訓練遊戲書. 第1階 安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59 咘隆家族專注力訓練遊戲書. 第2階 安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66 咘隆家族專注力訓練遊戲書. 第3階 安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73 咘隆家族專注力訓練遊戲書. 第4階 安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80 數學階梯訓練. 第1階 嚴文琪, 宋雲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597 數學階梯訓練. 第2階 嚴文琪, 宋雲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03 數學階梯訓練. 第3階 嚴文琪, 宋雲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10 數學階梯訓練. 第4階 嚴文琪, 宋雲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27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拔蘿蔔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34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醜小鴨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41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小貓釣魚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58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白雪公主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65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龜兔賽跑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72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海的女兒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689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狼來了 安韶作 平裝 1



9789862754696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睡美人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02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雪孩子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19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1輯, 狼和七隻小羊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26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豌豆上的公主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33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七色花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40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猴子撈月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57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漁夫和金魚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64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獅子和老鼠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71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阿拉丁與神燈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88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小紅帽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795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小馬過河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01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三隻小豬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18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2輯, 小兔乖乖 安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25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蚯蚓的小問號 龔房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32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小野貓的紅燈籠 王友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49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木頭城的歌聲 王一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56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會走路的大口袋 朱慧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63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淘氣的小不點兒 支洪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70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花帽子企鵝 趙益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87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朋友多起來 龔房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894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草莓田裏的小老鼠賈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900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變色龍的朋友 趙益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917 小樹苗經典成長故事. 第3輯, 兔子,站住 顧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924 骨碌碌滾的啤酒桶 王一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931 給烏鴉的罰單 王一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948 長手臂的報紙 王一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955 會飛的崗亭 王一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962 小熊的北極旅行 王一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4979 小旅鼠的冬天 王一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9275 我的第一本牛津小百科 安德魯.朗利(Andrew Langley)編著; 明天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779633 淘氣小精靈 西爾克.莫里茨作; 阿希姆.阿勒格林繪; 高玉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9640 捉拿胖瓶怪 西爾克.莫里茨作; 阿希姆.阿勒格林繪; 高玉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8709 牛津科學大百科 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 史蒂芬.匹柏(Stephen Pople)編著; 明 天工作室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321528 看三國學歷史戰役 姜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1535 看三國學三十六計 姜蜜, 陳韻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4422 一國兩府 謝正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5388 謝秀琴老師慈善邀請展作品選集 東方設計學院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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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5463 「薪傳藝技.時尚東方」國際華文設計研討會暨「跨界.綜合」設計教育高層論壇論文集. 2015第四屆蘇英正編總編 平裝 1

9789866415470 國際華文設計海報邀請展暨「跨界.綜合」優秀設計作品集. 2015第四屆呂文宗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4770 Improving pitaya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Yi-Lu Jiang, Pi-Chuan Liu, Pao-Hsuan Huang[作] 1st ed.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亞太糧肥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74

送存冊數共計：192

亞太創新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方設計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043583 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 黃嘉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2

9789864043606 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 黃嘉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2

9789864043590 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 黃嘉琳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2

9789864043811 近古分裂時期的中國觀 王明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044306 黨外女性的他者敘述與自我敘述: 民主與性別的歧義分析李淑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313 黨外女性的他者敘述與自我敘述: 民主與性別的歧義分析李淑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528 遷臺女作家域外遊記研究(1949-1979) 陳昱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573 中國童謠史 龔顯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7478 出走 謝明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089362 不思議幸運草紙 夏目維朔作; 江荷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0426 早安新聞: 女主播天堂 小林拓己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6770 極樂女子宿舍 宮崎摩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5179 寂寞的人魚姬 林崎文博作; 韓珮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988 最遊記RELOAD BLAST 峰倉かずや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3051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23341 秘密的小惡魔 ゑむ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3884 極樂女子宿舍 宮崎摩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9565 百合男子 倉田噓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1

采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立

送存冊數共計：2

花木蘭文化



978986332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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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3372400 黑鐵 池沢春人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2417 黑鐵 池沢春人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4343 紅色警戒 KAYA SHIGISAWA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3476 愛犬社!守護尾巴大作戰 片野愉香原作; 高倉陽樹作畫; 風間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4183 戰國少年西方見聞錄 金田達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4756 亡國的齊格飛 天望良一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333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75692 絕對☆靈域 吉辺あく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5708 絕對☆靈域 吉辺あく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5715 絕對☆靈域 吉辺あく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5845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6217 小亂之魔法家族 入江亞季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7818 我家波奇這麼說 橘裕作; 光依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8570 戀染紅葉 坂本次郎, 三浦忠弘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8587 戀染紅葉 坂本次郎, 三浦忠弘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8594 黑街 コースケ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8655 Again!!再一次 久保美津郎作; 林佳样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0501 不死女殭屍 すぎむらしんいち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0662 破壞獸 本田真吾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1157 創聖的大天使EVOL あおぎリ作畫; 河森正治, サテライト原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164 創聖的大天使EVOL あおぎリ作畫; 河森正治, サテライト原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1195 孔雀王RISING 荻野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225 吸血鬼同盟之斯萊基漢默的追憶 環望作; 李巧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348 小鎮醫生JUMBO!! 越野涼作; 光依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1355 小鎮醫生JUMBO!! 越野涼作; 光依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2994 無業遊貓.V 北道正幸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3483090 喜歡妹妹有什麼不對? 福田晋一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3250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483342 魔女之湯 岡崎純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3618 我和女神密不可分的原因 田口ホシ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3625 我和女神密不可分的原因 田口ホシ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3687 戰國: 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鄧婉縈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3694 戰國: 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鄧婉縈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4028 Guy: 移植病棟24小時 加藤友朗原作; 安藤慈朗漫畫; 陳雪美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4035 Guy: 移植病棟24小時 加藤友朗原作; 安藤慈朗漫畫; 陳雪美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4271 女神的天秤 栄羽弥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4721 輕鬆百合 なも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5179 少年女僕 乙橘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5919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5964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原作; 福原蓮士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8156 P&JK: 警察與女子高生 三次真希作; MU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6411 京壽司! 加藤広史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6503 我是執事, 還是女僕? 寺本薰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7326 魔偵探洛基RAGNAROK: 新世界的眾神 木下さく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7630 Again!再一次 久保美津郎作; 林佳样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7876 末日的魔法少女 佐藤健太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7937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7975 紅殼的潘朵拉 士郎正宗原案; 六道神士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8279 幸運男孩 ∞Jacobian原作; 紗和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8286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489122 十: 忍法魔界轉生 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亞樹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9139 十: 忍法魔界轉生 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亞樹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9191 我的朋友是召喚獸 黑葉R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9214 裝甲惡魔村正. 魔界篇 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銃爺漫畫; 李文軒譯 0 第5冊 1

9789863489245 魔界公主 瀨尾公治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9306 我的房客不是人 樋口彰彥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9320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489535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9702 全力乙女 CUTEG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0973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0225 頂尖明醫 橋口隆志原作; 入江謙三取材;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650287 東方茨歌仙 ZUN原作; あずまあや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1079 妖力女神 六道神士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1086 虎斑貓小梅 ほしのなつみ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51093 純情佳偶 甘詰留太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1765 MAJESTIC PRINCE 莊嚴皇子 新島光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772 MAJESTIC PRINCE 莊嚴皇子 新島光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833 最高機密season0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014 少年洛克 五味秀数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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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3652182 我妻同學是我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2281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荗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2342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2595 美妙的三連音 坂井音太原作; 玉置勉強漫畫; aitsa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601 美妙的三連音 坂井音太原作; 玉置勉強漫畫; aitsae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762 Again!再一次 久保美津郎作; 林佳样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3523 少年芝的煩惱 木村光博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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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3653851 獨占我的英雄 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3943 俠義少年王. II, 源平合戰 沢田博文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653950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53981 幽麗塔 乃木坂太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4100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森みさき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4117 鄰座同學是怪咖 森繁拓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5695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11, 大對決!機器人爸爸的反擊!相庭健太, 臼井儀人, 中島かずき作; 蔡夢芳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54612 新譯歌舞伎繪卷 述說 橫馬場リヨウ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3654834 BIRDMEN鳥男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4933 浮戀 糸杉柾宏; 吳傳賢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5183 鋼鐵騎士 屋宜知宏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5190 鋼鐵騎士 屋宜知宏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5213 隱形交境曲 成田良悟原作; 天野洋一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5350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655428 搭檔之魂 岸本みゆき腳本; 黑岩よしひろ構成; gyuo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435 搭檔之魂 岸本みゆき腳本; 黑岩よしひろ構成; gyuo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5572 現視研: 二代目之七 木尾士目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655633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655640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5688 攻殼機動隊ARISE: 不眠之眼的男人Sleepless Eye大山夕クミ漫畫; 藤咲淳一腳本;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159 RIN: 凜 Harold, 作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166 RIN: 凜 Harold, 作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6357 瞄準目標! 篠原知宏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784 GOKUSAI: 極彩 猿渡哲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982 輕鬆百合 なも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7057 NG妹大改造 佐藤ZAKURI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7132 我妻同學是我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7170 遊戲王ZEXAL 高橋和希原案.監修; 三好直人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7446 大室家 なも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477 天體戰士 くぼたまこと作; 李韋呈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657491 黑街 コースケ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7590 鄰座的山田同學 古閑裕一郎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7682 那樣的未來是假的 桜場小春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7934 人魚又上鈎 名島啟二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7989 魔法足球 佐久間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58023 初告白: 坂野杏梨女裝少年作品集 坂野杏梨作; 王郁雯譯 平裝 1

9789863658078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658108 天啟之砦 蔵石ユウ原作; イナべカズ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8528 天才麻將少女 小林立作; 黃土則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58634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658924 桃色魔術師 原田重光原作; 荒木宰漫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931 桃色魔術師 原田重光原作; 荒木宰漫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327 SOUL CATCHER(S)靈魂捕手 神海英雄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334 SOUL CATCHER(S)靈魂捕手 神海英雄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464 東京闇鴉 RED AND WHITE あざの耕平原作; 望月あづみ作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471 東京闇鴉 RED AND WHITE あざの耕平原作; 望月あづみ作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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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59563 小不點日記 日丸屋秀和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570 小不點日記 日丸屋秀和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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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59709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漫畫版) 健速原作; 有池智実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730 P&JK: 警察與女子高生 三次マキ作; MU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9761 南家三姊妹 桜場ハルコ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9846 夏日前夕 吉田基已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9877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9990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820079 大樹: 劍豪將軍義輝 宮本昌孝原作; 東冬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130 食物戰線無異狀 アタモト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239 青春乙女番長! 清野靜流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0246 戀愛雙子與青君的眼鏡 山田Daisy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253 戀愛雙子與青君的眼鏡 山田Daisy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260 戀愛雙子與青君的眼鏡 山田Daisy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0406 Q版兄弟鬥爭 ことり野デス子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413 Q版兄弟鬥爭 ことり野デス子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512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820581 我妻同學是我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820598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820611 修羅之門異傳 川原正敏原作; 飛永宏之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0628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荗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820635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820840 隱形交境曲 成田良悟原作; 天野洋一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0857 遊戲王5D's 彥久保雅博[作]; 篠宮トシミ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820925 神通小偵探 加藤元浩作; 畢莉譯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82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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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冊 1

9789863823025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821168 迷糊邱比特 山下文吾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441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821465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821502 靈媒老師在身邊 松本ひで吉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821762 ILLEGAL RARE 非法稀有種 椎橋寬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1779 ILLEGAL RARE 非法稀有種 椎橋寬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1809 起動帝國 大井昌和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816 起動帝國 大井昌和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861 SE系統工程師 此ノ木世知留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854 SE系統工程師 此ノ木世知留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885 他不交女朋友的理由 松本香織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3821946 從小開始戀上你 春木さき作; 李巧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953 從小開始戀上你 春木さき作; 李巧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1984 妄想持家的道長同學 志賀伯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004 毛毬男子 藍屋球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3822035 戀色旅館 関夏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3822141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172 紙上勇者 藤近小梅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257 惡魔偶像 麻見雅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325 Clockwork少年神槍手 富沢義彥作; 吉岡榊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332 Clockwork少年神槍手 富沢義彥作; 吉岡榊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363 不同調的戀情 中河友里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3822394 睡美人 堂本奈央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400 睡美人 堂本奈央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424 D.D.D.惡魔附體戰士 德川神千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431 D.D.D.惡魔附體戰士 德川神千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486 王國之子 びっけ 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547 影野同學也想要青春一下 北川夕夏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554 影野同學也想要青春一下 北川夕夏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592 特課部 桑原太矩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608 特課部 桑原太矩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622 D.C.III~初音島III~風見學園公式新聞部: 封存事件簿CIRCUS原作; 宮野しずま畫;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3452 D.C.III~初音島III~風見學園公式新聞部: 封存事件簿CIRCUS原作; 宮野しずま畫;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721 我太受歡迎了,該怎麼辦? ぢゅん子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820 DEVILSLINE惡魔戰線 花田陵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837 DEVILSLINE惡魔戰線 花田陵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899 他成為世界的普通標準 綾奈ゆにこ原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929 椎名君的鳥獸百科 十月士也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3001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3209 浮戀 糸杉柾宏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3308 紅眼機甲兵 神堂潤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823476 終焉之栞 スズム原作; 結城あみの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3537 俠義少年王. II, 源平合戰 沢田博文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823704 我們的戀愛故事 姉森加奈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3823759 不死戀人 高木ユーナ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3766 不死戀人 高木ユーナ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3810 親愛的鄰居 森野萌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3827 Spotted Flower~2人的幸福生活 木尾士目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3858 天空的妖精 池ジュン子作;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3823940 妖力女神 六道神士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3995 終極感應 たかしげ宙, DOUBLE-S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824077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824084 鄰座的山田同學 古閑裕一郎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4244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4251 靈媒老師在身邊 松本ひで吉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824268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824558 感應少年EIJI. 新章 安童夕馬原作; 朝基勝士漫畫;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824633 聲之形 大今良時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4695 WORKING!!迷糊餐廳 高津カリノ作; 林琬清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824718 1DK~戀人的小套房~ かがみ孑みを作; 柯明鈺譯 平裝 1

9789863824756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4831 陰天的天狼星 中島織姬星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3824862 想念的碎片 竹宮ジン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4886 愛的靈異現象 恋煩シビト作; 陳梓瑩譯 平裝 1

9789863824909 不能告訴任何人 村上左知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3824961 前略.我與貓和天使同居 緋月薙原作; 洪育府漫畫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074 citrus~柑橘味香氣~ サブロウ夕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180 巴貝海姆的商人 古海鐘一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197 巴貝海姆的商人 古海鐘一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258 Balance Policy平衡政策 吉富昭仁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265 Balance Policy平衡政策 吉富昭仁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272 LIFEx01 かぼす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289 LIFEx01 かぼす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364 穴殺人 裸村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593 La Stravaganze: 異彩之姬 冨明仁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609 La Stravaganze: 異彩之姬 冨明仁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654 小望的野望 長月みそか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661 小望的野望 長月みそか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685 同一屋簷下 藤こよみ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692 同一屋簷下 藤こよみ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715 偽裝的甜蜜陷阱 芳澤ばにら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722 偽裝的甜蜜陷阱 芳澤ばにら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821 C-O-啾! 岬下部せすな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838 C-O-啾! 岬下部せすな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876 武田系限定 馬田イスケ作; 笠原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883 武田系限定 馬田イスケ作; 笠原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906 天生妙廚 天碕莞爾原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913 天生妙廚 天碕莞爾原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071 人間回收車 泉道亞紀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088 人間回收車 泉道亞紀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323 七龍珠彩色漫畫. 賽亞人篇 鳥山明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347 七龍珠彩色漫畫. 賽亞人篇 鳥山明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408 七龍珠彩色漫畫. 人造人.賽魯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613 深淵獸鳴 紅淵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620 返魂香 燃聿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637 二十五週的羈絆 明日葉作 平裝 1

9789863826699 心的藏匿處 夏日維朔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712 尼采大師: 領悟世代的新人降臨便利商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卜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804 兩人世界症候群 鈴白ねりた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6880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827481 德川四天王 ヒース村中, 渡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498 德川四天王 ヒース村中, 渡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7580 鑽石王牌公式導讀手冊. 表 寺嶋裕二, 週刊少年マガジン編輯部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3827597 鑽石王牌公式導讀手冊. 裏 寺嶋裕二, 週刊少年マガジン編輯部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3828891 灰姑娘的故事 水名瀨雅良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7641 在終點站等你 蒼宮カラ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827726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H 春日部タケル原作; 長谷見亮漫畫;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733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H 春日部タケル原作; 長谷見亮漫畫;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7740 比夢更美的愛情 縞野やえ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7757 百合少女攻防戰 イコール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3827764 吾輩的男友是笨蛋 土塚理弘X亜積沙紀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771 吾輩的男友是笨蛋 土塚理弘X亜積沙紀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7788 HACHI: 東京23宮 西義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795 HACHI: 東京23宮 西義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7818 戀愛的神明大人. 古味直志短篇集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7870 漂亮小兔咩 吉野瑪莉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986 來自星星的PON子與豆腐店的麗子 湯尼嶽奇作畫; 小原慎司原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3827993 戰勇。主線任務第1章 春原ロビンソン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8211 芭喰禄 御守リツヒロ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8228 芭喰禄 御守リツヒロ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8259 DOLLS FALL虐殺人形 祁答院慎原作; 三色網戶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8365 我與巴吉爾的魔法人偶 村橋リョウ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8372 我與巴吉爾的魔法人偶 村橋リョウ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8419 魅惑的氣息與甜蜜的吻 如月緋色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8440 戀愛狼嗥 りゆま加奈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8464 長高的憂鬱 せんみつ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3828488 不良彼氏的戀愛條件 リオナ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828495 戀爛漫 椎名秋乃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3828501 印在蝶骨上的吻 崎谷はるひ原作; 冬乃郁也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8525 夏之痕 宮本佳野作; aitsae譯 平裝 1

9789863828723 完美小姐進化論 早川智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828730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828846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828860 10 count 宝井理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9249 修羅之門異傳 川原正敏原作; 飛永宏之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829485 鬼歌謠 草子信作 平裝 1



9789863829492 返魂香 燃聿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9508 夜.魔市 M.S.Zenky作 平裝 1

9789863829515 全能後勤 貓邏作 平裝 1

9789863829980 天空侵犯 大羽隆廣漫畫; 三浦追儺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9997 天空侵犯 大羽隆廣漫畫; 三浦追儺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036 深淵 長田龍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067 交響詩篇艾蕾卡 7New order 深山フギン漫畫; BONES作畫;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074 交響詩篇艾蕾卡 7New order 深山フギン漫畫; BONES作畫;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098 人生: 漫畫之章 川岸殴魚原作; 松山せいじ作畫;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227 十字架x王之證 成家慎一郎漫畫; 三田誠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265 死也不離開你. 前篇 桜井りょう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310272 死也不離開你. 後篇 桜井りょう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310302 RULES 2nd 宮本佳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326 雨的密碼 山田秋太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310395 他們是牛頭馬面! 瀨野反人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401 他們是牛頭馬面! 瀨野反人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487 變身公主偶像!! 今日和老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494 變身公主偶像!! 今日和老作; 刻托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524 慘綠噬界 大沢祐輔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616 偵探御手洗潔之事件記錄 島田莊司原作; 原点火漫畫;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647 男孩有秘密 薰原好江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753 御神樂學園組曲 Last Note.原作; 沙雪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0807 教師的純情: 學生的慾望 新條真由作; 趙秋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821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官方精選集: SWEET じん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310838 急性子伯爵與時間小偷 久米田康治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845 急性子伯爵與時間小偷 久米田康治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852 急性子伯爵與時間小偷 久米田康治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0869 急性子伯爵與時間小偷 久米田康治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1033 攻殼機動隊ARISE: 不眠之眼的男人Sleepless Eye大山夕クミ漫畫; 藤咲淳一腳本;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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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311286 黑X戀 高城リョウ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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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1330 魔彈之王與戰姬(漫畫版) 川口士原作; 柳井伸彥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1361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力ヤ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1453 深淵獸鳴 紅淵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644 花茨 川原美央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311743 星之雨: 月之僕 喜久田ゆい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774 巨人戰爭 三浦建太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311804 Billion Dogs 30億元的死黨 金城宗幸原作; 芹沢直樹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835 朋友遊戲 山口ミコト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030 多多家族 宇仁田由美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054 百草同學 大竹利朋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092 宇宙警察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108 宇宙警察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115 宇宙警察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122 幽界靈語 藤崎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139 幽界靈語 藤崎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153 幽界靈語 藤崎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2160 幽界靈語 藤崎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2177 幽界靈語 藤崎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2221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238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2252 銀盤男子 衣丘わこ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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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312375 進擊!巨人中學校 諫山創原作; 中川沙樹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2450 如果折斷她的旗 竹井10日原作; 凪庵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2528 戰場的魔法使 檜山大輔作; SHI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542 瞳老師的保健室 鮭夫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559 瞳老師的保健室 鮭夫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610 火之丸相撲 川田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658 Battle Spirits. 少年戰魂劍刃篇 矢立肇原作; 一式まさと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665 Battle Spirits. 少年戰魂劍刃篇 矢立肇原作; 一式まさと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801 K: 青之日常 GoRA GoHands原作; 黒榮ゆい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849 六攻特課 後藤逸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856 六攻特課 後藤逸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870 桂&明 桂正和x鳥山明共同短篇集 桂正和x鳥山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4312887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ツ力サ原作; 廾ブ口ゥ夕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894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ツ力サ原作; 廾ブ口ゥ夕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924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億章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931 可悲的動物 松田美優原作; 湖水きよ作畫; aitsae譯 平裝 1

9789864312955 香甜魅惑的雙唇 粉子すわ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2962 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幸福 ロシキー作; 程馨頤譯 平裝 1

9789864312986 愛與有點微妙的蘇打 鳶田瀨ケビ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312993 脫掉女生制服吧! みよしあやと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3006 上帝的祭品 黒山メシキ作; 陳梓瑩譯 平裝 1

9789864313013 限定男友的攻略法 御子柴トミイ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4313051 過度寵愛的騷動 日高はる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313068 這也是一種愛的型態? なるせいさ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313075 留住夏天的青春 森嶋べコ作; Mu譯 平裝 1

9789864313372 牧九歌 易人北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3518 配角X3 宇文風作 平裝 第1集 1

9789864313563 妖怪少女MONSTER GIRL 船津一輝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3976 影子籃球員官方漫迷手冊 KUROFES!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313983 黑貓與雪的親吻 瀨納よし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3990 愛情摩卡. II 嶋二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4314201 隔壁的年輕人 沢マチコ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314270 假面教師BLACK 藤沢亨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577 STEINS; GATE 命運石之門: 變移空間的八重奏 池上竜矢, 5pb.Xニトロプラス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4314751 幽界靈語 藤崎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5048 神劍闖江湖: 裏幕-統御火炎 和月伸宏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315062 NEAR BOYS灌籃少年特別篇 櫻太助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315079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109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315215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5222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315239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5246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5277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315307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315345 能劇美少年 成田美名子作; 楊雅玲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315444 在調教中成佛吧 林佩作 平裝 1

9789864315475 老師,你錯了。 岸杯也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505 千之魔劍與盾之少女 川口士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5529 言語之花 砂原糖子作; 文渠譯 平裝 1

9789864315635 你只能看著我,不然就把你XX掉 三島一彥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5659 青色的情慾 宮本佳野作; 陳梓瑩譯 平裝 1

9789864315666 即使那樣還是愛上了你 榆野ュキ作; asada譯 平裝 1

9789864315673 青春男孩與那檔事 左京亞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5680 可食用系男孩 楢崎壮太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4315703 橘花學園女子宿舍 藤島康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710 橘花學園女子宿舍 藤島康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5727 寄宿之犬、輾轉之夜 のばらあいこ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734 He is beautiful. 天禅桃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758 挑逗的固執之吻 トワ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315796 木嶋同學危險的初次約會 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5802 接下來的婚禮 上川きち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5819 偽戀4seasons. vol. 1, 桐崎千棘 動畫女主角迷你寫真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5857 肉食獸的甜蜜指尖 やまかみ梨由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315871 不能這樣和你訂婚啦! アオイ冬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5888 你說我漂亮!? 桜巳亞子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4316397 執業魔女Pico Pico 致怡+Zei+作 第1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864316403 屋簷下的質數 日下棗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410 Debug筆電的使用手冊 nyaroro[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533 地獄藥舖 陳漢明[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724 203號室的妖怪先生 MAE[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316731 琴與弦的約定 KARAKO[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316762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6779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316793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316809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6816 攻殼機動隊ARISE: 不眠之眼的男人Sleepless Eye大山夕クミ漫畫; 藤咲淳一腳本;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6823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6847 非愛宣言 李崇萍[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6861 UQ HOLDER 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6878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316908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316915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316922 灌籃少年. III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317042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317073 小雞王子 奧山ぷく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4317080 黑醋栗薄菏的味道 蜂田キリ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7097 我試著和死黨啪啪啪了 白桃ノリコ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7127 來到異世界迷宮都市的我成了治癒魔法師 幼馴じみ作; 何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134 迷途英雄的異世界召喚 河端ジュンー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141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 舞阪洸作; 蕪村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7158 如果折斷她的旗. 11, 誰要待在這種地板破洞的宿舍,我要回邊間了!竹井10日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317165 聖劍鍛造師 三浦勇雄作; 楊詠婷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317226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7233 七星降靈學園的惡魔. 2, 怠惰之彈 田口仙年堂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317240 甜蜜織戀 一穗ミチ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317257 你是我的童貞魔法師 凪良ゆう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4317264 王子降臨 手代木正太郎作; 呂郁青譯 平裝 1

9789864317325 前任勇者想隱居 井々田K作; 蕪村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7332 勇者和魔王的客廳之戰 緋月薙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7349 食戟之靈-a la carte. II, 甜美的記憶 伊藤美智子作; 李文軒譯 平裝 1

9789864317356 搭乘者科的最下生 志木謙介作; 絕影譯 平裝 1

9789864317363 十字架x王之證. 4, 死神的新娘 三田誠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4317370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317387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317394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7, 逆襲的紅蓮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317400 椎名町學姊的安全日 サイトウケンジ作; 羅怡蘋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7417 話說當時我還不是主角. part3, 為何我的眼前冒出選項?二階堂紘嗣作; KamuKamu譯 平裝 1

9789864317424 夜.魔市 M.S.Zenky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431 牧九歌 易人北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448 狂飆戰爭 L.P.R.作 平裝 1

9789864317554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7677 學糾法庭 榎伸晃原作; 小畑健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684 學糾法庭 榎伸晃原作; 小畑健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691 義呆利World.Stars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714 格差天堂 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899 今天開始當小學女生P! 牛乳乃澪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967 勇者(略) Bigun作 平裝 第3集 1

9789864318070 迷你無頭騎士異聞錄 成田良悟原作; 梅津葉子作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117 吸血鬼同盟. II, SCARLET ORDER 環望作; Mu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247 我有喜歡的人了 あないれびん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8254 巫子甜心 砧菜々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4318261 和煦陽光和便當男孩 南月ゆう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8278 純情無敵 みろくことこ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4318285 只要有愛不就行了吧? 阿部あかね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8292 偵探「男子專科」 立野真琴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318315 要我和你交往也行 栖山卜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8377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537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318544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318568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8681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8698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318704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318711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319305 ONE PUNCH MAN一擊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350 ONE PUNCH MAN一擊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9404 正義使者的通緝宣言 雷雷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319411 銀閃戰乙女與封門公主 瀨尾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9428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319435 糖戀的歸宿 朝丘戾作; Y.S譯 平裝 1

9789864319442 閃電公主的怪獸王 小川淳次郎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459 漆黑英雄的一擊無雙. 2, 恥辱的魔女 望公太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319466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初版 平裝 第55集 1

9789864319473 似愛非愛 砂原糖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319480 最終章: 火影忍者劇場版 岸本斉史, 経塚丸雄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319497 無法施展魔力的魔術師 赤井てら作; 梅應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503 人生. 第5章 川岸殴魚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319510 瀕臨絕種的左眼龍王 千月さかき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527 格蘭斯坦迪亞皇國物語 內堀優一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534 進擊的巨人: 隔絕都市的女王 諫山創, 川上亮作; 羅怡蘋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4319541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9558 乘著風與魯特琴的旋律 健速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565 悠久騎士. V, 律因之環 七烏未奏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319572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VIII, 紫之新生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319589 火界王劍的神滅者 ツガワ卜モタ力作; 蕪村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9596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602 勇者凜的傳說. Lv. 4, 尼娜變公主,公主變尼娜,風起雲湧的舞會。琴平祾作; 黃琳雅譯 平裝 1

9789864319619 人氣妹妹與受難的我 夏綠作; 陳姿瑄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9626 全能後勤 貓邏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633 魔王難為.I 紅淵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640 魔王難為. III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319657 FAIRY TAIL魔導少年: 藍色季風 真島浩原作; 渡边留衣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664 FAIRY TAIL魔導少年: 藍色季風 真島浩原作; 渡边留衣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688 TSUBASA翼:WoRLD CHRoNiCLE. 夢幻之島篇 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756 我們的單戀憂鬱 拓平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319787 固執不良仔的戀愛後續 白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0111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142 愛絲卡&羅吉的鍊金工房: 黃昏天空之鍊金術士ガスト原作; 阿倍野ちゃこ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272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平裝 第6集 1

9789864620425 深夜的X儀典 山口ミコト原作; 馬鈴薯漫畫;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463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620470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0494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620500 小山田老師已經到極限了 氷室桜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0609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20616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0647 秋墳鬼唱詩 鬼野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20661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20678 進擊!巨人中學校 諫山創原作; 中川沙樹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0739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2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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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864620777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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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620876 如果不曾遇見你該多好? 湖水きよ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4620883 笨蛋與好色的他 黑沢椎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0975 阿宅戀愛太難 ふじた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019 存在你掌心 比千留[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026 泰美斯之戰 烏鴉小翼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1248 米羅高中美術社 裘伊[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651 一點也不懂男孩心 桂小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1682 花心男與純情男 天城れの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621699 早安,樂園君(暫定) 中村明日美子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621705 返魂香 燃聿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1712 魔槍與獵人 Dark, 櫻薰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729 封劍靈域 平和万里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736 如果折斷她的旗. 12, 沒問題,這場運動會很安全,絕對會拿到MVP的竹井10日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621743 我的姊姊有中二病. 4, 女高中生輕小說作家的憂鬱!?藤孝剛志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864621750 鎧甲公主物語. 1, 魔法石機關工學科魔王的社會契約論葉村哲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4621767 金錢&智慧. 1, 美少女商會的異邦人 稻波翔作; 林以庭譯 平裝 1

9789864621774 東京闇鴨EX2 seasons in nest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621781 聖劍姬與神盟騎士團 杉原智則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798 櫻之國Kirschblüte 水無月さら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621804 光刃魔王與月影少女軍師 桜崎あきと作; 羅怡蘋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811 歌姬少女的創樂譜 雨野智晴作; 陳姿瑄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1828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1835 神話戰域. II, 第十三位銀妖精 無嶋樹了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621842 我的怪物眷族 日暮眠都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859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1866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1873 銀之十字架與吸血姬 十月ユウ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1880 沉睡魔女. 2, 聖夜時刻的凶星魔王 真野真央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4621897 寄生蟲 夜光花作; 吳苾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903 終極反英雄. 1, 常勝無雙的反叛者 海空リく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621910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囗士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21927 千之魔劍與盾之少女 川口士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1941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21958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22023 UQ HOLDER 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2047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22092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22115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22139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22146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1冊 1

9789864622153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2290 即使如此我還是喜歡妳 徐譽庭原作; 絵本奈央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2306 即使如此我還是喜歡妳 徐譽庭原作; 絵本奈央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2344 東立原創大賽. 2015: 漫畫X輕小說作品集. 3 平裝 1

9789864622412 出包王女DARKNESS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22429 魔王難為. III 紅淵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2436 僕傭物語 竹某人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2443 龍的飼養準則 草子信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2450 食戟之靈-a la carte. III, 幸平.in.New York 伊藤美智子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622665 漂流武士 平野耕太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2672 英雄教室 新木伸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2689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2696 扉之魔術師的召喚契約. II, 幻奏歌姬 空埜一樹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2702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8, 白銀爭亂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622719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7, 聽說遊戲玩家兄妹要巔覆定理櫌宮祐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622726 難忘情衷 一穗ミチ作; 露露譯 平裝 1

9789864622733 蝶蝶世界 木爾チレン作; 黃琳雅譯 平裝 1

9789864622740 我在異世界裡面臨輔助魔法與召喚魔法的選擇 橫塚司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2757 牆內的謊言與秘密 高遠琉加作; Y.S譯 平裝 1

9789864622764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2832 閃電公主的怪獸王 小川淳次郎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2849 剪刀.石頭.布. 2, 因為有穿鞋子, 所以不算全裸 木村心一作; 邱香凝譯 平裝 1

9789864622856 尼特族的異世界就職記 桂かすが作; 曾柏穎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2863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 舞阪洸作; 蕪村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2870 偽戀: 幕後花絮 古味直志, 田中創作; 梅應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2887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2894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2900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2917 十字架X王之證. 5, 海神的遺產 三田誠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4623112 四十四個夢 賴安[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3129 馥桂吉祥 依歡[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3815 你想殺死我嗎? シギサワ力ヤ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3853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23860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24362 櫻桃★少女殭屍 こなみ詔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409 黑虎 鈴木快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775 義經鬼: 陰陽師法眼的女兒 碧也PINK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881 言語之世界 砂原糖子作; 吳苾芬譯 平裝 1

9789864624898 紅蓮皇女與絕對記憶黑皇子 月見草平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904 Fairy Tale 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911 聖劍鍛造師 三浦勇雄作; 楊詠婷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24928 nez 迷戀你的氣息. 3, Smell and Memory 榎田尤利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624935 排球少年!!小說版!!. V, 我們的代表決定戰開始之前古舘春一, 星希代子作; 林以庭譯 平裝 1

9789864624959 Dragon Jager: 獵龍人贊歌 井藤きく作; 張以潤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966 屠龍者的異世界生活 赤雪トナ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4973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IX, 蔚藍之契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624980 漆黑英雄的一擊無雙. 3, 墮落的義妹 望公太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624997 魔劍軍師與虹之軍團 壱日千次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000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5024 無可挑剔的戀愛喜劇 鈴木大輔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031 七曲七海的奇妙祕密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黃琳雅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5062 淨化戰爭 宴平樂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079 魔王難為 .I 紅淵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086 冰雪少女. 3, 冰雪少女摸索愛情 山田有作; 陽詠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5093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5109 迷途英雄的異世界召喚 河端ジュンー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512 物種領域 野呂俊介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710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12集 1

9789864626038 東京闇鴉. 11, change:unchange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626052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6601 配角X3 宇文風作 平裝 第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0306 中華預言法則解析: 萬年歌 馬前課 藏頭詩 梅花詩空玄居士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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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送存冊數共計：638

空玄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布拉教育文化



9789865876234 一個完美的地方 蕾拉.羅奇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241 我認識一隻熊 瑪瑞安娜.瑞茲.強生文.圖;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3617 朔風北望 高天流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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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7670 Writing mapping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67687 Writing mapping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67694 American style. plus a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95703 American style. plus a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5710 American style. plus a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95727 Genius english.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95734 Genius english.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5741 Genius english.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95758 American style.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95765 American style.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5772 American style.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95789 American style. plus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95796 American style. plus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02202 American style. plus b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02219 Genius English. c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02226 Genius English. c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02233 Genius English. c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02240 American style. c Lisa M. W.[作]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本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尼教育



9789869002257 American style. c Lisa M. W.[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02264 American style. c Lisa M. W.[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02271 American style plus. c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02288 American style plus. c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02295 American style plus. c Lisa M. W.[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46018 Discovery English: Compass. 2C Genius Educational Systems Co., Ltd.[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049 Genius English. 1a(work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056 Genius English. 1b(work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063 Genius English. 1c(work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094 Genius English. 2a(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00 Genius English. 2b(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17 Genius English. 2c(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24 Genius English. 3a(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31 Genius English. 3b(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31 Genius English. 3b(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48 Genius English. 3c(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55 American phonics power. 1b(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86 American phonics power. 1c(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193 American phonics power. 3b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09 American phonics power. 3b(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16 American phonics power. 3c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23 American phonics power. 3c(workbook) Lisa M. 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30 American Phonics Power. 2c Lisa M.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30 American Phonics Power. 2c Lisa M.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47 American Phonics Power. 2c(Workbook) Lisa M.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54 American Phonics Power. 2b Lisa M.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61 American Phonics Power. 2b(Workbook) Lisa M.W[編] 平裝 1

9789865746278 Writing mapping Lisa M.W.[編]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46285 Writing mapping Lisa M.W.[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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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4245 驚人的豆腐美肌力 蔬果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542 羊毛氈絕對完成百分百!: 50款超體貼毛氈布手作崔然朱作; 張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141 每天10分鐘,讓你年輕10歲的血液大清掃 嚴永賀作; 黃舒新譯 平裝 1

9789863710196 晴媽咪副食品全攻略 洪嘉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202 精選臺灣60間超fun心親子餐廳 U Joy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226 伸展關鍵肌群的解剖瑜伽 艾比蓋兒.埃爾斯沃斯(Abigail Ellsworth)作; 謝明珊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8543 金剛三昧經 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1341 麵包大變身──三餐+點心，還有便當和下酒菜！51個讓普通麵包再利用變好料的美味魔法藤田千秋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358 最適合食材,最好料理: 吃對食物比藥更好!: 有效改善50種身體症狀的最適食材+127道舒心美味的最好食譜廣田孝子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365 莫內花園: 睡蓮.拱橋.垂柳.小舟,跟著大師走進維尼的繽紛著色世界瑪莉娜.凡德爾(Marina Vandel)著; 葛諾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372 跟世界頂尖CEO學領導: 133位成功領導者和管理者的思想精華+100則最重要的領導觀念強納生.季福德(Jonathan Gifford)著; 謝雯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98290 RYO廖志忠視覺實務設計作品集. 2015 廖志忠著 平裝 1

9789867098313 臺灣傳統戲曲角色藝術運用於角色造型設計創作論述廖坤鴻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松合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47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宜禾學佛園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234 塵緣憶往 歐陽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0019 性傳染病臨床圖譜與治療指引 楊緒棣等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0217 微創膝關節重建手術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關節重建團隊合著; 賴國安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1288 唯識心要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295 清心創作歌集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111 戲劇小說.華嚴經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128 觀想實修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135 天然之飲 清涼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142 人身寶調養 清涼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8473 人.文: 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侯淑娟, 鍾正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480 尋路: 雙溪現代文學獎. 第35屆 康家宜, 黃暖懿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色蓮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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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兆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8510 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18屆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426 宇宙BANG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9095433 恐龍BABG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9095440 人體BANG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9095464 夢幻旅程 游上游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1305 遇見阿育吠陀 朱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3073 臺灣原民丰采: 郭掌從油畫系列選輯. 2015 郭掌從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3080 臺灣奈米影像暨奈米新詩創作競賽得獎作品成果集. 2015張麗君, 李志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材料工程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阿育吠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

東吳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廷生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2589 FORMOSA產業個案暨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第五屆明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8591 Roger's Guide to PMP Exam Preparation Roger Chou[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9176019 國際商業分析培訓教材 周龍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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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0091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 張立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59203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59210 e通高中數學講義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59227 e通高中數學講義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159234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59241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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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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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201414 人文光華: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七輯 林美清主編 平裝 1

9789869201414 人文光華: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七輯 林美清主編 平裝 1

9789869201414 人文光華: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七輯 林美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青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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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廷數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889 幻想電影院 堀川麻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889 幻想電影院 堀川麻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896 雪蟲 堂場瞬一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301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綠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7404 先秦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87411 先秦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87428 秦漢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87435 秦漢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87442 魏晉南北朝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87459 魏晉南北朝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87466 隋唐五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87473 隋唐五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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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5904 超好玩的瘋狂大富翁 たかいよしかず, 米澤美紀, 柏原晃夫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911 培養世界觀的趣味找找看. 美洲篇 Isobi Lab作; VOOZ繪; 李懿芳,黃譯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928 奇怪的動物王國 Isobi Lab文; Kyuseok Lim圖; 李懿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0339 來學日本語. 初級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東雨文化



9789866020438 新日本語能力試験N4読む: 文字.語彙.文法.読解JLCI新試験研究会, 松本節子著 平裝 1

9789866020452 新日本語能力試験N1文のルール: 文字.語彙.文の文法JLCI新試験研究会, 松本節子著 平裝 1

9789866020469 初級会話教育における接触場面の実践研究: 学習者の主体的參加と自律学習を試みて徐孟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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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20513 臺灣日本研究聯合論集. 2015: 產、官、學的對話與省思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0520 即戦力となる人材育成のためのキャリア教育 吳致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544 來學日本語: 練習問題集. 上級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551 接待の日本語 黃兆銘, 加藤香織, 黃菲蓉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8479 中學托福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作; ETS臺灣區總代理 編輯委員會編譯其他 1

9789868968486 多益測驗關鍵字彙書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作; 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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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7805 Juliana Huang吳燕如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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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2746 首屆兩岸青年法律學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精選 法治家文創事業有限公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61104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六屆陳信捷, 廖穆信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門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家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忠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65421 商業概論升學總複習(雲端版) 葉伊修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438 商業概論升學總複習(雲端版) 葉伊修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445 經濟學快易通高分講義 林虹妙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452 經濟學快易通高分講義 林虹妙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469 會計學百試達講義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065476 會計學百試達講義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065506 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 林虹妙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513 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 林虹妙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520 工職數學講義式複習計劃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平裝 1

9789867065537 商職數學講義式複習計劃 曾正偉編著 平裝 1

9789867065544 會計OK,棒!考衝懶人包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平裝 1

9789867065551 商業概論勝經聚焦版(全) 葉伊修編著 平裝 1

9789867065568 會計學萬試通總複習 馬家逸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575 會計學萬試通總複習 馬家逸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582 技術士丙級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試題-分錄練習本願景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42303 森林怪怪的! 艾絲.諾瑞斯作; 安迪曼菲爾繪 精裝 1

9789862742327 水裡怪怪的! 艾絲.諾瑞斯作; 安迪曼菲爾繪 精裝 1

9789862741856 當我們同在一起 瑟巴斯帝安, 麥什莫澤文.圖; 林敏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863 大頭仔生後生 簡上仁作; 曹俊彥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2742341 小青和小蛙: 好高、好高啊! 岩村和朗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5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岱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5927 扶輪入門知識 克利佛.陶德曼(Clifford Dochterman)作; 施智璋譯註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9005 兩岸詩 林德俊, 黃梵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7984 護國金字旗 阮輝蔣故事; 文明繪圖; 阮蓮香, 吳志偉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77412 為什麼你有兩個爸爸? 弗朗西絲卡.帕迪(Francesca Pardi)文; 安娜莉莎.聖馬提諾(Annalisa Sanmartino), 葛莉亞.托雷利(Giulia Torelli)圖; 左馥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77429 為什麼你有兩個媽媽? 弗朗西絲卡.帕迪(Francesca Pardi)文; 安娜莉莎.聖馬提諾(Annalisa Sanmartino), 葛莉亞.托雷利(Giulia Torelli)圖; 左馥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77436 我「只」有一個媽媽,但那樣就夠了! 弗朗西絲卡.帕迪(Francesca Pardi)文; 尤舒拉.布赫(Ursula Bucher)圖; 左馥瑜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927 N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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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72413 忠義傳芳: 明鄭股肱元臣忠振侯洪旭傳 洪榮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72413 忠義傳芳: 明鄭股肱元臣忠振侯洪旭傳 洪榮吉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和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縣後豐港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岸詩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狗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5

知性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3002 金門縣歷史建築珠山大道宮修復工作報告書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9536 任性還是認命: 全世界最好玩最精準的占卜遊戲腦力&創意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43 腰瘦下來的101種方法 蔡湘晴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35 做一棵會開花的樹: 30歲找回真正的自己 江靜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73 用故事推開法律之門 徐子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80 塔羅一本通 伍海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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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5007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必勝寶典. 一-二, 工法篇林仁德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25021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必勝寶典. 一-二, 工法篇林仁德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25014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必勝寶典. 三, 法規篇林仁德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6333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集. 103年度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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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河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金果聯合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冊數共計：2

金縣珠山大道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青頻道



9789869140317 練習改變: 和財星五百大CEO一起學習行為改變馬歇.葛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 馬克.瑞特(Mark Reiter)著; 廖建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95567 學中做 做中學深耕服務與學習: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成果輯. 102-1羅淑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574 學中做 做中學深耕服務與學習: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成果輯. 102-2羅淑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581 樂在服務與學習: 服務學習實作心得成果節錄. 102年羅淑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598 人人皆志工個個有品樂: 志工大學志工服務學習心得反思輯羅淑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642 百書喜閱讀書會/學習社群成果輯. 2015 廖淑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25838 英語聽力A級特訓 Rick Crooks作 一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7025869 看公式學英檢初級文法 溫朝炯, 王慈容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94104 經典文法句型與寫作 楊玉琦作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94135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測驗 Rick Crooks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8964 沒毛雞 陳致元文.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181518 小紙箱 傑侯姆.胡里埃作; 周逸芬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25995 杏壇難忘的歲月 溫德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



9789864350018 九種體質解密 王琦, 田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50025 中醫脈診學 黃進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85720 足弓矯正預防醫學 江晃榮, 廖品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3122 苜蓿芽 市川桂子著;劉華亭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9573443 脊椎骨健康法 松原英多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4839 沙棘治癒心臟病.血管疾病!! 星野雅夫著; 廖梅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096 神奇的奈米: 改變人類生活的新科技 王增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096 神奇的奈米: 改變人類生活的新科技 王增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50506 喜滿禪心: 幸福來自美麗的心 燃燈禪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84611 絕世好男人 慕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628 咬到一個好男人 朱茱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635 追妻壞男人 艾蜜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642 壞心男子求愛記 左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703 嬌女芳菲 喬顏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710 嬌女芳菲 喬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727 嬌女芳菲 喬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734 生財棄婦 半生閑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青春



9789863284741 生財棄婦 半生閑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4758 相公換人做 麥大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765 相公換人做 麥大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772 相公換人做 麥大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789 相公換人做 麥大悟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796 相公換人做 麥大悟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4802 閒婦好逑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819 閒婦好逑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826 閒婦好逑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833 嬌寵小妻 千江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840 嬌寵小妻 千江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857 嬌寵小妻 千江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864 嬌寵小妻 千江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871 嬌寵小妻 千江水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4888 嬌寵小妻 千江水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4932 小心喵喵 橙諾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949 與貓共舞 香奈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956 有貓貴妃 梁心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963 愛上喵小姐 子澄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970 一品指婚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987 一品指婚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994 一品指婚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007 一品指婚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014 一品指婚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021 閨女好辛苦 畫淺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5038 閨女好辛苦 畫淺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34

東美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3905 面向新世界: 國際關係的復古與創新 林碧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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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84133 Beyond Magic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484140 Get Ready for GEPT(Intermediate Level) 1st.ed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484171 Beyond Magic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484188 Get Ready for GEPT(Intermediate Level)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484195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1st ed. 其他 第1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9606 物聯網基礎應用與個案 葉偉雄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909 密續要義淺說 釋法音編述 平裝 1

9789869174916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釋法音淺釋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音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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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映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總中文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4869 說孟子 許仁圖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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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2637 通訳者、俺は成る(我將成為通譯者)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644 貿易日語最少要有這本才夠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3278 耒日 劉銘維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800 生生不息 林惠真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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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0770 社會變遷下醫療法制發展之研究. 二 林更盛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生命科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芸奕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藝術中心

河洛圖書



9789865990114 偽藝術而藝術: 東海大學美術系進修部畢業專輯. 2012第三屆美術學系進修部第三屆全體同學作 平裝 1

9789865990732 文學風景中的靜謐與繁華: 林莉酈x黃柏維雙個展李貞慧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04906 存在與變化: 韓國弘益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作品展林文海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104975 末日的輓歌: 吳繼濤水墨 吳繼濤作 平裝 1

9789579104982 留白: 未盡的燦爛: 梁君午 林文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990053 照見: 林文海. 2012 林文海創作 平裝 1

9789865990084 丹青風華: 兩岸膠彩.岩彩畫創作展 李貞慧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990190 郭冠忻: 轉變. 2012 林文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990343 承繼&開創. 2013: 東海膠彩教育特展: 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立三十週年李貞慧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990428 存在: 東海國際袖珍雕塑展: 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立三十週年林文海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990558 短暫停留STOPOVER: 張惠蘭創作集 張惠蘭作 平裝 1

9789865990763 在基督信仰之上創作: 臺灣基督教藝術的一種嘗試. 2015林文海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9104845 守懷.開創: 中國魯迅美術學院教授聯展 林平策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466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作品集. 97級 東海大學建築97級畢業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749 東海大學教育理想的建置者: 曾約農校長紀念專輯新編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9789865990794 東海自由學風的播種者: 吳德耀校長紀念專輯新編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9789865990831 昨夜星辰昨夜風: 東海大學第六屆校友慶祝畢業五十週年文集李南衡等著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東海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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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美術系所



9789865990855 「判」的再書寫: 明代公案小說研究 陳麗君撰; 謝鶯興編輯 平裝 1

9789865990862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總目索引 吳福助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5990862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總目索引 吳福助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34660 大手牽小手,認識神選民 吳昭誼文字; 林育如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4677 大手牽小手,我愛吟聖詩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9103 讓孩子愛上繪畫: 和TOYOTA DREAM CAR前進世界王子麵編輯指導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9807 彩滙國際: 全球百大水彩名家聯展暨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十週年慶展葉怡琳, 曹家玥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7702 做個玩樂好仁: 迎接品牌新時代 黃福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7702 做個玩樂好仁: 迎接品牌新時代 黃福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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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阿特狄克瑞藝術服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泰汽車



9789868478473 生醫物聯網技術與系統設計 葉偉雄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5004 沒有獨立書店意識的年代 廖英良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7902 明軒閣臺北秋季藝術品鑑賞交流暨拍賣. 2015 李玉明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7902 明軒閣臺北秋季藝術品鑑賞交流暨拍賣. 2015 李玉明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7330 賦格 卜黃淑鈴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2574 Systems architecture: hardware, software, enterprise, knowledge, thinking趙善中, 孫述平, 韓孟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5815 系統思考法2.0: 使用SBC架構 趙善中, 孫述平, 韓孟麒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803 幼兒科普教育能源教育ㄅㄆㄇ 傅勝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167 粵西閩語比較研究 張屏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66198 系統分析與設計: 使用軟體架構模型 孫述平, 趙善中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9105 美國司法判決對政治與社會的影響 徐開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9112 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形勢 晏揚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軒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書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書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514602 斗數論卦象 紫雲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514619 易經八字還真 何棰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626 性命兼修金丹道法 張稚閬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7781 伏妖師. 1, 妖之楔曲 蝶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81533 自由自在地彈奏吉他的「大調音階」之書 藤田TONO著; 張芯萍, 梁家維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540 只要猛烈練習1週!掌握吉他音階的運用法 海老澤祐也著; 梁家維, 張芯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564 超絕吉他地獄訓練所. 暴走的古典名曲篇 小林信一作; 張芯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000 聽說你曾回來過 林鈺涵圖; 歐陽宏吉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017 請聽我說 Mathijs Meijers文; 林鈺涵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238769 攝影構圖聖經 雷依里, 卓鵬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青鳥插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崗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居情玖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7

武陵



9789572239230 就這樣用色吧!網頁配色典 張曉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39537 手繪。幸福時光:彩繪色鉛筆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39582 Windows裝機精選: 自由、免費軟體任你選 黃德文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39643 享受吧！幸福滿滿的鋼珠筆塗鴉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39667 Maya火星風暴: 極致靜態藝術講堂 呂壑丹, 宋超, 周矜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9681 Android 3D遊戲開發技術詳解 吳亞峰, 蘇亞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9735 絕美色感!Photoshop人像攝影調色講座 王日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9841 威力導演10: 數位影音玩樂高手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9858 電子學 楊東海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239889 享受吧!動動鉛筆畫出超可愛繪本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39896 Linux裝置驅動程式之開發詳解 宋寶華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39940 64位元組合語言 林邦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9957 App程式設計入門: iPhone、iPad 彼得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239964 iOS 創意程式設計家 林柏全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239971 TQC+基礎零件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ro/E Wildfire 5張培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9988 TQC+實體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ro/E Wildfire 5張培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9995 Artlantis 4.0室內外透視圖渲染: SketchUp渲染伴侶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007 TQC+基礎零件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SolidWorks 2010鍾新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014 拍照吧！抓住幸福滿點的生活攝影心法 郭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021 TQC+行動裝置進階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ndroid 2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038 SEO 20日 吳超著; 蔡宏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045 程式語言與設計 文淵閣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240052 好好愛你的相機: 攝影原來這麼容易 Khara Plicani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069 DSLR數位單眼相機攝影聖經 雷依里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240076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Android 2葉國賢, 程毓明, 張晉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083 Windows Phone手機程式互動開發 董大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106 TQC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合訂本2012年版)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113 會聲會影11: 影片剪輯達人 采風設計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120 人像攝影: 拍出生命力的30個攝影實驗 Chris Orwi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137 數位邏輯 陳書筆, 褚崇勝, 鄭玉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144 玩勝PC 曹青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151 別人沒有的!我的幸福手繪旅行筆記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168 最新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解析 黃吉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175 TQC+進階零件及曲面設計認證指南: SolidWorks 2010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182 PhotoImpact X3影像處理玩樂趣 蔡俊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199 玩轉Flash 8動畫製作 蔡志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205 資訊教育 林裕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240212 威力導演10影片剪輯玩樂趣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229 資訊科技概論 蔡志敏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236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2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243 人生不NG：你必懂的100個心理學法則 劉華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250 職場不NG! 你必懂的100個心理學詭計 楊甫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267 Word 2010探索與文書處理 呂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274 Google探索與協作平臺 歐麗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298 C/C++技研手冊 文淵閣工作室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2240304 程式語言與設計 文淵閣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240311 TQC+進階零件與曲面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ro/E Wildfire 5張培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328 Android核心剖析 柯元旦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335 Hello! Mac OS X Lion Steve Johnson, Perspection, In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342 PhotoCap 6.0影像世界大探索 歐麗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359 打造HTML5+CSS3網頁設計法則: jQuery行動加碼德瑞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366 推甄必勝大作戰備審資料製作書 余曉菁, 邱淑芬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0373 ActionScript 3.0網頁、行動裝置互動應用設計 呂昶億, 杜慎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380 Dreamweaver CS6+PHP商業資料庫網站整合設計呂昶億, 杜慎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397 Dreamweaver CS5創意輕鬆學 蘇世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403 Flash CS5創意輕鬆學 侯語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410 零壓力社交: 內向人的成功心理學 劉華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427 享受吧！畫出可愛度破表的Q版塗鴉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434 威力導演10創意影片輕鬆做 Coyahu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441 PaintShop Pro X5極致影像 陳皓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458 Moodle 2.x線上教學網站使用與模組開發 歐展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465 幸福滿載的紅藍黑！鋼珠筆隨手塗鴉趣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472 20種畫筆的創意塗鴉同樂繪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489 丙級電腦軟體設計學術科解析 張建原, 漆慶福, 呂庭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502 Office論文寫作實務: 2007/2010適用 顏榮昌, 邱彙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519 Lumion/SketchUp即時室內外建築景觀動畫製作 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526 TQC+AutoCAD 2013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533 TQC+物件導向視窗及資料庫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Visual Basic 2010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540 PhotoCap影像不設限 Johnson Wang、PhotoCap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557 Photoshop CS6全新進化 呂昶億, 杜慎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564 網路商品攝影必學必看 數碼創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571 計算機概論(乙版). A 洪瑞佑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240588 輕鬆學會聲會影X5 采風設計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595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解析百分百 蔡志鴻, 陳書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601 微軟MVP的ASP.NET 4.5專題實務. I, C#入門實戰篇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618 高中基本資訊能力養成暨評量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632 享受吧！動動手畫出有趣又好玩肖像畫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625 TQC+實體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SolidWorks 2010鍾新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649 Excel 2010特訓教材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656 Dreamweaver CS6行動網頁全新進化 呂昶億, 杜慎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670 TQC+AutoCAD 2013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687 TQC+建築及室內設計平面製圖認證指南AutoCAD 2012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694 網路行銷×SEO：致勝關鍵解碼 林鴻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700 程式設計邏輯訓練: 使用Scratch 高慧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717 Premiere Pro CS6影音編輯製作精粹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724 微軟MVP的ASP.NET 4.5專題實務. I, VB入門實戰篇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731 好戲上場: 如何利用社群媒體遊戲讓你獲得事業成功的秘密Jon Radoff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748 消逝的瞬間: 看見愛的故事書 張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755 Flash CS6全新進化 呂昶億, 杜慎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762 Windows 8快速上手，一點就通 徐子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779 就是愛玩Photoshop CS6: 基礎、編修、描繪、設計采風設計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786 Word 2010特訓教材 楊明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793 Visual C# 2012視窗程式設計入門: 繪圖與遊戲專題鄞永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809 漫畫技法聖經 C.G動漫社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240816 VRay for SketchUp室內透視圖渲染 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823 TQC+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認證指南: C# 4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830 TQC+建築及室內設計立體製圖認證指南: SketchUp Pro 8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847 After Effects CS6影音特效製作精粹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854 Movie Maker創意影音剪輯 陳智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861 新.數位攝影的第一堂課 陳思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240878 App Store經營之道: 掌握成功的研發與行銷模式讓App脫穎而出Tyson McCann著; 王志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885 AutoCAD建築製圖實務. 基礎篇 徐瑞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892 C++入門進階: 適用Visual Studio Express 2012 for Windows Desktop位元文化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908 Vegas Pro 12影音特效製作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915 掀開喬家大院的面紗: Photoshop創意特效輯 李偉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922 Illustrator CS6創意學習趣 侯語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939 Dreamweaver CS6創意學習趣 蘇世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946 Flash CS6創意學習趣 蘇世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953 DIY!2013素人的電腦組裝與選購 PC M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960 漫畫技法聖經. 2, 美少女篇 C.C動漫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977 DIY!2013素人的電腦問題故障排除 PC M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0984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AutoCAD 2012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0991 電子商務理論與實務 黃信愷著 其他 1

9789572241004 作業系統概論 楊振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011 最新進階計算機概論. Office應用篇 呂聰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028 Visual C# 2010學習經典 蔡文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035 威力導演11: 數位影音玩樂高手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042 小資女的手作筆記: 活用23種素材的47件再生手作提案木木戀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059 Visual C# 2012資料庫程式設計暨進銷存會計系統實作新鑫資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066 Facebook行銷術 Brian Carter, Justin Lev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073 DSLR數位單眼相機攝影完全講座 雷依里, 鄭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080 Flash ActionScript與Box2D遊戲程式設計: 動手創造你的Angry Birds世界黃新峰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103 用Illustrator玩UI設計: 設計新手也能輕鬆搞定App與網頁介面設計Rick Moore著; 劉非予, 翁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110 My Nikon 葉其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127 TQC+網頁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HTML5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134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特訓教材 李慶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141 三天學會超卡哇依鉛筆畫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158 KINECT體感程式探索: 使用C# 劉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172 CorelDRAW X6商業平面設計精粹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189 漫畫技法聖經. 3, Q版篇 C.C動漫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196 Visio 2013解密: 商業圖表教學最速上手 楊玉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202 BIM建築資訊模型手冊 Chuck Eastman等著; 賴朝俊, 蔡志敏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2241219 LabVIEW圖形化程式設計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226 最新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莫爾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233 Google輕鬆玩,漫步在雲端+Plus加強版 黃建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241240 這樣的管理模式更有效: 改正10大管理謬誤,當個讓老闆非你不可,員工樂於聽命的主管朱海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257 資訊安全與法律特訓教材 陳振楠, 林永修, 王瑞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271 MATLAB視窗程式設計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288 最新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123 清雲資訊工作室編 其他 1

9789572241301 InDesign CS6創意學習趣 陳怡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318 Photoshop CS6創意學習趣 侯語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325 前進四技科大升學寶典: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蔡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349 輕鬆學會PowerPoint 2010的16堂課 鄭喬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356 Visual C# 2012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黃聰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363 最新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解析 黃吉米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1370 9堂課學會Microsoft SharePoint 2013功能應用 楊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387 TQC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力養成暨評量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394 TQC+行動裝置進階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Android 2曾憲威, 曾吉弘, 林維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400 就是愛玩Flash CS6: 動畫、行動裝置、程式、設計采風設計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417 Visual Basic 2012程式設計18 堂特訓 李啟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424 掌握職場加分守則. 2: 39項你在跳槽轉職前要想清楚的事劉瑞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431 掌握職場加分守則: 72項讓你職場逆轉勝的黃金守則高海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448 我的Xuite隨意窩 張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455 我的PhotoImpact影像處理百寶箱 林妙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462 Visual C# 2012學習經典 蔡文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479 Windows 7學習趣 張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493 資訊教育 林裕集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241509 作業系統ezgo 楊光輝, 陳國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516 製作你的第一本電子書 陳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523 威力導演11影音剪輯魔法師 李育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530 Inkscape+MyPaint自由繪 傅珍衡, 陳國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547 TQC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合訂本2013年版)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554 輕鬆學會SWiSH Max4多媒體動畫設計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561 Lumion 3/SketchUp即時景觀動畫製作 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578 Google!Android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入門 蓋索林(Gasolin)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241585 就是愛玩Dreamweaver CS6: 網頁、美化、特效、設計采風設計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592 一畫就可愛!鋼珠筆彩繪真簡單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608 輕鬆學會Excel 2013的12堂課 曾新民, 蘇煥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622 Flash CS6入門與動畫概念 貝拉編 其他 1

9789572241639 人本X互動: 有溫度的思考，讓設計滿足使用需求Andy Pratt, Jason Nunes著; 吳國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2241646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 Illustrator CS6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653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 Photoshop CS6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660 專案管理概論:以最新Project 2013做實際演練! 何春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677 數位出版解密: 設計數位刊物一定要懂的技巧與思維Sandee Cohen, Diane Burns作; 劉非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684 看!就是比你早下班: 邁向Excel 2013の職場達人之路李馮君, 汪繼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707 Visual C# 2013視窗程式設計 黃聰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707 Visual C# 2013視窗程式設計 黃聰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714 就是愛玩網頁設計: Photoshop CS6、Flash CS6、Dreamweaver CS6三合一采風設計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721 微軟MVP的ASP.NET專題實務. II, 範例應用與4.5新功能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738 Dreamweaver CS6/CC & PHP6網頁資料庫範例教學: AJAX+CSS德瑞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745 色鉛筆輕鬆畫,一筆畫出幸福感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769 DB2系統維護管理藝術 王飛鵬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776 HTML5新世代網頁建置: 新手也可以快速設計出專業網站Matt West著; 林盈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783 CSS3網頁設計優化: 新手也能快速打造跨平台網頁Ian Lunn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790 日文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572241806 Linux系統管理與網路管理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1813 TQC行動裝置系統應用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1820 AutoCAD 2014電腦繪圖基礎設計與應用 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837 計算機概論: 考前衝刺60天 余忠潔編 平裝 1

9789572241844 TQC+AutoCAD 2014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1851 Google Android SDK程式開發應用實務 劉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868 就是愛玩會聲會影X6: 拍攝、剪輯、編修、分享采風設計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875 我的第一本超簡單鉛筆素描簿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882 創意手作: 改造達人的51件生活雜貨提案 于佳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899 IBM Informix 11.x系統管理與開發指南 陸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905 前進四技科大升學秘笈: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蔡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912 52堂培養創意的藝術課: 以畫筆及各式複合媒材玩創作Susan Schwak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929 輕鬆學會Word 2013文書處理的12堂課 曾新民, 蘇煥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936 一次擁有Linux雙認證: LPIC Level II+Novell CLP11自學手冊楊振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943 1分鐘簡單學會超可愛手繪 飛樂鳥編 平裝 1

9789572241950 AutoCAD 2014室內設計製圖 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1967 弄影玩藝: 結合影像與複合媒材的創意手作 Susan Tuttle, Christy Hydeck著; 李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974 致：網路世代的小編:掌握關鍵字/寫出影響力/提升文案吸睛度Michael Miller著; 陳鴻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1981 打造HTML5+CSS3網頁設計法則: jQuery行動加碼德瑞工作室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1998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hotoshop CS6曾慶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001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Illustrator CS6鄭怡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018 圖像傳達力：說服讀者×老闆×客戶的視覺資訊圖InfographicsMark Smiciklas著; 劉凡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2242025 手作癮、愛攝影：拍出手工藝品的個性與質感 Heidi Adnum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049 多媒體網頁設計：PhotoImpact X3+Flash CS6+Dreamweaver CS6創意極效應用呂聰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056 TQC+AutoCAD 2014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063 Android APP程式開發剖析 張益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070 網頁設計的101項法則: 動手前一定要知道的大小事Scott Parker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087 非常好色. 9, 美工魔法秀 張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094 創意影片動手做 蘇世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100 Premiere Pro CC影音編輯製作精粹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117 人物漫畫技法: 完全掌握0-99歲的男、女畫法 C.C動漫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124 計算機概論. B: 黃金總複習 許志瑋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2131 豐盈心態養孩子: 蔣佩蓉的4Q孩子成長書 蔣佩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148 計算機概論. A: 黃金總複習 三加一資訊工作室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2242155 SketchUp 2013 3D基礎建模設計 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162 一次擁有Linux雙認證: LPIC Level I+Novell CLA11自學手冊楊振和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2179 After Effects CC影音特效製作精粹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186 TQC+網頁設計認證指南Dreamweaver CS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193 粉蠟筆的奇異世界: 36種畫畫練習,生活小物一次上手飛樂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209 Windows 8.1快速上手: 初心者活用100+招 徐子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216 打造不敗的創新方案: 101項設計思考法則 Vijay Kumar著; 張書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2242223 門市服務丙級學術科解析 黃吉米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230 WordPress七天速成班: 打造吸睛的風格化網站與部落格Alannah Moore著; Muki W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247 DB2設計、管理與性能優化藝術 王飛鵬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2242254 Visual C# 2013學習經典 蔡文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261 3D虛擬實境設計: FancyDesigner的實務應用 呂育德, 曾炳榮, 周家豪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2278 SketchUp 2013室內設計基礎與運用 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285 DIY!2014素人的電腦問題故障排除 PC MAN著 初版 其他 2

9789572242292 輕鬆學會PowerPoint 2013簡報設計的13堂課 曾新民, 蘇煥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308 征服C語言程式設計: 資料結構與程式設計競賽精解李啟龍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2315 YAMMY!色鉛筆的廚神美食手繪帖 飛樂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322 色鉛筆的花卉草本手繪帖 飛樂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339 微軟MVP的ASP.NET 2013核心教材: 使用C# 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346 奇幻電繪Wonderland: 跟著繪本職人學Painter&PhotoshopCarlyn Beccia著; 劉非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353 輕鬆學會Office 2013的18堂課 曾新民, 蘇煥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360 DIY!2014素人的電腦組裝與選購 PC M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377 8051 KEIL C: 紅外線介面專題製作. 入門篇 陳明熒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384 專案管理概論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391 什麼才是好LOGO: 一窺知名品牌的商標設計手法Bill Gardner著; 吳國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407 Writer文書處理自由學 黃萬侯, 盧浩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414 PhotoImpact X3: 數位影像玩樂趣 吉姆頭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2421 Visual Basic 2013程式設計 陳惠貞, 陳俊榮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438 網際網路任我遨遊 李育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445 看完再動手!這樣做審查資料就對了 曲慧娟等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09730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AutoCAD 201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8080 威力導演12: 數位影音玩樂高手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38097 Visual Basic 2013學習經典 蔡文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452 行動設計之鑰:打造出讓使用者一見鍾情的手機APP UI /UX設計傅小貞, 胡甲超, 鄭元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469 Android BSP與系統移植開發 韓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476 微軟MVP的ASP.NET學習教材: 使用VB 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483 Word 2013: 文書處理我最行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490 為什麼他接的案子比我多？設計業界潛規則，讓你接案上班都無往不利Michael Janda著; 陳鴻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506 啊哈C!蹲馬桶就能看懂程式的邏輯訓練 啊哈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513 銀髮族的快樂電腦時間: Office 2013四合一 陳敏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520 看!就是比你早下班: Word/Excel 2013職場的實踐技恒盛杰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544 Scratch: 遊戲、動畫、快樂學 蔡俊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551 動一動鉛筆,畫什麼都好簡單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568 生醫影像處理的臨床應用 劉建緯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2575 資料結構: 使用C語言 陳會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582 Artlantis 5室內外透視圖渲染 陳坤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599 52堂激發靈感的繪畫課 Deborah Form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605 送你一份禮：讓顧客、收禮者一見傾心的商品包裝法Viola E. Sutanto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612 為什麼你的設計被打X: 深入23位設計界頂尖人士的思考世界Christina Beard著; 劉非予,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629 PhotoCap 6.0影像處理大進擊 黃婉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636 軟體雜貨店: 80+款大家都說讚的自由、免費軟體黃德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643 Visual Basic 2013程式設計18堂特訓 李啟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650 影音剪輯玩樂趣-GIMP/Kdenlive/Imagination/Audacity/DVDstyler應用一把抓蔡俊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667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黃豐原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674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解析 蔡志鴻, 陳書曼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681 數位邏輯總複習(含實習) 楊東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698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析 陳銘平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704 30天考前衝刺秘笈: 基本電學 楊東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711 基本電學(含實習)總複習 楊東海編 平裝 1

9789572242728 資訊教育 簡良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742 GIMP: 數位影像處理超easy 林璟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759 TQC+網頁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Dreamweaver CS6吳玄玉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2766 享受慢時光！用色鉛筆描繪浪漫生活 飛樂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773 Access 2013進銷存管理系統實作 新鑫資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780 資訊教育 林裕集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242797 跨視界: 24位設計師的跨界新思維 NewWebPick編輯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803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4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2810 古典風漫畫技法解密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827 不一樣的Node.js: 用JavaScript打造高效能的前後臺網頁程式錢逢祥, 蔡政崇, 林政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834 資訊科技概論 蔡志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242841 喵嗚: 色鉛筆下的喵星人物語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858 免費文件製作很Easy: OpenOffice.org 4.x自由學習趣陳敏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865 色鉛筆魔法屋!: 一星期畫出1000種溫馨小物 飛樂鳥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872 實用R程式設計 郭英勝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889 Objective-C程式設計入門 黃聰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896 Impress: 簡報自由學 蔡文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902 SketchUp 2014/Lumion 4建築設計與景觀動畫製作陳坤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919 快速打造超人氣網站：擄獲網友、粉絲注意力的26個網路行銷密技Stephanie Diamond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926 色鉛筆輕鬆畫,一筆畫出療癒系小物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2933 Access 2013資料庫入門與實作 陳會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940 TQC+編排設計認證指南InDesign CS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2957 Java與Android技術整合應用: 手機/平板/電腦無線點餐系統實作張益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964 網路行銷特訓教材 趙滿鈴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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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242988 3ds Max學習手冊: 入門到動畫製作 李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2995 新思維系列: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 陳惠貞, 陳俊榮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008 HTML5遊戲開發: 使用Canvas、Node.js、CSS3、Box2D向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015 Blender建模與動畫入門 江漢榕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022 TQC+AutoCAD 2015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039 iCloud雲端資料管理: 建構iOS和OS X資料的實作指南Jesse Feiler著; 鄧維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046 Illustrator CC商業視覺設計 陳盈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053 3秒鐘按下BUY IT的秘密：網站這樣賣東西，才有說服力謝松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060 看不懂程式也能輕鬆應用的Excel 2013 VBA巨集活用200例楊玉文, 陳智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077 Photoshop建築與室內設計之透視圖表現 陳坤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084 抓住燦爛瞬間: Sony DSC QX10/100:隨手拍的影像魅力陳思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091 計算機概論. B: 黃金總複習 Roberto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2243107 搞懂Excel 2013: 精通試算表的13個範例講堂 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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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24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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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243138 PHP與MySQL入門與實作: 使用WebMatrix 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145 Photoshop創意設計密碼 馬博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152 搞懂PowerPoint 2013 : 設計滿分簡報的範例講堂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169 錢進遊戲: 讓玩家為你的創意買單! 王世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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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243183 30天考前衝刺秘笈: 數位邏輯 楊東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190 自己的品牌自己做: 企業自媒化，營造忠實顧客群的品牌經營方針Michael Brito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206 TQC+AutoCAD 2015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213 搞懂Word 2013: 製作完美文書的範例講堂 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220 來玩紙膠帶!101+個實用又有趣的紙膠帶應用ideaCourtney Cerrut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237 設計菜鳥不用怕: 接案前要學會的影像編修帖 創銳設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244 不能說的秘密: Photoshop人像攝影調色聖經 鍾百迪, 張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251 單晶片8051 KEIL C實作入門 陳明熒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243268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入門 陳木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275 你該怎麼賣設計?: 瞭解、定義與行銷設計作品的價值Jenn Visocky O'Grady, Ken Visocky O'Grady著; 林易騰, 劉非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282 軟體測試之鑰: 微軟一線測試專家技術精華 史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299 實作中精熟C++ 許金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305 你也會寫Android應用程式: App Inventor 2設計教本黃建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312 設計菜鳥不用怕: 接案前要學會的商業設計帖 創銳設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329 學會Excel數據處理的必修課：把數字轉成圖表沒有那麼難！恒盛杰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336 兩個輪子一個島,這樣走、那樣玩: 環島生活+路線指南全紀錄沈思, 溫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343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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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243367 拍出滿分吸睛度: 與好友、社群分享日日生活的美好Jennifer Young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374 LibreOffice 4.x快樂學 蘇世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381 目丁兔の色鉛筆教室：看見什麼畫什麼，我的生活超可愛目丁兔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398 就用紅x藍x黑,畫出你的小宇宙 目丁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404 會聲會影X7: 影片剪輯、特效玩樂高手 蔡德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428 威力導演12: 影音.剪輯.魔法秀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435 使用者至上:重視瀏覽體驗，規劃出絕佳網路產品的思考秘訣Randy J. Hunt著; 林書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442 Illustrator CS6創意學習趣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459 計算機概論考前衝刺60天 余忠潔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466 Excel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楊明玉編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總策畫 平裝 1

9789572243473 Word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總策畫 平裝 1

9789572243480 AutoCAD機械設計實務 魏廣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497 玩轉3D列印: 用Autodesk創造你的第一個3D列印作品!John Biehler, Bill Fane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503 變身全方位Photoshop手繪達人的10堂養成課 目丁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510 Google這樣玩就對了! 陳敏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527 DIY!2015素人的電腦問題故障排除 PC M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534 看完再動手!這樣做審查資料就對了 曲慧娟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541 設計菜鳥不用怕: 接案前要學會的版面設計帖 創銳設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558 Adobe DPS輕鬆學: 多媒體APP電子書製作與上架戴孟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565 如何設計好用的App UI: 打造吸睛的智慧手機、平板電腦介面一定要知道的技巧創銳設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572 DIY!2015素人的電腦組裝與選購 PC M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589 攝影大師教會我的美食攝影秘密 Nicole S. You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596 簡單好玩的塗鴉趣！隨手畫出你的開心每一天I目丁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602 學程式，一步步來！先搞懂，再驗證的Scratch+fChart程式設計邏輯課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619 跟國際攝影大師學商業級人物攝影 Frank Doorhof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633 第一次寫Visual Basic 2010就上手: 18堂範例學習課張逸中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640 搞懂Office 2013: 學會Word+Excel+PowerPoint的範例講堂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657 東方美人繪: 結合水彩與水溶性色鉛筆的人物X靜物手繪帖C.C動漫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664 威力導演13: 數位影音玩樂高手 蔡德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671 Big Data: 驅動大企業的幕後推手 Bill Schmarzo著; 張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688 設施管理者的BIM指南：使用BIM建築資訊模型，有效提升 建築生命週期的管理與維護IFMA作; 張律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2243695 Visual Basic 2010程式設計Easy try 劉超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701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AutoCAD 2014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3718 蔬食的饗宴:83道主食X小點，人人都可輕鬆享用的無肉料理安安貝拉, 樊榮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725 實作中精熟C語言 許金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732 賣萌喵星人的水彩彩繪時光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749 Access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章美蘭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3756 Raspberry Pi嵌入式應用程式開發: 使用Java 張益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763 TQC+編排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InDesign CS6 謝健騰編著 平裝 1

9789572243770 Excel數據分析辭典 李杰臣, 高飛編著; 謝雅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787 Scratch 2.X用積木玩程式設計 高慧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794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解析 黃吉米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800 LibreOffice Impress 4.X: 簡報設計一點通 張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817 Inkscape: 繪圖真easy 張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824 我的簡報會說話: 釋放PPT的思考力和說服力 恒盛杰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831 不藏私的SketchUp 2015室內設計必學技巧 陳坤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848 資訊教育 林裕集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243855 GIMP影像、繪圖、自由玩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862 一招出好片: 一次搞定Photoshop去背X合成X文字X濾鏡影像編修陳知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879 GoPro攝影無極限: 天際線上、海平面下，拍出無限生命力布拉德福特．舒密特(Bradford Schmidt), 布蘭登．湯普森(Brandon Thompson)著; 李祐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886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莫爾工作室, 林韋利, 楊秋梅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893 Node.js模組參考手冊 錢逢祥, 蔡政崇, 楊傑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909 Swift 程式設計入門 彼得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916 Unity自由軟體冒險王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923 Excel 2010試算表學習真easy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930 聯手出擊!Photoshop+Illustrator CS6的平面設計活用術創銳設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947 TQC+數位媒體出版認證指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3954 你也會寫Android應用程式: App Inventor2專題製作黃建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961 我的數字會說話: Excel數據IN、圖表OUT的活用術恒盛杰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978 精通Dreamweaver CC與PHP·MySQL實例整合應用經典李志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3985 Scratch 2.X程式設計輕鬆學 林裕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3992 療癒手栽,溫暖好食:三十一種撫慰人心的手栽花果,十四道抒壓好味飛樂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005 設計菜鳥不用怕：接案前要學會的平面設計帖 創銳設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012 App Inventor 2: Android行動應用程式開發設計 王文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029 精通Joomla架站技巧: 規劃x建置x管理 黃聰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036 架站可以很簡單: XOOPS 2.5.X網站架設與應用 黃德文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4043 一個人的美食手帳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050 你不敢用的色彩 李杰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067 LibreOffice Writer 4.X文書處理一點通 陳皓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074 圖案設計的點線面: 從圓點、線條、平面,組成圖案的無限可能王紹強編著; 王村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081 用App Inventor 2拼出你自己的Android App 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098 不藏私的VRay 2.0 for SketchUp 2015室內外透視圖渲染技巧陳坤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104 吃好三餐,吃出健康：透過日常飲食，改善惱人文明病張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111 聯手出擊!Photoshop X InDesign CS6的商業設計活用術創銳設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128 愛上素描!隨心畫出生活點滴的輕鬆自學帖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135 計算機概論. A 黃俊宏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244142 中英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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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159 好好吃的下飯菜，配飯最對味：85道讓全家吃得津津有味的開胃料理安安貝拉, 樊榮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166 Google輕鬆玩,漫步在雲端: 全新+PLUS版 黃建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173 你不能錯過的jQuery指南: 實用X必用X拿來即用的350段程式碼+256個範例周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180 你不能錯過的CSS指南: 實用X必用X拿來即用的400段程式碼+151個範例趙榮嬌, 任建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197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析 莫爾工作室,楊秋梅,林韋利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203 Windows 7電腦玩樂趣 張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210 計算機概論. A(乙版) 洪瑞佑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244227 AutoCAD 2016電腦繪圖: 從規劃到3D列印輸出實務運用李明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234 第一次寫Visual Basic 2010就上手18堂範例學習課張逸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241 應用R語言於資料分析: 從機器學習、資料探勘到巨量資料李仁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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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4265 提升商業設計力的CorelDRAW X7必學活用技 蔡孟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272 計算機概論. B: 黃金總複習. 105年版 Roberto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289 體育老師沒告訴你的事 Joel Levy著; 陳鴻旻,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296 幸福人妻的美味餐桌: 從料理生手到烹飪女神的120道超有愛料理朴玧盈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302 別上了攝影的當!: 結合操作技巧X拍攝邏輯X個人視角,拍出你的風景故事<>雜誌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319 TQC+AutoCAD 2016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326 打造讓人一眼看懂的資訊視覺化圖表 李杰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333 AutoCAD 2016電腦繪圖設計. 基礎篇 陳坤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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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4357 TQC+媒體匯流與應用認證指南EPUB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364 Hello Joomla!一起跟著累積上百個網站實務經驗的老師傅學架站技巧傑哥, 葉昶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371 Scratch+Inkscape+Photocap遊戲、動畫、繪圖輕鬆學蔡俊平, 張志仁, 黃婉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388 計算機概論與應用 呂聰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395 TQC+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立體製圖認證指南SketchUP Pro 2015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401 實戰Cordova/PhoneGap的123個問題: 用HTML5+CSS3+JavaScript做出跨平臺手機App卜維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418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432 橡皮章的動手趣!刻出屬於你的正字標記 胡騫倩, 劉紅偉, 王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449 字型設計：關於文字與標誌設計的發想、技巧與經驗左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456 OpenCV程式設計參考手冊 毛星雲, 冷雪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463 TQC+創意App程式設計認證指南Inventor 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470 別上了攝影的當!: 結合用光技巧X擺姿X情境營造,拍出你想珍藏的人像<>雜誌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487 SQL Server 2014資料庫設計與應用實務 新鑫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494 雲端服務規劃特訓教材 楊朝棟, 張志宏, 台灣雲端計算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500 AutoCAD 2016電腦繪圖設計. 室內設計篇 陳坤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517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Photoshop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524 就是要玩翻天!55個創意無限X樂趣無窮的手作遊戲權智影著; 柯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531 Unity 3D遊戲設計從零開始 謝旻儕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548 種得開心X吃得健康X用得安心的香草生活: 動手做出50道有機料理+30款天然護膚品王梓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562 Java 8入門進階 位元文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579 Arduino實作入門與應用 陳明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593 好照片的光影美學: 解開攝影達人的用光秘技 李元攝影機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609 一個人的美味餐桌: 115道溫暖身心X營養滿分的單人份料理白成珍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616 TQC+AutoCAD 2016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62

送存冊數共計：46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800415 精彩Flash CS6動畫玩家 蔡國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538 SolidWorks科技產品造型與機構設計 梁景華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00545 精通UniGraphics NX10. 基礎入門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3800552 精通UniGraphics NX10. 進階應用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3800569 App Inventor 2應用程式設計 蔡國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4846 圖解建築入門 小平惠一著; 朱炳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853 圖解認知心理學 謝嘉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860 為什麼人這麼難懂?精神科醫師教你如何理解人心、建立溝通藤本修著;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877 圖解第一次買基金就上手 李明黎, 易博士編輯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070008 臨時需要的一句話: 韓語會話辭典4000句 閔敬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015 圖解日本語的原理: 用日本人的思維學好日文 王苡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022 Dorina老師的親子英文筆記: 媽媽是最好的英文老師楊淑如, 林斯郁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039 說出美國人的每一天: 連英文老師都在學的道地「口語美語」Kerra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046 大人的日文單字: 年過30,學日文的最後一次機會!須永賢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053 哈佛高材生的英單速記本: 哈佛高材生教你用一個「圓圈」,搞定所有單字!Leonard Hu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060 為什麼老闆不喜歡努力工作的員工: 用20%的時間,完成80%的工作吉澤準特著; 格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077 英文單字的奇蹟 吳宜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084 全圖解、10倍速英文文法 Proud publisher editorial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70091 我的第一本日本語學習書: 連韓星都是這樣學日文山野內扶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易富文化

易習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易博士文化



9789864070107 夾心主管的聰明管理學 中村勝宏, 鄭宏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114 韓語單字放口袋 金淑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121 餐飲業邪惡的賺錢祕密: 活生生、血淋淋的25條餐飲生存法則!日經餐廳原作; 石川森彥漫畫;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7603 親身經歷 房純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9822 手提電子琴彈唱教材 賴薇伊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813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冠科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專案編輯小組編輯 二版三刷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8313 丁水泉: 水彩油畫作品集: 臺灣行腳 丁水泉作 精裝 1

9789868228313 丁水泉: 水彩油畫作品集: 臺灣行腳 丁水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072 亞洲不安之旅 飯田祐子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具象專業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雲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果然文創



9789868840089 李繼開第四號詩集: 吃土豆的人 李繼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6182 這樣就會變年輕：天王天后不會告訴你的凍齡術林上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331 職人的手感吐司 吳克己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09533 7天健康瘦！絕不復胖的黑減重術 林黑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9557 零壓力,正能量紓壓著色系列. 放鬆集中 麥克歐麥拉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564 零壓力,正能量紓壓著色系列. 和平靜心 麥克歐麥拉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571 零壓力,正能量紓壓著色系列. 快樂能量 麥克歐麥拉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588 零壓力,正能量紓壓著色系列. 安詳寧靜 麥克歐麥拉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595 熱愛LUU BROTHERS L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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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56757 籤詩釋解專輯 東照山雜誌社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29556 一吻成新歡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63 一摔成人妻 唐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70 一偷成貴婦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87 神醫好苦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594 養妻好忙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00 皇夫好累 橙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17 棄婦成新富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東照山雜誌



9789862429624 紅袖添飯香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31 貴妻入寒門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48 跑堂千金 裘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55 那個大師有點怪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62 最強詐妻術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79 拐妻有密招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86 終結肉食男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693 爆肝小助理 唐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25898 美式食用英語: 餐廳入門 Lucia Hu編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7425904 TRAVELERS GO旅遊通行英語通 Doug Nienhuis等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7425911 TOURISTS WALK觀光暢行英語通 Doug Nienhuis等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7425928 BUSINESS TALKS在商言商 Doug Nienhuis, Courtney Aldrich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477 CAREER WORKS縱橫職場 Doug Nienhuis, Courtney Aldrich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484 LIFE MATTERS醫食育樂 Doug Nienhuis, Courtney Aldrich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491 New TOEIC LIVE PICTIONARY情境式實況圖典 Courtney Hall, Doug Nienhuis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507 New TOEIC TABLE DICTIONARY表列式讀解詞典Courtney Hall, Doug Nienhuis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514 New TOEIC TEST-TAKING MODEL模擬測驗&完全解說William Miller, Gavin Romayne英文編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6809521 New TOEIC TEST-TAKING MODEL模擬測驗&完全解說William Miller, Gavin Romayne英文編輯 精裝 第2冊 1

9789866809538 New TOEIC TEST-TAKING GUIDE應考策略指南&核心單字片語William Miller, Gavin Romayne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545 彬彬有禮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552 關於自己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569 談論議題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576 繪聲繪影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583 展現自我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590 合作無間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宜新文化



9789866809606 衣食住行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613 生活點滴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620 出門在外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9789866809637 閒暇時光 Adam Matteson, C. J. Ditzenberger英文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343 這樣吃,可以對抗癌症 于康, 石漢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350 吃出抗癌力: 10大癌症X10大抗癌食物 徐力, 鹿競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367 這樣吃能治便秘 柴瑞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986711 好讀雜阿含經. 第一冊. 卷一至卷十 求那跋陀羅尊者翻譯; 臺大獅子吼佛學專站編註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827 空花水月 聖嚴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6834 求法與弘法: 漢傳佛教的跨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于君方等作; 釋果鏡, 廖肇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841 生死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858 心的詩偈: 信心銘講錄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6865 雪竇七集之研究 黃繹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872 正信的佛教 聖嚴法師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986889 正信的佛教(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902 六十感恩紀: 惠敏法師訪談錄 侯坤宏, 卓遵宏訪問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9426 英國鐵道自由旅行精品書: 自由行高手專用的極緻進化版導覽書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3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9789865879433 JRpass.新幹線日本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七版 平裝 2

9789865879457 札幌北海道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六版 平裝 2

9789865879464 德國鐵道自由旅行精品書: 持pass坐德鐵遊德國: 最簡單的自由旅行方程式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5879471 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鐵道自由旅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5120 歷代淨土祖師的故事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168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臨描本)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182 佛說無量壽經 (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205 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236 金光明最勝王經 (大唐)三藏沙門義淨奉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250 一條妙修行路 夢幻老人著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267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的故事 吳重德圖文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274 佛說摩利支天經會集 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797 龍瑛宗先生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5 陳密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8797 龍瑛宗先生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5 陳密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4095 味之宿: 究極旅館美學 林凱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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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明新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欣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和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1717 物權法 王利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1724 合同法 王利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1094 期貨之王: 從10萬到20億,55位打敗死神的戰神交易筆記陳邦華, 法意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4615 重頭學，獲利就加倍!: 不看盤，獲利更簡單2 阿斯匹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4639 月薪百萬憑什麼? 陳鈞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83018 雨滴小集30週年攝影紀念專輯 王永昌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477 釀酒: 米酒、紅麴酒、小米酒、高粱酒、水果酒、蔬菜酒,釀造酒基礎篇徐茂揮, 古麗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484 雞蛋糕: 6種雞蛋配方,隨意變化鬆軟、扎實與綿密的口感黃裕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491 進擊的勇氣: 從23歲到56歲,勇氣沒有年齡限制,隨時可以全心投入,爭取自己的舞臺!幸福文化勇氣探險隊企劃.採訪.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802 餐桌上的危機: 基改食物大解密 靠自己的力量吃出安全的三餐陳儒瑋,黃嘉琳 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5240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15 2015國家卓越建設獎執行委員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雨滴小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法源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意資產管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4216 拾在肯愛你: 肯愛社會服務協會年報. 201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826 盟福婚姻: 經歷天堂臨到你婚姻的四部曲 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 黛比.莫里斯Debbie Morris)合著; 王建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833 不同凡想的自由式人生: 帶你進入全然釋放的豐盛生命鮑伯.漢普(Bob Hamp)著; 王建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888 蒙福教會: 使你所愛的教會得以成長的簡單祕訣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著; 徐秀宜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2525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5年度報告 林大利等作 平裝 1

9789868542525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5年度報告 林大利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3582 與社會交往的藝術: 香港臺灣交流展 吳瑪悧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7120 臺灣小吃營養大解析. 北臺灣篇 游能俊等編輯; 許碧惠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9027137 臺灣胰島素注射指引. 2015 王朝弘等編輯 貳版三刷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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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衛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9789869027144 臺灣小吃營養大解析. 中臺灣篇 林國誠等編輯; 許碧惠, 林旻樺, 蘇秀悅主編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0234 自立少年服務工作指南 CCSA全國自立少年資源中心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9815 敏捷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用實務: 邁向敏捷成功之路許秀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3559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 林寶貴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7819 講說關公暨三國忠義故事: 師資培訓成果專輯. 第一期蔡翔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0804 閩客語演講稿優良作品成果輯: 閩南語.客家語 陳秋貴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母語教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打狗文史再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關聖文化弘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5813 新濱老街木工班: 一場關於文化與城市的再興運動曾愉芬等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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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629 御風而起「想在你前面、守在你身邊」推展社工人員專業督導故事集李建寧採訪撰稿 平裝 1

9789869061629 御風而起「想在你前面、守在你身邊」推展社工人員專業督導故事集李建寧採訪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400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夢想: 婦運,不能沒有妳: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成立20週年紀念刊傅孟麗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3707 飛越半世紀的港都護理 張素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5110 計劃管理標準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臺灣分會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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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0051 青春盤絲洞: 青少年的癡狂迷思 社團法人臺北市生命線協會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10068 老神在在: 老年人的關懷照顧 社團法人臺北市生命線協會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生命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臺灣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社工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婦女新知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4524 新住民現況與未來: 實務工具書 王世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8912 ZDA十年史 陳彬弘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9794 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專刊. 2015第二十二屆 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像學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816 臺灣手語聖經辭典 陳育麟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536 聖經: 新舊約全書(臺語漢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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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汗得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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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民臺語聖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性影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市牧德關懷協會



9789868904613 小建築.太陽房子: 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 游雅婷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5122 活栗心行動社造讀本. 一, 網路聯栗 王本壯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8695139 活栗心行動社造讀本. 二, 青村履栗 王本壯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5827 禪宗十牛圖解說 釋善祥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985834 如何修持好善業五戒淨法: 殺戒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4476 南美展: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三屆 施如義, 洪明正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97155 病歷資訊管理管理師暨檢定考證照.病歷資訊管理題庫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3333 臺灣野鳥生態: 林玉堂攝影集 林玉堂攝影創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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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南美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社區培力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2946 贏在企劃專業的起跑點: TBSA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學習手冊社團法人臺灣商務策劃協會作 2版 平裝 1

9789868462953 贏在企劃專業的起跑點: TBSA商務企劃能力初級檢定學習手冊鄭啟川, 趙滿鈴, 洪敏莉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3411 主啊!我是一個媽媽! 黃贊彥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2302 建築水資源與給排水期刊. 創刊號 社團法人臺灣給水排水研究學會[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0415 兩性角色與教會服事 施如柏, Robert L. Saucy作; 王如君, 郭梅瑛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422 讓神裁決: 處理論斷的負面效應 沙品敦作; 蔡明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417 好運自己來. 2016年 卡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417 好運自己來. 2016年 卡羅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歡喜八方健康心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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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給水排水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策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推喇奴爸爸學校推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9301 靜波人生: 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 許麗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7605 設計師X媒體X屋主超完美裝修關係. Vol.2, 為空間尋找出口幸福空間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612 幸好我有這樣做!實用住宅改造達人の裝修計畫書周建志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93935 精油生活家特刊 花漾芳療學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163 花子小姐是誰呀? 古川拓文.圖; 陳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91980 潑墨: 流瀉白際的水墨基礎畫集 鄭中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997 3ds Max遊戲動畫視覺特效 盧俊諺著 其他 1

9789863792017 用C++開發頂級多執行緒網路函數庫Muduo 陳碩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024 比C還簡、捷：使用Go Web快建網頁 謝孟軍著 平裝 1

9789863792031 Photoshop平面廣告美學精粹 銳意視覺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2093 在穿戴裝置上領先眾人：立即投入Apple Watch的開發小波, 老鎮編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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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漾芳療學院

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9789863792109 全球最大的商業分散式叢集實作: 淘寶技術長親手教你Paxos及ZooKeeper倪超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116 比開發者更高境界──頂尖Google手機工程師教你分析Android 5.0原始程式碼劉超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123 兒童圍棋. 初階篇 李昌鎬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92147 美少女漫畫圖鑑. 動作姿態篇 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154 美少女漫畫圖鑑. 從局部到整體篇 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161 跟世界名人說英語: 精彩解析句型語法、單字運用、情境對話金利主編 平裝 1

9789863792178 SketchUp速繪美學: 輕鬆駕馭室內設計 滕金紘, 魏奇肋 著 其他 1

9789863792185 設計不設限:Photoshop CC平面廣告經典設計228例傅小芳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2291 世界第一的大數據分析工具：Elasticsearch輕鬆上手高凱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307 王者歸來──JavaScript最具代表性的420個範例張鑫, 薛莉穎, 高茹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338 第一名的電腦主從熱備，Corosync及Heartbeat的DRBD實作陶利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345 視覺極簡設計原則：Apple iOS 從擬物到扁平革命趙大羽, 關東升著 平裝 1

9789863792376 人物場景這麼做──Panda3D、C++、Python專業商用3D引擎劉暉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383 叢集管理王者Nagios：伺服器、網路零當機時代來臨陶利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390 打造極度好感肌．4週有效：從內到外超實用養顏、護膚、瑜珈、經絡美容事典雙福, 于曉寧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413 蘋果最害怕的科技大神：Android之父--安迪‧魯賓張樹聲, 陳斌, 朱國文著 平裝 1

9789863792420 圍棋高手的第一步：簡單易學，學了就懂─李昌鎬的兒童圍棋教室李昌鎬著 平裝 1

9789863792437 石頭上の萌樂園,開張!平塗.勾線.立體: 手繪繽紛創意世界漫果著 平裝 1

9789863792505 26種恐怖情人 天王遙著 平裝 1

9789863792512 RWD跨平臺響應式網頁設計 李仲傑著 平裝 1

9789863792529 AngularJS快速上手: 實務範例教學 姜琇森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536 王者歸來: WEKA機器學習與大數據聖經 袁梅宇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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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4096 彩百合 合誌作; 休曼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84331 彩百合 合誌作; 休曼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84362 艦隊收藏: 艦COLLE. 吳鎮守府篇 合誌作; 休曼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旺福資訊圖書



9789865784430 彩百合 合誌作; 休曼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84478 排球少年同人合集: 影山X日向 同人作家作; 休曼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4485 排球少年同人合集: 影山X日向 同人作家作; 休曼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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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4521 夏黎明教授紀念文集 許淑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4521 夏黎明教授紀念文集 許淑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2623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其他 1

9789869162630 女王 陶的响宴: 蔡明珠陶藝創作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4578 LED照明市場趨勢分析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585 智慧終端應用引領晶片新發展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592 從終端應用探究晶圓製造新商機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608 穿戴裝置發展新商機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615 新世代智慧車輛誕生: 車用電子成為各界新寵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622 掌握新商機: 迎接物聯網與Big Data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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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東瑩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兩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東臺灣研究會



9789869011747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正心: 永遠的正心中學校長: 吳友梅神父周麗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1754 翻轉 蘇華齡等撰文 初版12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021 跳跳村裡的菈菈 韋卉庭, 宋惠美教案設計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038 菈菈的夢幻城堡 韋卉庭, 宋惠美教案設計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045 魔法王國科斯塔 宋惠美, 蔡珣蓉, 陳玉鈴教案設計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052 三頭妖古力與大頭妖蟋蟀 宋惠美, 蔡珣蓉, 陳玉鈴教案設計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5726 太巴塱沙娃公主 那麼好. Y讓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7406 布拉旦裡的太魯閣人 花蓮縣秀林鄉手工藝文化藝術產業協會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48540 春之賞. 2015: 藝桐洄瀾客家情國際藝術交流展專輯鐘義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洄瀾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花縣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手工藝文化藝術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孟德爾頌樂器社



9789868731271 花蓮縣洄瀾詩六十風華百年洄瀾: 六十週年社慶暨海峽兩岸名家詩書畫藝術聯展專輯. 第九集余國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1271 花蓮縣洄瀾詩六十風華百年洄瀾: 六十週年社慶暨海峽兩岸名家詩書畫藝術聯展專輯. 第九集余國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2836 明朝王爺賴上我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72843 明朝王爺賴上我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72867 助妳幸福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874 淨化謎蹤 J. D.羅勃(J. D. Robb)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881 我的樓臺我的月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898 心動那ㄧ年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72904 心動那ㄧ年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72928 豹吻 單飛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72935 豹吻 單飛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72959 這個殺手很好騙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966 春天的醜聞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池明燁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72973 酷酷上司不給愛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980 下屬女友假賢慧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997 小妾比天大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901 下一步,愛情 茱麗.嘉伍德(Julie Garwood)著; 姚佩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0708 易學: 人生的羅盤 吳胤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學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5

易學國際顧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1418 文創、通識與治理 張壯熙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1418 文創、通識與治理 張壯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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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457247 金融法規彙編 七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7001 過客與歸人 梁安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18 我的故事,我的歌 簡海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25 驚變: 詩集 嘯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32 燕子歸來: 五十年的相許 胡志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49 白雪鐵道莫斯科: 齊瓦哥醫生的生死戀 波里斯.巴斯特納克著; 胡志成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56 還我自由: 一位唐人街外賣郎的獄中告白 鄭海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63 美國生活忙、盲、茫 周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70 東西南北中國人: 細談如何在大陸做生意 龔如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87 新大陸上的八條線 周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094 唱「情人的黃襯衫」的少年 彭南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719 思想者的側影: 屏住氣,能聽到那些思想者的空谷足音李伯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726 漫談美國總統 周勻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5712 夢.開始 林水樹編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采薇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林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管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166144 思春鬼的兩人 反轉邪郎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789 九~neuntöte~ 結賀理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819 Bugsy: 新宿搏命賭徒 森遊作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007 中學性日記 下田麻美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335 假面天使 若菜將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6069 狸公主的戀愛算計 水瀨真由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076 摩天樓的KING アリスソ(Earithen)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083 雷塔莉亞公主: 薔薇的海盜 氷栗優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090 哥哥是狼人 河口桂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106 (黑)天使 林原翔一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151 老公就愛人家只穿圍裙 西臣匡子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182 黑之館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199 雲頂學院 璇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205 處女之血: 緋色的晚餐 蜜樹海湖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212 inferno: 不被允許的愛 松本友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229 想扒光的男人們 源和貴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236 天空之音 筑波櫻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243 就連老師也春情蕩漾是怎樣? 久嘉明良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250 亂視之國的愛麗絲 肉倉亞沙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458 亂視之國的愛麗絲 肉倉亞沙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267 超絕異能妹 坂本光陽原著; 箸井地圖漫畫;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281 龍妃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311 摩天樓的王子們 アリス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328 好色的鄰人 克本累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342 愛的單行道 岡田和人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鴻



9789575166359 NPC: 與電玩美少女們的咚吱咚吱生活 改真志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366 絢爛的世界舞臺 Cuvie作; KIYI. 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380 Smoky B.B.: 煙霧魔球 小宮山健太原作; 河田悠治漫畫; 劉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519 Smoky B.B.: 煙霧魔球 小宮山健太原作; 河田悠治漫畫; 劉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410 田舍的結婚 唐沢千晶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489 調皮鬼靈精 秀樂沙鷺作; 堯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557 我倆的孤單之戀 友江文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571 相距只在3寸間 冰堂涼二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618 八百X九十九 鈴木小波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625 驚悚領域那由良 黑谷宗史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632 神明大人什麼都沒做喲 三国ハヂメ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656 UN-GO敗戰偵探.結城新十郎 UN-GO製作委員會原作; 山田J太漫畫; Nobunaga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663 37.5°C的淚 椎名千花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694 笨蛋全裸向前衝 入間人間原作; 井田博人漫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755 文明開化與古董: 霧島堂古美術店 淺田京麻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793 秘書魂 織田綺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816 還是...抱了再說 夏蓮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823 你是我的小宇宙 能登山圭子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6830 我喜歡你,請全都給我吧 栖山トリ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847 夢幻薩婆訶: 東京少女陰陽師 七尾美緒作; 蕭嘉慧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059 夢幻薩婆訶: 東京少女陰陽師 七尾美緒作; 蕭嘉慧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854 貪戀的熱帶魚 北川美幸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861 談場滿是謊言的戀愛吧 京町妃紗作; 貓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878 塔子小姐有個秘密 水澤惠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885 制服上的香草之吻 夜神里奈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103 制服上的香草之吻 夜神里奈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892 隆之介一點也不溫柔 淺野彩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908 正義魔法COS少女 光永康則原作; 豬丸漫畫;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922 灰姑娘的高跟鞋: 傲慢舊情人的危險誘惑 克本累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946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953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991 心連情結ON AIR 庵田定夏原作; な!漫畫;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004 貓奴。貓與男高中生 幹本耶江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011 陰晴不定的壞壞男友 文倉咲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028 honey*buddy甜蜜拍檔 朱神寶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035 少年底迪的俘虜 朱神寶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042 菁英同盟!! 岩岡美兔作; 秦不虫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7066 闇獵者 四隻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073 無法動心的新娘 深海魚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110 初戀淡如雪 京町妃紗作; 喵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141 KOH-BOKU(公僕) 未散苑緒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158 世界是由甜蜜的糕點打造出來的 不破慎理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165 銀白聖騎士 岡啟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172 初戀、單戀。: 再也無法只當朋友 小泉蓮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189 青春寓所 吉永友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202 戀的誘惑 青山十三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219 不良與病嬌的他們沒朋友 芳川由實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226 黑蔦宅邸的秘事 大海十夢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233 她還不懂戀愛 藤澤志月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240 妳相信愛情嗎? 新井清子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264 雲頂學院 璇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7288 動人的櫻桃 綾瀨羽美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295 偶像教主 七霧京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301 總有一天戀上妳 佐倉紫露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325 星之子 羽柴麻央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349 蝶啊!花啊!是戀愛! 立野真琴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356 天空的玉座 青木朋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363 KIGURUMI適合體 渡邊靜原作; 黑形圭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370 這叫姊妹! 倫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387 凡赫辛: Darkness Blood 河田雄志原作; 行徒漫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394 要吃貝果嗎?: 幸福咖啡餐點 野崎史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400 要吃貝果嗎?: 幸福咖啡餐點 野崎史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424 春x清 尾崎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7448 時空謎夢T 高橋美由紀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516 黑之館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7530 逼嫁Online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167639 逼嫁Online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167554 寂寞的人 齋藤賢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561 12歲。: 心 米田菜穗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7578 八重: 會津之花 松尾志世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585 一無所有下的藍天 西森博之原作; 飯沼勇気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592 愛玩契約 沖田東子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608 BuddyXBody籃球搭檔!!! 西園文子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615 板谷姊與牛山妹 葉月京原作; 折笠呂虎作畫;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445 緣結姬X透明君X隔壁殿 冰燈玉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8438 雲頂學院 璇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8223 暴動吧!小白花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168216 龍妃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8315 老師也在忍耐啊 蜜樹海湖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339 公主和騎士、與一旁的我。 朱神寶作; KIY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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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6421 談笑論岐黃: 只願世間人無病 何愁架上藥生塵。陳漢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98

送存冊數共計：105

法藏太極拳學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952 性.金錢.暴食症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王進偉, 陳夢怡合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9798 性別與設計: 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 殷寶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804 文物拍賣大典.2015 蒲欣慧, 孫楚雲, 范欣茂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828 書畫拍賣大典. 2015 范欣茂, 孫楚雲, 蒲欣慧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835 非非和她的小本子 林小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866 火柴棒姊妹 劉旭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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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40307 淨化: 死後世界帶回來的禮物分享 吳柄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6985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四屆 蘇麗春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35807 The Giving Lyo Huang[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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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飄驛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藝術家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9101 島嶼.浮城: 15則香港人在臺灣的生活札記 李雨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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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1787 結婚、搬家、開市、生孩子,第一次挑日子就該懂的農民曆常識柿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794 靈驗. 2: 我在人間找到拜拜真正的力量 宇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800 14天壽命多活40年!自體清除癌細胞 伊恩.蓋樂(Ian Gawl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817 神奇的西瓦心靈圓夢術: 突破極限實現你不敢奢求的人生荷西.西瓦(José Silva), 菲利浦.米勒(Philip Miele)著; 陳師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824 頭痛大革命: 每一個會頭痛的人都將受惠於本書的智慧,全球知名神經科醫學博士都大力推薦大衛.布克霍爾茲(David Buchholz)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831 鎂奇蹟: 未來十年最受矚目的不生病營養術 卡洛琳.狄恩(Carolyn De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848 問對了!神明才有辦法幫你: 問神達人問事祕技影音DVD+神準高效問神萬用筆記王崇禮, 柿子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5733 地區主義的政治邏輯: 以歐洲為主要考察對象 卜永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733 地區主義的政治邏輯: 以歐洲為主要考察對象 卜永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757 敷演與捏合: 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 楊明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757 敷演與捏合: 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 楊明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764 世界: 歐洲與亞洲的共通哲學旨趣 黃冠閔, 張國賢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788 同居共財: 唐代家庭研究 羅彤華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大(南師)藝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9500 幾何.流: 女人心系列 黃偉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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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017138 欣然有得: 何崇輝先生捐贈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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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2490 聖十字若望的靈歌 聖十字若望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301 三浦綾子: <>告訴我的故事: 原來,<>說透了人性三浦綾子著; 劉瀞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8495 英文求職履歷與面試: 技巧與範例全集 吳湘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77303 日本人就是這樣學五十音! 藤木勝子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6408 做個鹼性健康人: 最權威.最樂活.最輕鬆的酸鹼平衡法,找回身體自癒力!劉正才, 朱依柏, 鄒金賢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恆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日文本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山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亟子創意行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1450 收縮襯精品手作包: 用縮燙玩出超立體x多變化的雙重進階淑女包洪美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1467 快速機縫!: 一日完成的多功能包 郭珍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1474 Simple Sewing!幸福縫紉筆記: 43件必備的生活手作提案臺灣喜佳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1498 一眼愛上!: 凱莉的機縫手作包提案 凱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406 超Match!防水布與帆布的創意組合包 郭珍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413 機縫製造!型男專用手作包 古依立, 翁羚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6623 汽油生活 伊坂幸太郎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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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2328 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臺灣農民運動 楊渡, 簡明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335 杜斯妥也夫柯基: 人類與動物情感表達 蔡琳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366 流動、掠奪與抗爭: 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鄒崇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6588 啟蒙文獻摘鈔 楊振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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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秋水堂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飛天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春天出版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885182 侗族服飾藝術探祕. 上, 服飾篇 二版 平裝 1

9789575885199 侗族服飾藝術探祕. 下, 圖紋篇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1809 深淺讀唐詩 施逢雨, 洪若蘭作; 周書禾, 周書亦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41816 深淺讀唐詩 施逢雨, 洪若蘭作; 周書禾, 周書亦繪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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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3154 有白線的樹 廖震平作 平裝 1

9789868883161 所有的詮釋終將成為一個整體 王董碩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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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8722 微風往事: 那維風的兩岸心情故事 那維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88746 築岩居傅氏族譜 傅夢卿編撰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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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元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天懿敕五龍佛學院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天寫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1942 活用英文閱讀測驗精讀 陳啟賢, 陳明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92787 美國博士夢與共同成長路 李嘉文著 平裝 1

9789572892794 手球教學指引: 圖文解析 李嘉文著 平裝 1

9789868950504 手球裁判法: 文圖探討 李嘉文, 李立成合著 平裝 1

9789868950511 麟趾文集 李竹圍著 平裝 1

9789868950573 共譜榮耀時光 李竹圍, 李嘉文合著 平裝 1

9789868950597 律動舞青春: 圖文集 李慧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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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8330 四十自述 胡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354 共赴國難: 國共合作抗戰紀實 孫繼業, 孫志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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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2160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III, 自由 E L詹姆絲(E L James)著; 朱立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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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正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柏舟文化

建弘



9789865922542 職場最重要的小事: 職場強人憲哥教你縱橫職場的35個巧實力謝文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03 22K夢想高飛電視原創小說 李炎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58 交辦的技術(入門篇)：戒除「自己做比較快」的壞習慣，56堂當主管前要懂的必修課小倉廣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65 歡迎光臨丹妮婊姐星球:專屬於二百五Loser的心靈雞湯丹妮婊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72 豐和日麗攝影詩集. 2, 愛情的私密對話 田定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89 經營之神的初心.1：松下幸之助的互利哲學 松下幸之助著; 李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696 經營之神的初心.2：松下幸之助的經營原點 松下幸之助著; 李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702 經營之神的初心3：松下幸之助的職人精神 松下幸之助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719 經營之神的初心. 4: 松下幸之助的幸福之道 松下幸之助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733 丈夫的祕密 黎安.莫瑞亞蒂(Liane Moriarty)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757 貓先生有九條命 陳倩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757 貓先生有九條命 陳倩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764 2016年開運大預言之猴圖大展 天乙上人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771 暗夜奪情 雪洛琳.肯揚(Sherrilyn Kenyon)著; 馮伃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626521 宋詞三百首新譯 趙昌平,李夢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7508 豆漿291種妙用法 陳志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515 蔬果汁229種妙用法 都基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522 可以多活十年的飲食方式 王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539 創意思考動動腦 原來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07546 創意思考動動腦 原來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07553 <>對症食養方 臧俊岐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建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好生活制作所



9789869207577 做自己的醫生 康明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5518 妳留下的十一個約定 曾依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1624 雨夜送葬曲 林斯諺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67362 意外事件之空の戀 色如空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379 意外事件之空の戀 色如空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423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67478 月迷疏桐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461 月迷疏桐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485 沙漠王子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7492 寒武再臨. 卷一, <>篇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508 寒武再臨. 卷二, <>篇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539 暴力和親指南 絕世貓痞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7546 暴力和親指南 絕世貓痞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7553 暴力和親指南 絕世貓痞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7560 暴力和親指南 絕世貓痞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7577 暴力和親指南 絕世貓痞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7591 寒武再臨. 卷四, <>篇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607 星塵深處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7614 星塵深處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7768 星塵深處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7775 星塵深處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威向



9789862967621 情淺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638 東宮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645 東宮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652 第九號愛麗絲 拆野拆替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67669 寒武再臨. 卷五, <>篇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676 寒武再臨. 卷六, <>篇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690 青絲雪之鍾情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683 青絲雪之鍾情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706 鮮滿宮堂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7713 鮮滿宮堂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7720 鮮滿宮堂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7737 鮮滿宮堂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7744 折枝 困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751 折枝 困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782 寒武再臨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7799 寒武再臨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67805 原始再來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7812 原始再來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7829 原始再來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7836 原始再來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7843 沉迷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850 沉迷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867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67874 第九號愛麗絲 拆野拆替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67881 寒武再臨外傳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7898 沙漠王子. 8, 一世守候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904 總裁酷帥狂霸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7911 總裁酷帥狂霸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7928 總裁酷帥狂霸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8017 總裁酷帥狂霸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8024 總裁酷帥狂霸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7935 歲月間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942 歲月間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959 臣服之鞭下之愛 墨青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966 臣服之鞭下之愛 墨青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973 妻為上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997 妻為上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980 妻為上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8000 寒武再臨外傳. 2, 龍血族篇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222 教出中等孩子好成績 陳孜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46 隨意支配對手的說話術 何苓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53 拒絕力：不得罪人、不傷和氣的說NO 風動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60 新主管,坐穩位子前必須知道的10件事 陳珺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77 教出「情緒放鬆」孩子的順勢教養法 張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84 一開口就穿透人心：70個魅力自我行銷的得分話術風動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02 翻轉局面的詭辯術：學習律師無往不利的犀利談判技巧何苓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19 好員工才難帶 陳珺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33 為什麼爸媽不說教,孩子可以寬容、自律、自動自發？陳芳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40 懂得拒絕,才能教出好孩子 胡玲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57 能哈拉、會閒晃,才能幸福工作 史都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71 培育未來優質男人 陳怡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88 為什麼爸媽不催逼,也能激勵孩子積極表現 于文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95 讓老闆告訴你,這樣做才能成為A咖主管 徐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904 開場白就吸引聽眾: 演講、致詞、面試、簡報、人際......,新手也能輕鬆HOLD住全場!楊梅珍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57

風向球文化



9789869137911 不是孩子不優秀,是父母管太多: 不追求完美,是最好的教養技巧!胡玲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928 聰明制服術: 「巧妙反制」工作上種絆腳石人物,打造不對立、有效率的工作環境陳珺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935 教出正向態度的孩子: 讓負向情緒的孩子變積極樂觀並自我肯定陳芳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942 與孩子一起解決的53個教養難題: 讓孩子不會和你對抗的絕妙回應法!張淑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37959 教孩子受用一生的5件事 許育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966 幹嘛要用吼的啦! 米蘭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973 爸媽必須懂的45種肯定話術 陳孜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980 別為孩子拖拖拉拉抓狂: 找回孩子應有的能力與表現童利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997 每天存一點競爭力,從練習好情緒開始 米蘭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710 俄羅斯的鳴響雪松 弗拉狄米爾.米格烈(Vladlmir Megre)作; 王文瑜, 王上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4191 世界現況. 2015: 永續之路危機四伏 Gary Gardner等著; 李根芳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7030 留學美國中學 張錦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1777 現在是弘大Style 金愛珍著; 葛增娜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rendy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看守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哈佛人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6

拾光雪松



9789869108669 我的超人爸爸 KSB「我的超人爸爸｣製作團隊著; 金孝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676 Super Juinor M的Guest House,在韓國玩耍吧 Super Junior-M's Guest House Let's play in Kore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683 Play World環遊世界：認識世界各地朋友們的有趣故事著色書金愈宣作; 葛增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057491 超完美數位暗房: 風景攝影修圖秘技 蘇歷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767 熊熊: 卓毓彤的內心深處 卓毓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903 早安果汁,晚安沙拉: 1週2蔬果,變化365天防癌X抗老X不疲勞X代謝力UP的美味輕食料理文仁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412 極速飛行. 1, 覺醒 詹姆斯.派特森著; 周樹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900 極速飛行. 2, 逆境 詹姆斯.派特森著; 周樹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9105 我不是天生瘦. 2, 精雕+馬甲線+微笑線+美腿線,刻劃3D完美新曲線林可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570 聖劍使的禁咒詠唱 淡群赤光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9808 首爾排隊美食TOP.100: 讓急性子的韓國人也甘願排隊,美食部落客嚴選人氣美味餐廳劉志相作; 周奇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891 小雞之戀. 5, 我們永遠,在一起 雪丸萌原作; 松田朱夏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019 輕鬆拍出美麗散景: 由攝影專家傳授隨時能拍出迷人散景的技巧!河野鉄平等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125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0538 雨港基隆 ErotesStudio, 因幡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545 五月茉莉(EP1) ErotesStudio, 桂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668 妖怪留學指南 PUCKI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842 我的男友才不是殭屍呢 逢時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0866 龍騎兵的防禦工事 非瓴小說原作; 許瑞峰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0927 愛上一座山: 用5千多個日子拍下合歡山百變的美麗容顏張君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941 快樂冠軍: 不成功的第二名,卻是快樂冠軍 簡愷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958 Bonjour!起司蛋糕: 香醇x濃郁x綿滑,頂級烘焙名店Berko直傳,私藏我的法式幸福!史提夫.史裘費可作; 王晶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965 9月1日天氣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0996 超能劇組,Action 八爪魚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1047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第1版 平裝 第4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尖端



9789571061054 太陽默示錄建國篇 川口開治著; 何宜叡譯 第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1061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061368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061085 101公分的輪轉世界: 乘著輪椅看遍世界的美好 李妙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092 前田太太的幸福料理 王珠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115 總裁欺負人 紅棗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1122 殘月餘暉: 闇黑之心三部曲 亞莉珊卓.布拉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139 魔女的絕對道德 森田季節作; kyo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1146 霸劍皇姬阿爾緹娜 紫雪夜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1153 召喚學園的魔術史學 中谷榮太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3912 御用飯桶 萌晞晞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1160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1177 鈴蘭的調香師 羽千落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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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1061191 脫衣傳 大谷久作; 曾玲玲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207 曆物語 西尾維新作; 哈泥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214 信任遊戲 埃里恩.科里根作; 張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221 你是我的聖劍 大樹連司作; 曾玲玲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1238 Arist craisi穴藏惡魔. 1: for Elise 綾里惠史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252 逆文魔法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1269 新社員: 前奏就用來接吻吧 Miyak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276 杉杉來吃 顧漫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061283 B.A.D事件簿. 10, 繭墨佇足夢境與現實之間 綾里惠史作; 朱莉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290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1313 鶺鴒女神 極樂院櫻子作;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061320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61351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061375 國王遊戲 金澤伸明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382 有何不可 顆粒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1382 有何不可 顆粒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1399 HOTxHOT氣象觀察日誌 HAHA吉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405 戰鬥公主: 一起夢想的日子 艾唯恩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412 勇往直前❤灰姑娘 林珉萱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1429 星星的王冠 葉澄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436 聽你說愛我: 彆扭的王子 米奧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450 終末的眼淚 平茶織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467 學園公主養成法! 柚木時乃著; 蒼貓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1474 日常生活中的異能戰鬥 望公太作; 陳怡帆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1481 山海亂舞. 2, 圖錄失竊 默者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498 東京迷途魔法師 中谷榮太作; 劉又慈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504 Life alive!. 1, 與妳攜手揭幕的校園總選舉 朝野始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511 死航遊戲 振鑫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1528 光陰祕密 塔瑪拉.愛爾蘭.史東作; 游鈞雅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535 火心傳人 莎菈.J.瑪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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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61559 我,要成為雙馬尾。 水澤夢作; 楊佳惠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1566 HUNDERD百武裝戰記. 1, 變異覺醒 箕崎准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573 拿出男子氣概吧!倉田君! 齋藤真也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1580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61597 絕叫學級. 9, 惡夢的花園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603 罪惡螺旋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1610 超巨大密室殺人事件 二宮敦人作; 阿翔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627 佚名者之書 非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641 十二國記: 華胥之幽夢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658 唯色│微攝: 周琨瑾的性感寫真實作 周琨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665 緋色十字 三月兔漫畫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1672 唯妙唯俏☆COS社 陳漢玲漫畫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1689 戀愛教戰手冊 灰野都漫畫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1689 戀愛教戰手冊 灰野都漫畫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1696 WELCOME❤貝洛童話 魏思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702 四月一日同學與我的祕密同居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1719 神返少女 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1726 戀愛奇蹟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733 獸耳娘養成計劃 遠山繪麻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1740 和神明結怨 守月史貴著; 蔡知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757 少女的晚安回憶 笹木一二三著; NO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764 要你對我xxx! 遠山繪麻作; 曉宜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61771 真命天子為什麼還不來!!!!? 真已京子著; 向日葵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1788 黑惡魔的甜蜜制裁 Makino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1795 黑惡魔的甜蜜制裁 Makino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1801 謊言彼氏 キリシマンウ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1825 MAGI魔奇少年前傳: 辛巴達的冒險 大高忍原作; 大寺義史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1849 蛋黃哥漫畫 SANRI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870 全面監控. II, 反擊時刻 羅比森.威爾斯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887 廢柴撿到聖劍的結果 くさかべかさく作; 韓珮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1894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相樂總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1900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1061931 巴黎不出售: 人人有房住、生活低負擔的法國好宅新思維羅惠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948 10分鐘上菜: 從主菜、下酒菜到點心,3步驟完成一桌小澎湃栗山真由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962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1979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1986 國王遊戲 起源 金澤伸明原著; 山田J太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1993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2006 伯爵大人的秘密愛撫 天音佑湖著; Penguin chan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013 與初戀再次相遇 冬織透真著; 陳品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020 V.I.P決戰伸展臺 香純裕子著;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037 V.I.P決戰伸展臺 香純裕子著;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2044 蜜糖女孩*大作戰 酒井真由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2051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藍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2068 Canon DPP 4相片編修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075 美好的誕生: 繪出懷胎九月的幸福等待 金秀珍, 具潤美作;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082 LOVE兔!: 萌奇地物語 芽鳩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099 父債子還 羽宸寰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105 OUTBREAK COMPANY萌萌侵略者 榊一郎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2112 落第騎士英雄譚. 零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129 燭話夜談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136 劍與玫瑰 M.貓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143 寄居蟹之女 櫛木理宇作; 張鈞堯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150 粉墨戀習曲 林書玉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174 初戀怪獸 日吉丸晃作; 向日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2167 就是要妳愛上我 椎葉奈那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242 就是要妳愛上我 椎葉奈那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2181 少女結晶.心之聖誕生石 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2198 獅子與新娘 櫻乃美佳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204 神明大人x本大人x老公大人 坂野景子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2211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2228 初戀蒲公英: 無法坦誠我愛你 華夜著; 黃翊蘋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259 小貓的甜蜜嘆息 椎名愛弓著;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266 貓與我的星期五 重村有菜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2273 誘惑的同居邀約 優木那智著;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2280 媽咪,親親! 金東受作.繪;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303 太郎同學扭曲的愛: 只是因為太愛妳了 櫻田雛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310 微熱x發熱 後藤美沙紀作; 陳品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327 奔馳地朝向那坡道 藤生奈微作; 陳品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334 True Love: 禁忌摯愛 杉山美和子作; 向日葵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2341 兄妹換換愛 車谷晴子作;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2358 Lucy,Blue Sea!路雨希的性感寫真書 路雨希, 周明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365 Who Are You學校影像寫真書. 2015 KBS作; 鄒宜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372 手術刀與護唇膏: 溫柔醫師王樹偉的整形外科筆記王樹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396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402 黎明之神意 a.C原著; D51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2419 愛徒養成有賺有賠,後果請參閱本書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426 時光當舖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2433 皇女飼育手札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440 不會飛的蝴蝶與天空之鯱: 從遠方的蒼藍飛向盡頭手島史詞作; 紅豆佳譯人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464 那麼,來攻略異世界吧。 おかざき登作; 李珮華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2471 怕寂寞的蘿莉吸血鬼 相樂總作; 邱憶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488 EX! 織田兄第作; KOI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2495 與外星女孩締結的君臣關係? 語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2501 HUNDRED百武裝戰記. 2, 歌姬的戀曲 箕崎准作; Celi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518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525 超能力大戰 今井神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62532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2549 天獄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2556 引魂師 柴田亞美著; 米斐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2563 魔王付不出房租 伊藤大作; 蔡知均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2617 撩慾啊!醜臉書: UGLY BOOK Joseph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631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1062648 MAGI魔奇少年前傳: 辛巴達的冒險 大高忍原作; 大寺義史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2655 盟約的利維坦 舘津テト作; 丈月城原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2662 絕對雙刃TEA PARTY 柊たくみ原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679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2686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ATTO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2693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1, 第一章 王都的一日篇マシセダイチ作;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003 青年黑傑克 手塚治虫原作; 林武三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3010 Life Alive!與妳攜手揭幕的校園總選舉 ねこめたる作; 朝野始原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034 調教咖啡廳 中山幸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3041 鏈愛式神貓巫女 中山幸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058 狼少年今天也說謊了 namo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3126 ALICE OR ALICE妹控哥哥與雙胞胎妹妹 梱枝 りこ作; 磊正傑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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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2516 從素材開始玩手作!愛上花圈、花束、花禮的100個理由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707 世界花園搬回家!: 打造富有異國情調的住宅花園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905 芳香植物的新鮮療癒!: 打造芬芳幸福家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03 綠色幸福課: 跟著綠手指學園藝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961 讓身心靈都健康的香料植物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250 Grow it yourself: 打造田園城市!自己種自己吃的綠色革命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670 多肉迷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7893 少了巴菲特,波克夏行不行?: 史上最大企業的未來挑戰勞倫斯.康寧漢(Lawrence A Cunningham)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11 為什麼辣椒醬顏色越深感覺越辣?: 設計前不可不知的色彩心理學尚-蓋布里耶.寇斯(L'etonnant Pouvoir des Couleurs)著; 劉允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28 灰色人性: 發現潛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瘋狂 強.朗森(Jon Ronson)著; 林秋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42 用經濟學改變世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12個思考題羅伯特.梭羅(Robert M. Solow), 珍妮絲.莫瑞(Janice Murray)編; 林隆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73 神提案!: 跟史上最強提案高手耶穌學習 黃志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97 窮人為什麼變得更窮?: 洞悉金融運作陷阱,掌握經濟關鍵解方阿蒂夫.米安(Atif Mian), 阿米爾.蘇斐(Amir Sufi)著;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相見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65

送存冊數共計：172

麥浩斯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城邦商業周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9600 Portraits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68404 日本語における助動詞の研究 馮寶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359 幸福卡 娜塔莎(Natas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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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9223 詩是昆蟲複眼裡的糾結 黃美賓作 平裝 1

9789869199247 和色彩相遇: 發現你的色彩DNA 找到啟發生命的能量呂姵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247 和色彩相遇: 發現你的色彩DNA 找到啟發生命的能量呂姵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261 終結貧窮!小資你最牛 鍾卉津著 平裝 1

9789869199278 臺灣古今談: 何鋒遲文集 何鋒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285 分格敘事詩: 生命原初的風景 范銀霞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99292 花蓮大和社區以客家移民工文化為基礎結合當地資源發展深度旅遊促進地域再生之探討陳燕釗著 平裝 1

9789869237802 開關轉換器控制理論與設計實務 王信雄著 平裝 2

9789869237819 選舉 游天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826 數字的世界: 中土是怎麼來的? 楊子宜作 平裝 1

9789869237840 在沙灘上奔跑的小小鳥 藍宇淑圖.文 精裝 1

9789869237864 健康小廚師 邱詩揚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豆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5677 新TOEIC單字完全攻略. 2015-2017 夏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684 新TOEIC全真試題精選. 2015-2017 Jeff Santarlasci, Niphon Goodyear編題; 蘇艷文, 歐淑萍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691 新TOEIC考前四週完全攻略. 2015-2017 Jeff Santarlasci編著 其他 1

9789865815707 全民英檢中級滿分字彙. 2015-2017 蘇豔文主編; Zack撰寫 其他 1

9789865815714 全民英檢中高級題庫. 2015-2017 蘇豔文, True Black, Jonathan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721 全民英檢初級題庫. 2015-2017 David Sinclair, Hoyt Tillman, Jonathan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752 全民英檢中級模擬試題. 2015-2017 Robert Dicks, Niphon編題; 陳奕解題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2823 微光的翅膀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30 網遊之對面那個誰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12861 網遊之對面那個誰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12861 網遊之對面那個誰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12847 花季太晚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54 當風止息時. 2, 亡靈的筆記本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54 當風止息時. 2, 亡靈的筆記本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78 她的戀愛寫作法則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78 她的戀愛寫作法則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85 十二夢 晨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85 十二夢 晨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892 鬼道少女. 3, 不能重來的遊戲 逢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903 曾有你的雨季 琉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哈佛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城邦原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33566 小雞球球,媽媽在哪裡? 入山智著.繪;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573 小雞球球說謝謝 入山智著.繪;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580 小雞球球的好朋友 入山智著.繪;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597 小雞球球,幫媽媽做事 入山智著.繪;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03 小雞球球,晚安囉! 入山智著.繪;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610 小雞球球躲貓貓 入山智著.繪;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764 住在房梁上的必必 左昡著; 吳雅蒂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771 犀牛?什麼犀牛? 西勃羅.阿爾伯著; 露西亞.塞拉諾繪; 胡舒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788 第一百號海龜 伊尼戈.哈瓦洛耶斯著; 特莎.岡薩雷斯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795 不一樣的手 米蓋爾.馬特桑斯著; 特歐.普埃勃拉繪; 熊鐵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01 撒哈拉女孩穆娜 貝阿特莉斯.貝羅卡爾著; 克勞迪亞.萊格納西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18 紙村莊 哈納.佩米索瓦著; 埃斯代爾.梅揚繪; 孫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25 米卡艾拉不會玩 何塞.路易斯.奧萊索拉著; 薩拉.貝特貢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32 賣洞的人 米蓋爾.安赫爾.門多著; 阿達.加西亞繪; 張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49 祕密組織 佩德羅.馬斯著; 哈維埃爾.瓦斯蓋茲繪; 張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56 永不止步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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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33863 365天世界經典童話. 金色卷 孔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70 365天世界經典童話. 白色卷 孔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87 365天世界經典童話. 藍色卷 孔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894 365天世界經典童話. 綠色卷 孔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900 世界偉人故事 繪本 李美愛作; 陳馨祈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8808 噶哈巫語分類辭典 潘永歷原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投縣守城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8469 就讓我們任性出發吧!: 揮霍青春,從辭職去旅行開始梁春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476 讓愛天長地久: 聰明人妻的婚姻保鮮秘訣 水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483 溫柔而堅定: 做個自信、不受傷的女人 水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490 戀愛前,先看穿男人的死穴 曾子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506 別再鬱卒了: 用微笑替生活解悶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513 男人千千萬,看準再下手: 穩賺不賠的婚姻投資幸福守則鴻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520 那些年,我們都曾受過愛情的傷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537 醒醒吧!別再盲信老梗,做自己的感情女王 虞玲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544 不冒險,更危險!: 當機遇來臨時,以年輕的熱情去抓住它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551 恨的時候,才知道原來愛得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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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78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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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778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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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493 減法隔間設計法則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493 減法隔間設計法則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140 彈性隔間教科書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157 寒、涼、平、溫、熱比例食療法 林家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171 問題浴室大改造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紅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6006 劉厝派鼎新門七百年紀念法藏: 太上正壹啟請玄科劉漢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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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6700 我們在行愛的路上: 屏東基督教醫院建院60年專書郭漢辰, 翁禎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96717 黑暗中的彩虹: 屏東基督教醫院在馬拉威的3650個日子林秀美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981867 環境工程. 一, 自來水工程 駱尚廉, 楊萬發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300 心靈印記 賴鴻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86210 南臺灣健康照護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吳裕仁等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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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勁旺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東基督教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茂昌

送存冊數共計：5

飛門企業



9789865681449 木蘭史研究: 故里、姓氏、時代、生平考 張覺明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81456 木蘭文化研究 張覺明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81463 木蘭詩詳解 張馨露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81470 蒙獨魅影 劉學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487 澳洲對中美在南太平洋權力競逐之回應 蔡育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3417 屏東縣單鏡頭攝影協會創會五十週年紀念專輯 鍾慶河, 黃誌山, 陳鎂鈴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331704 莫里亞蒂的算計 安東尼.赫洛維茲(Anthony Horowitz)著; 趙丕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728 12首歌 Midd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735 安眠醫生 史蒂芬.金作;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742 怪物血族. 5, 紅淚的子彈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759 臺北游藝 舒國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766 別放開我的手 米榭.卜熙(Michel Bussi)著;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773 星籠之海 島田莊司作;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3331780 H.A. 薛西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797 熱層之密室 提子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803 黃 雷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810 約定之海 山崎豐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834 二手情書 金雪莉(Shelly King)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841 青春瑣事之樹 林達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858 潘朵拉遊戲. II, 險海危山 維多莉亞.史考特(Victoria Scott)作;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865 如果,讓幸福停留在此刻 巴斯卡.嘉尼葉(Pascal Garnier)著; 范兆延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屏縣單鏡頭攝影協會



9789573331872 餐桌上的四季 韓良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889 愛之罪 江上剛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896 離婚學入門 土屋隆夫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02 少年陰陽師. 肆拾貳, 浮生幻夢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19 怪物血族. 6, 別離的風暴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26 獻給折頸男的協奏曲 伊坂幸太郎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33 兇手在隔壁 艾莉克絲.瑪伍德(Alex Marwood)著;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40 魔法學園. Ι , 鋼鐵試煉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作; 汪芃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57 蟹膏 倉狩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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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1907 太陽能之父: 左元淮: 留給茂迪人的溫暖箴言 左元淮口述; 吳家玲採訪整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78970 柚城逸士序文集 詹評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3

9789868078987 留題碎玉 詹評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3

9789868078994 悲歡歲月七十年: 柚城逸士鄉土的回憶 詹評仁編撰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09232 法鼓集 慈弘毅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2909249 青松集 青松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909256 青松集 青松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柚城文史釆風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泉貞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茂迪文化藝術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8053 經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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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1906 恒南書院講演錄. 第一集: 南懷瑾先生誕辰紀念講座專集朱清時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913 生命昇華的探索 李慈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920 恒南書院講演錄. 第二集: 南懷瑾先生誕辰紀念講座專集林蒼生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6600 兩扇門 鄭星慧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13228 國際標準管理系統實務 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0958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 尤迦南達(Paramhansa Yoganand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0972 再見非洲 伊薩克.狄尼森(Isak Dinesen)作; 梁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868 教孩子自己找答案: 未來公民不須具備的五種能力翁麗淑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飛柏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建管理顧問

送存冊數共計：3

映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恒南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1220 現行考銓制度新論(含公務員法) 郭盈村著 平裝 1

9789865961237 政治學新論 郭盈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4163 專業刀工技術 洪文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170 臺式料理實務與實習 洪文發, 李阿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187 西餐烹調與實習 林森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194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技能檢定專業證照用書 宥宸餐旅群科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58903 此方.彼岸: 你的心情我明白 釋妙蘊, 福報禪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910 參禪參纏 尤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743 人間菩提味 妙熙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80547 基督教神學: 21世紀的挑戰 David Fergusson作; 曾千芬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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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香海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首席文化



9789868577121 內勁一指禪功法釋解 蔡秋白著 精裝 1

9789868577121 內勁一指禪功法釋解 蔡秋白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9442 Sailor susie series: The secret gifts Allison Li, Joyce[編] 平裝 1

9789866089466 心的旅程 陳昭坤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089473 Autotraduccion: recreacion,reescritura e ideologia en the rice-sprout song<>,de eileen chang戴毓芬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480 EZ CHINESE中文好好學 龔三慧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497 To be fully ourselves: Susie and the carnival Allison Li, Joyce[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89510 西語職場能力檢定實戰演練 劉碧交, 陳麗鈴編著 其他 1

9789866089527 德語文學教學論述與實務 林美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534 Form a one-Paragraph writing to a three-paragraph essay writingWaylan 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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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7602 如何撰取佳名 洪正忠, 洪晨皓作 2版 平裝 1

9789869187619 專業用萬年曆 洪正忠, 洪晨皓作 1版 平裝 1

9789869187626 專業用萬年曆(袖珍本) 洪正忠, 洪晨皓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80486 客家江湖 練建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皇家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9469 苗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第十週年會員聯展專輯.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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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5616 藝術到您家: 出水社區駐點藝術家與居民家庭藝術創作互動作品集康乙任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8503 苗栗縣觀護協會校園巡迴演講精粹集錦 李長峰等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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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16028 陶逸精進: 苗栗縣陶藝協會會員聯展. 第八屆 徐永奐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822 靈思泉湧: 從一粒麥子思考起 翁溯利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055 30歲前,不靠薪水多賺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062 5年後,聰明省錢存到100萬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079 有錢人給孩子的30個禮物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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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縣陶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迦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出水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萬善祠百姓宮管委會



9789869173087 投資SOP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34 12星座運勢解析. 2016年 李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41 35歲前,投資房地產賺到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58 投資ETF一定要懂的酒田戰法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89 新手業務一定要懂的33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96 股市贏家的技術分析圖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03 下班後,默默學會的存錢寶典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10 下班後, 默默學會的賺錢寶典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34 新手一看就懂的百萬年薪寶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58 用20%薪水,存到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65 35歲前,靠創業月入3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72 股市新手一定要懂的股市分析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5589 5年內,不上班也能月入15萬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56640 經營有道: 小組員手冊 美國冠冕財務事工(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編著; 林淑真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8056664 管錢: 讓你受益一生的金錢法則 楊明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56695 財務攻錯寶鑑 班查克(Chuck bentley)著; 李正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8363 思磊集 曼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387 孺慕情深 雅卿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流通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冠冕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2466 臺灣地區大型店舖總覽. 2015 岳宗瑩, 陳品嘉採訪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3603 時尚品酒人 Ms W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1188 燈下小語: 建國科大校刊專欄<>. 第二輯 黃敏雄著 平裝 1

9789868741195 資料庫程式設計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11598 機械工程設計 Richard G. Budynas, Keith J. Nisbett著; 吳嘉祥, 陳正光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1628 Mader's人體解剖與生理學 Susannah Nelson Longenbaker原著; 徐淑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11710 近代物理: 亞洲版 Arthur Beiser, 謝國偉著; 張勁燕整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1727 應用生物藥劑學與藥物動力學 Leon Shargel, Andrew Yu, Susanna Wu-Pong原著; 劉正雄編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411758 超級績效: 金融怪傑交易之道 Mark Minervini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833 熱力學 Yunus A. Cengel, Michael A. Boles著; 蔡建雄, 張金龍, 王耀男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1895 Vector Mechanics for Engineers: Statics靜力學 Ferdinand P. Beer, E. Russell Johnston, David F. Mazurek作; 莊嘉揚導讀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411901 數值方法: 工程上的應用 Steve C. Chapra, Raymond P. Canale著; 蔡文彬編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3411918 零售管理 Michael Levy, Barton A. Weitz, Dhruv Grewal著; 許英傑, 黃慧玲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1925 管理會計 Ronald W. Hilton, David E. Platt著; 林文祥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1932 永不退潮: 從小店員到時尚精品CEO 馬克.韋伯(Mark Weber)作; 陳中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956 保健物理學 Herman Cember, Thomas Johnson著; 許芳裕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沙富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國科大



9789863411963 小資玩期貨: CTA基金創造絕對報酬 劉宗聖, 黃昭棠, 譚士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970 長線獲利之道: 散戶投資正典 傑諾米.席格爾(Jeremy J. Siegel)原著; 吳書榆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1987 臨床案例：微生物學 Eugene C. Toy等原著; 林忠毅, 蕭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994 ENGINEERING HYDROLOGY K Subramanya[著] 平裝 1

9789863412038 成本與管理會計 Ray H. Garrison, Eric W. Noreen, Peter C. Brewer著; 李品陞, 劉彥余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2045 技術分析全解: 剖析135種技術分析工具: 強化投資Sense,掌握市價波動史帝芬.阿凱利斯(Steven B. Achelis)作; 陳昌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052 Introduction to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lgorithmsLee等[編] 平裝 1

9789863412069 人力資源管理: 全球思維 臺灣觀點 黃同圳等作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412076 用QI MACROS與EXCEL打造超強工作技能 傑.亞瑟(Jay Arthur)著; 劉允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090 全球債券ETF投資實務與應用 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106 下一個失落十年投資之道: 了解景氣循環特性,靠自己賺退休金馬丁.普林(Martin J. Pring), 喬.特納(Joe D. Turner), 湯姆.柯帕斯(Tom J. Kopas)著 ; 許瑞宋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13 領導維新: 向豐田學習精實領導,在嚴峻挑戰下開創新局傑弗瑞.萊克(Jeffrey K. Liker), 蓋瑞.康維斯(Gary L. Convis)原著; 曹嬿恆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20 深入Apple直營門市: 一生中一定要體驗一次的蘋果經驗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37 你的社群影響力有幾分?: 利用Klout score評比,每天提高分數,增加商業利益馬克.薛佛(Mark W. Schaefer)作; 吳書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44 卓越,來自關懷: UCLA醫療體系打造頂級服務的五心級處方約瑟夫.米其里(Joseph Michelli)原著; 郭政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51 溝通苦手必備「交陪」藥方: 心理醫師教你不用掛號也能解決麻煩人物瑞克.布林克曼(Rick Brinkman), 瑞克.科斯納(Rick Kirschner)作; 洪世民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68 他打卡,你賺錢: 用foursquare玩行銷、交朋友 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75 開口就說對話: 如何在利害攸關、意見相左或情緒失控的關鍵時刻話險為夷?凱瑞.派特森(Kerry Patterson)等著; 袁世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82 被劫的經濟幸福: 看不見的手失靈、邪惡之手竊奪,如何拿回你我的財富?約翰.史丹頓(John Staddon)原著; 吳書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199 「不做」的業務力: 少做16件事,業績飛漲30％ 馬歇爾.葛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 唐.布朗(Don Brown), 比爾.霍金斯(Bill Hawkins)著; 鄭煥昇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205 寫出好業績: 業務老鳥、菜鳥都要懂的銷售信函寫作術蘇.赫許可維茲寇爾(Sue Hershkowitz-Coore)原著; 吳品清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229 ALL-STAR Phonics Level A 平裝 1

9789863412236 ALL-STAR Phonics & word studies level c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8628 新東方古典: 吳承硯畫集 吳承硯作 平裝 1

9789868768635 意象三部曲: 蕭耀 蕭耀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首都藝術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1815 凝視的瞬間: 值得我們再一次認真凝視的那些人,那些事。林純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9996 旅行.遇見白色恐怖 黃育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03 十分旅行地圖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10 1920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27 重讀高中歷史課本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34 瑞芳老街旅行地圖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41 旅行.遇見蔣介石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58 旅行.遇見日本神社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65 菁桐旅行地圖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72 金瓜石礦山寫真帖 絹川建吉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89 風光臺灣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8496 臺灣的風光 山崎鋆一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08 裨海紀遊 郁永河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46 閩海紀要 夏琳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39 全臺遊記 池志徵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15 臺灣遊記 張遵旭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22 臺遊追記 江亢虎著; 黃育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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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星期三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9789865774448 國際禮儀 汪芷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479 管理學: 餐旅服務業的加值應用 葉日武, 林玥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493 餐飲採購與供應管理 葉佳聖, 王翊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509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16: 重點整理、試題解析、考照攻略蔡進祥等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4516 國際企業: 應用導向 方至民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74523 廣告學概論: 整合行銷傳播觀點 呂冠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530 休閒產業管理: 實務分析與理論運用 蕭柏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547 企業勝出靠智慧: 中小企業的管理 趙平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9839 國中小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系統指導手冊 蔡明富, 吳裕益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9877 把拔,今天要去哪裡? 許哲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042 阿桂遊記 桂京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21709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716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884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1891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1907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1877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琦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昶景文化



9789863521945 首席駭客(簽名版)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2072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2089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2096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2065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2218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2225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2232 幻獸志異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2249 馭禽長征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2256 馭禽長征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2263 馭禽長征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2331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2348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2355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2362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466811 最後一個匈奴王 高建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733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0740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0757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0764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2454 衛斯理傳奇之第二種人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2461 衛斯理傳奇之地圖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2485 吾血吾土 范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2690 血鸚鵡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2706 血鸚鵡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2713 咖啡館裏的哈佛經濟學 閆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32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363 品味故宮.繪畫の美 林正儀編; 遠藤壽美子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530 仟元內值得喝的葡萄酒. 2016 浪子酒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93704 媒介政治: 當代政治傳播 彭懷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711 「後」電視時代: 串流、競合、政策 彭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728 「大數據、新媒體、使用者」論文集 彭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735 宜蘭學. 2014 陳志賢主編 平裝 1

9789866893742 政治學(概要)Q&A 彭懷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1659 拒當盲健客健康要有酵: 不安食代,最安心的防禦指南酵素食品發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666 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 王財貴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01673 閱讀理解5策略 游婷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680 家庭與家人關係 彭懷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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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6001246 東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亞 王文岳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369 家庭暴力防治: 社工對被害人服務實務 游美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574 學校社會工作概論: 社工、心理、諮商的協作 林勝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威智創意行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28831 曬熟的美果: 倪柝聲的詩歌及其源考 陳希曾著 修訂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0702 思想高潮: 戀詩癖 ZaCharl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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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8701 企業經營的12套心法: 高績效經營者的絕技 陳宗賢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28718 拋開招人煩惱: MA集訓模式大解密 陳致瑋, 侯淑媛編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6224 社群別冊 Yuju Fang文字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7587 乖,摸摸頭 大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594 森林報: 夏之花 維.比安基著; 子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7600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部經典歌劇 許麗雯暨音樂企劃小組編 五版 精裝 1

9789865767617 圖解藝術史 白瑩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624 音樂的文化、政治與表演 黃俊銘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咱誌

送存冊數共計：8

活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想高潮



9789865767631 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梵谷最後的親筆信 蔡秉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648 爸爸其實很愛我: 當父親永遠離開之後,才理解「我愛您」這句話說不出口,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小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655 拿撒亞之謎 几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7662 離開叢林太多年: 自然控的動物科學教室 果殼Guokr.com作品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679 森林報: 秋之紅 維.比安基著; 子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7693 心轉病除 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709 貓咪肉肉彩鉛國: 一隻筆、一盆多肉、一隻貓?!@SUNRISE-J文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716 我在少年中途之家的日子: 一位少年保護社工與觸法少年的生命故事林劭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723 園藝系女孩的水彩日誌 花農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730 少女杜拉的故事: 75位藝術大師與佛洛依德聯手窺視她的夢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著; 丁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747 吃出年輕の健康筆記! 蘇茲.葛蘭(Suzi Grant)著; 嚴洋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754 森林報: 冬之雪 維.比安基著; 子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7761 時尚流行二千年: 打破潮流的19個歷史片段 唐建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7778 秀髮的百年盛宴 陳冠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7785 印度文明 龍昌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7808 提琴工作室裡的樂章 莊仲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7136 向舞者致敬: 全球頂尖舞團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歐建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7471 接受失敗的勇氣 大川隆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7792 八卦一下藝術吧! 新聞、星聞、腥聞跟辛聞，偷偷說給你聽祺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877 園冶: 破解中國園林設計密碼 (明)計成撰; 胡天壽譯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5326 關於基督宗教的101個問題 約翰.克勞森(Johann Hinrich Claussen)著;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333 關於聖經的101個問題 伯恩哈德.朗恩(Bernhard Lang)著;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340 當信仰碰上青春期: 陪伴孩子勇敢跨出責任與愛的生命步伐艾伯特.畢辛格(Albert Biesinger), 維爾訥.茨歇屈(Werner Tzscheetzsch)作; 范瑞薇, 陳惠雅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南與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895 自己掌控糖尿病 李洮俊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816 排灣語力里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823 性別、情意因素、歸因組型、和英語成績對英語學習策略使用之影響陳永煌著 平裝 1

9789869225830 動機、焦慮、自尊、內外向與外語學習之關係 陳永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2278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以賽亞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62285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以賽亞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62292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士師記、路得記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308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耶利米書(上)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315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耶利米書(下)、 耶利米哀歌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322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希伯來書、雅各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339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以西結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62346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以西結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62353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但以理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360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彼得前書、後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377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何西阿書、約珥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384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391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約翰一書、二書、三書、猶大書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7058 「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評鑑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及論文集. 2015黃嘉雄, 張媛甯主編 平裝 1

9789865627119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南臺科大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信福



978986562712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program and disquisition. 20152010 ISNST editorial board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7096 幾丁質幾丁聚醣暨生物材料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2015年幾丁質幾丁聚醣暨生物材料研討會論文集[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8825 信託大未來 羅友三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17726 讀裁讀儕的肚臍: 秘密讀者Greatest Hits第1號 石克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733 綠島海岸植被 陳玉峯著.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7573 空襲福爾摩沙: 二戰盟軍飛機攻擊臺灣紀實 張維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740 米機襲來: 二戰臺灣空襲寫真帖 甘記豪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757 台灣大空襲 甘記豪, 張維斌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017771 叛逆的天空: 黃華昌回憶錄 黃華昌原著; 蔡焜霖等翻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8017788 逆光的系譜: 笠詩社與詩人論 陳明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795 廣播側寫 陳玉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801 臺灣人被洗腦後的迷惑與解惑 埔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818 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 陳破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825 Taiwan: a history of agonies ONG Iok-tek[作] 精裝 1

9789578017832 新世紀東亞的秩序與和平 山田辰雄等著; 高橋伸夫, 謝政諭主編; 王敬翔, 王瑞, 邱靜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849 新世紀東亞的秩序與和平 山田辰雄等著; 高橋伸夫, 謝政諭主編; 王敬翔, 王瑞, 邱靜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7856 林百貨: 臺南銀座摩登五棧樓 陳秀琍, 姚嵐齡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實稅務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臺科大化材系



9789578017863 祖靈遺忘的孩子 Liglav A-w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870 綠島解說文本 陳玉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7894 遇見文學美麗島: 25座臺灣文學博物館輕旅行 臺灣文學博物館採訪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277 古典吉他名曲欣賞 林勝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7506 重生: 蛻變於呼吸間 楊定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743344 下沉的世界: 海默三部曲之二 張系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351 搜尋的日光: 楊牧的跨文化詩學 黃麗明著; 詹閔旭, 施俊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409 墨藝暢懷: 研墨書會聯展作品集 吳榮昆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179409 墨藝暢懷: 研墨書會聯展作品集 吳榮昆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研墨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美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潮音樂國際



9789861614182 我愛玩 林芳萍文; 劉宗慧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4441 古利和古拉去遠足 中川李枝子文; 山脇百合子圖; 林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257 野鳥的祕密 劉伯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264 我的翎毛朋友 劉伯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318 情緒和品格 洪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4908 帶孩子遇見幸福的100種方法: 不可思議的正向教養提摩西.J.夏普(Timothy J. Sharp)著; 李明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323964 張開另一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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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3894 就是愛律動 劉思源文; 貝果圖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205504 就是愛舞動 陳姵宇, 張雅菀作; 龐雅文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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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0967 彩光能量自然療法 周清隆著 平裝 1

9789869060981 七天見效王道化癌法 侯秋東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998 活用電氣石:負離子與遠紅外線的神奇療效 朱玫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0407 上善超級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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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信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音樂童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姿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耶魯國際文化



9789866605413 商業概論. I, FUN學練功坊 林寶芬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708 號角之聲 桑文森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159715 號角之聲(簡體字版) 桑文森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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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0749 無影影像專輯. 2015: 楊峰榮師生攝影聯展. 第四屆游淑如, 蘇傳聖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5900 Catharine Susan's little holiday Kathleen Ainslie[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9205917 扁鵲換心(簡體字版) 列御寇, 梁庭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18031 讀書考試成功秘笈: 我來教你如何考上臺大 吳佰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223 糾纏 半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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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學通多媒體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禪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飛燕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科學家的書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耶穌之音事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8615 後山天使: 永遠的譚爸爸漫畫傳記 蕭瑞益編.繪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2254 耶穌的叮嚀: 給主最親愛的小孩 莎拉揚(Sarah Young)原著; 安東尼亞.伍德沃特(Antonia Woodward)插畫; 林雨儂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202261 媽媽為兒子的禱告 羅伯(Rob), 喬安娜.泰根(Joanna Teigen)著; 張加力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02278 爸爸為女兒的禱告 羅伯(Rob Teigen), 喬安娜.泰根(Joanna Teigen)著; 張加力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7375 悟同畫會西畫創作聯展. 2015 王聿恬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353 心經修證圓通法門(簡體字版) 南懷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4743 孟子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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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27335 最新消防設備士歷屆試題暨解答 美鐘出版社考試叢書編輯委員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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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恆藝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懷瑾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春豐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羅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01825 老虎不親獅子 坦雅.史都納(Tanya Stewner)著; 埃娃.舍夫曼-大衛朵夫(Eva Schoffmann-Davidov)繪; 黃秀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1832 活死人間諜: 另類變身術 大衛.魯巴(David Lubar)著; 閻雅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1849 喂!別忍氣吞聲了!: 請你勇敢站出來 菲麗絲.考夫曼古得斯坦, 伊莉莎白.佛迪克作; 史提夫.馬克繪; 江加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4563 CIM電腦整合製造: CAD/CAM/CAE/CNC應用 黃敦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94570 CIM電腦整合製造: CAD/CAM/CAE/CNC應用(簡體字版)黃敦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800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racter Recognition Technology-Application of ABBYY FineReader 1X黃敦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8011 人工智慧文字辨識技術: ABBYY FineReader 1X應用黃敦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8028 人工智能文字辨識技術: ABBYY FineReader 1X 應用(簡體字版)黄敦義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9706 最後一名土地公 許榮哲文; 葉懿瑩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39713 寫給年輕: 法律的背後,是愛。 蘇兒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737 玄天上帝的寵物 林哲璋著; 葉懿瑩繪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39744 寫給年輕: 法律的背後,是愛。 蘇兒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39768 繪本的魔法力量: 孩子生命中該明白的事 蔡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11486 抖M的半吸血鬼 哈皮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769 狩法者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郃譯翻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四也資本

飛寶國際文化



9789863611912 窗影物語: 兄弟與幽靈房客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974 香港股神股市論戰: 專攻二線股,用時勢抓走勢,40年長勝曹仁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001 滅世審判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2018 Star Wars: 星際大戰如何以原力征服全世界 克里斯.泰勒(Chris Taylo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032 末裔之書 橙子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2049 山海祕聞錄. 201, 火聶水童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056 山海祕聞錄. 202, 重回山門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063 愛不釋手的文具 giorni編集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070 驚艷紐約: 創造屬於自己的時尚著色本 柔依.德.拉斯卡斯(Zoé de Las Cases)著; 梁曼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087 人生會需要的36則菜根譚: 古籍今讀,帶你從容應對各種情緒和處境,活用名言樂活人生林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094 韓國時尚紓壓著色書. I, 夢幻商店 池受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100 韓國時尚紓壓著色書. II, 彩繪指甲 周少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117 小王子電影書(純真版)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賈翊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12124 小王子(全球獨家 電影紙藝動畫插圖版)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賈翊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12131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張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2155 放對地方,就是天才: 何權峰給學生九種改變一生的關鍵能力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162 窗影物語: 兄弟與幽靈房客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2179 早安,幽靈小姐 水果布丁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193 小王子電影書(夢想版)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賈翊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612209 艾拉的奇蹟廚房: 告別過敏、慢性病,增強免疫力的無麩質蔬食料理艾拉.伍德沃德(Ella Woodward)作;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216 小王子電影書(追尋版)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賈翊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12223 小王子電影書(情深版)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賈翊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12254 在臺北的韓國餐桌: 韓國人親授,在家也能輕鬆做出四季的韓國料理金自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261 山海祕聞錄. 203, 鬼市黑城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278 山海祕聞錄. 204, 萬魂花開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285 女人就喜歡男人這樣 大泉理花著; 顏理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292 幽明錄 沐九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41675 告別玻璃心的十三件事：心智強者，不做這些事、強者養成的終極指南艾美.莫林(Amy Mor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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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7706 莊雅棟 莊雅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426 生命科學與工程 朱一民等編著; 薛敬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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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33550 畫中曙光: 躁鬱青年浴火重生的真實故事 盛連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263 源流 姚培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628 嘉義安溪寮保安宮志 陳元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642 嘉義安溪寮莊志 陳元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元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盛連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培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雅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敬和

網路與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812 臺灣.印象. 2015: 李太元油畫選集 [李太元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525 心觀蓮語: 蓮花攝影集 賴韋成攝影.撰文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212 藝路留痕(簡體字版) 葉又丹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459 日語生活會話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2466 生活的日語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2473 我們的中級商用日語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2480 我們的初級商用日語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314 重要日語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321 基本商用日語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338 總合日語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藤幹彥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孫維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韋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馬芳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太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334 拜波之塔: 孫維民詩集 孫維民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287 老當益壯 孔慶棣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499 法學論集 藍傳貴作 修訂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393 陳奐妏作品集 陳奐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874 羅維欽師生畫集. 二 羅維欽, 沈幸惠, 詹美珠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127 憲法新論 法治斌, 董保城作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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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奐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維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孔慶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藍傳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135 睡眠 張秀元, 陳大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77 寫竹法. 續集 葉志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4866 縱橫時空: 葉志德現代水墨畫集 葉志德作 平裝 1

9789574324866 縱橫時空: 葉志德現代水墨畫集 葉志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342 林氏愛人養生 大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171 異域故事集. II, 我們的故事,由我們自己來說 撒光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349 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 劉連煜著 增訂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漢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撒光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連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志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道

張秀元



9789574314850 登百岳話百岳: 李漢明水彩作品集. 2014 李漢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689 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趙宗冠畫集. 十六: 馬祖戰地文化、大屯山火山群及世界遺產特展趙宗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638 稅法解釋與司法審查: 稅法總論 黃茂榮著 增訂三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698 水的安全: 水的安全常識及簡易救援術 陳文雄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351 晚春 陳長慶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82 叮噹一百 林怡種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正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長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怡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茂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宗冠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805 悟真篇白話析解 蕭正龍編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27805 悟真篇白話析解 蕭正龍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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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7522 七月流火 黃珍珍著; 李錦昱插圖 一版 平裝 2

9789574327522 七月流火 黃珍珍著; 李錦昱插圖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168 煥軒臨漢簡千字文 [阮威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84 林世洪的創意摺紙世界. 3, 螺旋摺法專輯 林世洪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445 一線生機: 徒手回菱 [楊朝宗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836 以音樂說故事,用聲音演角色: 多媒體跨領域音樂文創系列何真真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朝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真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阮威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世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珍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305 新城詩詞集 吳志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08 抗癌心聲. 5, 臺灣口腔癌存活5年以上者 郭英雄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20 仗議執言: 社區社團經營管理的必備經典 葉木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235 人格心理學(簡體字版) 馮觀富著 平裝 1

9789574326235 人格心理學(簡體字版) 馮觀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747 親屬法講義 林秀雄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秀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園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木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觀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志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8962 教育改革的理念與方向 李園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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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8024 鄧仁川畫集: 詩海隨想. 2015 鄧仁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976 感懷吟詠集 林福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341 浯島情懷. 三 吳家箴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973 易筋經: 讓我起死回生. III 蔡鶯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846 口吃自療法 何西哲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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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鶯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仁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福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348 土地法學 陳明燦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231 稀世珍釀: 世界百大葡萄酒 陳新民著 修訂四版 精裝 1

9789574324767 憲法學釋論 陳新民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307 雪泥鴻爪: 我的自述<> 許皆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157 織品素材與應用 吳文演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564 蔣夢龍書法集 蔣孟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188 看故事學經營學 林永順著 第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永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蔣孟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新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皆清

陳明燦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192 陳宥潞開運祕笈指南.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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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9267 合氣道. 應用技法篇 王琇娟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953 天安門廣場的故事 王慶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566 美樂人生 方清江[作]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836 老莊白話解釋 張有恆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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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成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清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有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琇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慶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宥潞



9789574327553 畫意攝影集 沈成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815 我的念佛三昧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6815 我的念佛三昧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338 短詩集 蕭崑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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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7691 謝文哲作品集 謝文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635 返鄉日記 黃慶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526 政治甄補與地方治理: 金門縣的個案分析 陳佳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9526 政治甄補與地方治理: 金門縣的個案分析 陳佳吉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佳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崑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文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194 實習生活省思札記 鄭芝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60 漢語大師(日文版1) 戚其璇著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405 音樂教學魔法書 Mark Walton著; 端木琳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779 在地農特產品及食譜研發: 以臺南市鹽水區為例黃裕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474 劉潔樺水墨作品集 劉潔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39 權證分析 張健邦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玉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健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端木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裕文

送存冊數共計：2

鄭芝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其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833 非人間 孫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010 隨緣 隨筆 黃宏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6640 世界優秀女子排球團隊技術表現對比賽成績之影響黃正一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501 三貓俱樂部. 二 咪仔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6518 三貓俱樂部. 三 咪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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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7669 形家長眼法陽宅陰宅風水: 上課講義. 一 劉寶卿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327676 形家長眼法陽宅陰宅風水: 上課講義. 四 劉寶卿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寶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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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正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雨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宏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543 近代華人傑出領袖: 蔣經國、鄧小平與李光耀 邱錦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60 柴燒之美陶藝創作聯展. 2015 童建銘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052 愛看風景 陳薌普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5032 當代金門演藝的變遷 洪春柳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1605 耶穌在中國: 中國教堂之美 趙強年作; 臺大翻譯社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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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明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洪春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趙強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維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薌普

邱錦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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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777 讚美操練手冊親子版 劉利未主編 再版2刷 平裝 1

9789574325702 內在生活系列兒少版: 讚美操練手冊. 親子版(簡體字版)劉利未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364 另一種存在 林淑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609 縱橫學探源 羅瑞生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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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9427 范汝宜作品集. 2015 [范汝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義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瑞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汝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利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淑芬

送存冊數共計：2

薛素瓊



9789574328529 出版博物誌. 2015 成功快訊等文字撰稿; 陳聖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137 臺灣各地的海膽化石. II 黃進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618 信徒的覺醒 黃輝南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712 移動中的平衡 林祐竹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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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0547 張清宗畫集. 二 張清宗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144 夏勳八十五油畫集. 2015: 繁花.綠野.盛放 夏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英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夏薇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輝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祐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進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404 敬畏神之權柄與順服: 建立合一的教會 吳英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2985 走出生命困境: 電影、愛情、工作與九型人格 吳英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003 親愛的,我要寫詩: 草地人的畫意詩情. 2 陳永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536 高等微積分: 數學分析入門 周君彥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28772 中英對照學高微: 數學分析入門 周君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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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2497 花漾: 一個女人看女人: 錢瑞英水墨創作輯 錢瑞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917 兩岸關係辭彙中英雙解全書 許湘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726 驀然回首 陳麗玉著 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湘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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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君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錢瑞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永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048 開啟合一之門 傅國倫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550 箴言集 張丁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822 女人打油詩 麥高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250 友三文粹 趙如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011 兒童文字學: 古文字字感創意教學法 趙立真著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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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立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Lin Ye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如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傅國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麗喬



9789574315468 色彩與能量世界中的俠客島 Lin Y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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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99310 生命成長成熟的祕訣 : 雅各書新解 Ted 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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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3340 越界藝展. 2015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2956 神妙達摩氣功灸 盧錫煥原著; 謝文秉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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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04066 孩子,大膽玩! Gina Wu作; 果果, 陳新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301 賀學鉅畫集: 雪泥鴻爪 筆墨懷湘 賀學鉅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賀學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婉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文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Gina Wu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文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謙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546 1940-1950消失的40年代. 2: 背後那支槍 陳婉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921 貴州遵義黃氏族譜 黃欽達, 黃良超編著 平裝 卷1 1

9789574326938 貴州遵義黃氏族譜 黃欽達, 黃良超編著 平裝 卷2 1

9789574326945 貴州遵義黃氏族譜 黃欽達, 黃良超編著 平裝 卷3 1

9789574326952 貴州遵義黃氏族譜 黃欽達, 黃良超編著 平裝 卷4 1

9789574329502 黃氏老譜: 江西-贛州-甯都: 城東黃氏七修家譜 黃欽達編著 平裝 1

9789574329939 黃氏老譜: 四川省資中縣 貢公系 黃欽達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847 天地良心: 不容青史盡成灰 孟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9908 天地良心: 不容青史盡成灰 孟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9908 天地良心: 不容青史盡成灰 孟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668 高等院校工作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平裝 1

9789574319916 教育改革與信息管理國際會議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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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3

Chun-Jung Chen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翁慧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欽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楊書育



9789574306923 感恩的心.2013: 翁慧娟油畫集 翁慧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917 世界體育史: 96~102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9924 運動社會學: 96~102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9931 體育行政與管理: 96~102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659 運動自然科學: 高考地特三等試題精解. 96-104年必勝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666 體育原理: 高考地特三等試題精解. 96-104年 必勝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737 行政法 莊國榮著 增訂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064 劉慧珍水墨畫集 陳慧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255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考照試題解析 蔡培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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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明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慧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培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常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莊國榮



9789574308989 犯罪偵查 呂明都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09269 犯罪偵查 呂明都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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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09047 奇妙臺語 吳萬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645 天花板上的小精靈 あきら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413 留住我們の時光 蘇義吉, 鄭慧瑩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074 中西醫結合眼科學 彭清華主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621 密咒集新編 法德阿闍梨編著 1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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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銧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維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義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素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072 稻田裡的教室 林如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569 法外天空 陳豐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470 烘焙乙級技術士教戰經典: 烘焙進階者自修寶典羅靖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397 臺灣第一客家進士: 黃驤雲進士研究文集 黃阿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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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719 土木結構系統 陳清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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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3128 毛毛歷險記(彩繪本) 毛治平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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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清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治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靖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阿彩

林如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豐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352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二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8475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二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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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0089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二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009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二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0881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二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137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二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099 楓紅處處: 愛知紀行一甲子 張清泉作.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147 菩提道次第略論講記. 第二冊 宗喀巴大師造論; 日宗仁波切釋論; 釋如性恭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232 陳金寶先生紀念集 林錫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樓雨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如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吉音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張清泉



9789574328291 君寵 樓雨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532 抗戰陸軍武備圖誌: 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 藍雪川編著 修訂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586 鳳武魂之九: 羽狼野心 川長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8130 鳳武魂之十一: 靈識融合 川長毒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710 自然: 給七聲絃制箏 郭岷勤作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519 草堂薈蕞 李新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502 種子 艾摩爾著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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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艾摩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川長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郭岷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雪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048 微加的甜 Kayako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29 論語釋義 王鎮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983 詩情畫意: 仙雲之美習作經驗分享 林榮泰文; 李仙美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94 詩物招領: 洪唯馨詩集 洪唯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389 印花稅票見證歷史: 印花稅票與日本侵華: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周年游振傑, 李連榮合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034 兩岸關係與臺灣經濟: 發展及策略 蘇起等合著; 郭國興, 趙建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055 國際經濟與企業經營 郭國興, 莊耿銘著 六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振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泰(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偉仁

莊于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鎮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582 不亡黨 必亡國: 臺灣大陸之出路與人類之未來 王國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97 感覺自我的美好 往往在面對戀人時瓦解消散 朱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731 創業管理 黃聖棠, 王玉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695 影響個人生命與事奉: 實用聖經金句 王光智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604 清朝狀元進士舉人與官吏的墨跡 邱國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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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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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聖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光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國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菲



9789574319848 兩岸楊柳 蔣子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796 善用大自然智慧來維護自己健康. 第二輯, 體質與養生篇洪若智, 洪良和編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092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hidden truth of double-slit testCres Huang[著] 1版 其他 1

9789574326747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Cres Huang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27461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Cres Huang著 其他 1

9789574327324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Cres Huang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744 悅讀鳳林客家小鎮 廖高仁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826 Gary's符號們: 莊國民視覺形象設計 莊國民作 平裝 1

9789574329977 圖像兼格修辭及視覺閱讀層次探討與創作 莊國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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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夫.維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廖高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國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若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璋



9789574320769 The Stones game: stone sculptures of Joseph visy 約瑟夫.維希(Joseph Visy)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851 古稀硯農初耕作品集 邱美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933 Exploring a sustainable growth plan through school competitiveness and parnet needs in China's niche market of educationTzu Yin Chu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179 墨語自然: 陳建焜水墨畫作品集 陳建焜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278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記 釋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949 美的饗宴: 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第二期成果輯 林秋萍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福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堂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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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紫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建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經武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588 故事13 周其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9595 龍鑰之戰 周其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582 漫夢 陳威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674 陳玉英八十回顧 飛鴻文化美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667 循環利用綠能材料以成本效益分析導入汽車零組件及LED燈具之研究陳惠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1919 The Influence of brand image and store environment on purchase intention: taking an experiential view-A case of coffee chain brand in TaiwanHui-Hsueh Chen, Chi-Jou Chou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342 瑣譚 吳學寶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220 夏歆惠畫冊: 「異域昇華」-山水創作系列 夏歆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學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夏歆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玉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惠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威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251 海。岸上 wasserp編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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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2589 人力資源管理 陳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348 Waking up from the dream by Venerable Guo-Qi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923 Days spent wandering wondering Billi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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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宜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屏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國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珮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wasserp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子葦



9789574322305 祖孫床邊故事: 六堆客家兒童繪本. 2, 伯婆个髻鬃曾滿堂原著; 鍾屏蘭, 曾滿堂改寫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3210 祖孫床邊故事: 六堆客家兒童繪本. 1, 發粄開花咧邱玉香原著; 鍾屏蘭, 曾滿堂改寫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3227 祖孫床邊故事: 六堆客家兒童繪本. 3, 靚靚个盤花羅紫菱原著; 鍾屏蘭, 曾滿堂改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234 華夏名鑑 黃仁忠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154 那些關於上大學,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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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3456 林享郎油畫創作 林享郎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517 A challenge for teoic reading: 英文基本文法講義 安吉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6563 A challenge for toeic listening: 基礎發音講義 安吉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224 照顧者的省思與回顧: 憨笑的老小孩. 2 寒星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妙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享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吉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黃豊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423 浮世極短篇. 2 謝文雄撰文; 蔡沂真, 謝佳哲, 謝昀蓉插畫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538 官窯瑰寶成化鬥彩瓷器圖錄 林成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590 教育隨想文集 莊貞銀著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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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140 CTA: Creative Talk in Asia亞洲創意對話. 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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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文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元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育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成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貞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文雄



9789574328017 地球造化萬物生命人生概論(簡體字版) 薛文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713 吳氏延陵世系族譜: 大茅埔至德堂 吳萬煌編 第二版 精裝 1

9789574327713 吳氏延陵世系族譜: 大茅埔至德堂 吳萬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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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4927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座三合院 廖美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996 趙嫊鑫油畫創作集 趙嫊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047 無法之法: 薛毓華書法展集 薛毓華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085 慢活拾光: 林世輝水彩畫專輯 林世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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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毓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世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廖美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文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萬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84 園 鍾良錚撰文插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580 孫中山vs袁世凱 楚三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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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5610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regression: multiple decision theoretic approachDeng-Yuan Hua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795 企業競爭力 丁明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236 永續生活New vision: 創意生活環境之體驗設計 陳明石企劃主編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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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孟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仁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明哲

鍾良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鉅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894 金門民間戲曲與糊紙工藝之美 林金樹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06 食物鄉戀: 與美麗同學會 張愛金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44 甘美華畫集 甘美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075 金門古早味童玩: 對國小兒童能力發展影響之研究謝華東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6075 金門古早味童玩: 對國小兒童能力發展影響之研究謝華東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167 歲月予我 應邦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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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邦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甘美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華東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金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愛金



9789574326198 來自沖繩的報告 林文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242 Mr. Pinhead. season 1 episode 1 Ballbo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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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6259 劉龍華水彩創作專輯: 母性根源的探索與荒寒之境劉龍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358 南陽聖堂詩史. 壹 郭南州纂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457 藝海心靈: 陳國興琴書詩畫專輯 陳國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549 陰陽示象 以象釋理: 周易卦爻辭語譯 顏明華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明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文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南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宜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龍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570 邊吃邊畫365天 跟著畫家吃遍臺南美食 侯文欽, 楊淑芬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624 湛藍的天堂: 佐政的心情故事 陳佐政著 平裝 2

9789574326624 湛藍的天堂: 佐政的心情故事 陳佐政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594 蘇連陣創作集. 2015 蘇連陣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505 平凡人生 亦堪回首: 謝榮輝回憶錄 謝榮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730 WHY WAY劉懷幃作品集 劉懷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575 觀自在: 許正益佛像彩墨創作集 許正益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正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榮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懷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惠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林綉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792 老田札記 張增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860 艾莉思的天馬行空 林佩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877 水聲詩文集 劉福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891 人生的完結篇 劉小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6907 為良善而設計: 良善商業設計的教學、設計、與創作張道本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089 再見旅程 李曼聿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曼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小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道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佩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福榮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增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140 SN Lostar[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164 博士教你精算風水吉凶 劉謹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201 洪門演義 劉沛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195 老祖母的舊皮箱 周梅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823 面山教育與救難機制國際論壇. 2015 田秋堇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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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榮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永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崴媽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謹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沛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Lostar



9789574327270 蟬蛻塵埃: 謝榮恩篆刻集 謝榮恩策劃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7591 蟬蛻塵埃: 謝榮恩書法集 謝榮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379 Tautadalj部落prasasav的家譜 楊清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409 人生84歲才開始 赤津一二作; 黃雅惠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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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7447 曼達拉 邱芯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386 英文白癡也能輕鬆養出中英雙語混血兒 蘇淑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515 飛向陽光: 奕凱奕棋的生命奇蹟 曾奕凱, 曾奕棋, 林金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27515 飛向陽光: 奕凱奕棋的生命奇蹟 曾奕凱, 曾奕棋, 林金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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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淑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金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漢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芯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雅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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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7607 窒息 許雁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584 詩.樂 陳培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614 悠遊藝海: 墨海畫會專輯 林輝堂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720 一點 又 一點 潘姝君詞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317 妾本帝凰 綰昕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姝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閔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淑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文棟

送存冊數共計：2

高甄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雁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751 逐步東行 劉玟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768 日本客家述略 周子秋編 平裝 1

9789574327768 日本客家述略 周子秋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775 貼近生活說《易經》 王郭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898 標槍訓練進階教材科學理論與實務 羅仁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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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7904 林光輝里長蟬聯六屆感恩詩集: 光輝西河 邱瑞寅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光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范福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王郭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仁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雅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子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7867 范氏族譜: 范德愈公渡臺始祖傳下第六世范立遠(阿立)公家譜范福堂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031 人生第一次徒步旅行 楊多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086 幸福時光: 沒有遺憾的臨終陪伴 陳慧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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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8123 彩繪心田: 蔡其祥90畫集 蔡其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147 建築設計理論與實例解析. 三 張國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15 誕降師. 第壹卷, 大禍 李穆梅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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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其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多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慧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22 溫柔而瘋狂的 盧文浩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161 DRAG: Deploying response Resources for MAS Agents using Game theoryCheng-Kuang Wu[作]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53 黃金山城風情畫: 蕭瀟雨攝影集 蕭瀟雨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77 結緣: 中國結飾與針織欣賞 林秋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246 開到荼蘼花事了: 甲之章 澄澈作 1版 其他 1

9789574328963 開到荼蘼花事了: 乙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9441 開到荼蘼花事了: 丙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金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秋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忠(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正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煌輝

盧文浩



9789574328345 金門常民文化 林金榮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437 新竹同知.美食散步 李元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444 股票期貨好賺錢 林保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468 陳慶山書法集 陳慶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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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8512 浮生若夢 蕭芬芬詞曲; 松本涼編曲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789 寶心安開運大解析. 2016 瑛戈爾, 張國裕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靖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芬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昱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保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慶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元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802 簡易民法 胡靖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574329816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題庫彙編 胡靖榮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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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9083 臺灣環境衛生與清潔服務制度 張銘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120 從簡單到自戀: 追求力量的過程 郭政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298 財務診療 游麗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281 劉氏自癒力開關法. 基礎篇 劉溫港編著 平裝 2

9789574330539 劉氏自癒力開關法. 中級篇 劉溫港編著 平裝 1

9789574330546 劉氏自癒力開關法. 中級篇(簡體字版) 劉溫港編著 平裝 1

9789574331116 劉氏自癒力開關法. 高級篇(簡體字版) 劉溫港編著 平裝 1

9789574331123 劉氏自癒力開關法. 高級篇 劉溫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溫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政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麗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銘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328 1993 潘柏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359 戴欣怡: 紙上創作集 戴欣怡作 平裝 1

9789574329410 戴欣怡: 油畫創作集 戴欣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366 聖潔的微光-ありがとう: 曾發出微光的雕像 弦撫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472 七.武.海: 十四行詩集 許嘉瑋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496 陳金泉師古人作品集 陳金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540 李順良周絹詩書畫作品集 李順良, 周絹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嘉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金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欣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孫虔修

潘柏霖



9789574329540 李順良周絹詩書畫作品集 李順良, 周絹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533 黃明正創作集. 2015: 從古都府城出發 石淑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625 萬里遊蹤: 許榮宗攝影集 許榮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663 單接縫裁剪版型研究: 施素筠教授的立體結構演繹夏士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687 吉聲雜言集 史家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670 龔瑞維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龔瑞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芳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史家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龔瑞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榮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士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明正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762 閱讀圖像: 朱芳毅作品集 朱芳毅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793 小教官碎碎念 李銘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861 菡相荷生: 蔡宗耀攝影集 蔡宗耀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9854 陶情寫意: 李金財篆刻竹雕作品輯 李金財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027 原陽論: 簡功綜合版 林敬堯編撰 平裝 第一集 2

9789574330027 原陽論: 簡功綜合版 林敬堯編撰 平裝 第一集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058 漫談哲學與人類文明的關係 許華陽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敬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許華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宗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金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銘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102 兩岸故宮: 書畫展覽與保存、應用之比較研究 劉芳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923 <>聯展畫冊畫「家」. 2015年 陳文盛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164 畫裡乾坤: 錢軼士、謝興濤作品集 芊荷藝術空間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188 獵字遊戲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0942 偉大享樂 法蘭西斯.史考特.費茲傑羅著 其他 1

9789574330959 艾蜜莉的謎語 Emily Dickinson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201 6 Cuekoo 2015 Taipei 邱秀美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邱秀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俊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熊宜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田振明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芳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文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300 兩岸中醫藥學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294 一杯淡茶 庄頭話 劉明猷文; 劉蔚霖, 胡境芝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492 獅嶺畫室 雲端映境: 林蒼鬱師生畫集 林蒼鬱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607 我與你同行 朱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560 26天大逃亡 林樹枝作 精裝 1

9789574330560 26天大逃亡 林樹枝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690 山茶花: 客家語文學選集 曾秋仁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秋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樹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明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蒼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0768 資訊、網路、距離、孤獨: 林佳良創作論述 林佳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1352 科技 異化: 動畫創作論述 林佳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215 向山嶽致敬 謝雪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192 走揣生命地圖: 末代童養媳自修的歷程: 臺語詩.華語詩.多媒體藝術創作潘靜竹作 其他 1

9789574331192 走揣生命地圖: 末代童養媳自修的歷程: 臺語詩.華語詩.多媒體藝術創作潘靜竹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178 醫學觀點吃水果養生 陳冠瀚, 洪嘉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154 梵谷的最後一站: 奧維爾 蕭秋芬文字.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巫林秀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冠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秋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雨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靜竹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佳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284 起家: 巫林秀琴八十畫集 巫習民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31895 中級會計學教學成果與持續改善歷程報告 王若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8005 絲路X私路X思路: 楊恩生、林磐聳、周剛: 藝友絲路行創作集楊恩生, 林磐聳, 周剛作 其他 1

9789868958012 匯聚: 兩岸當代藝術交流展 張敬亭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958029 眾山環抱一峰高: 劉國松水墨畫展 劉素玉主編 平裝 1

9789868958036 郭凱: 自覺的風景 劉素玉主編 平裝 1

9789868958043 靜聽梧桐: 顧靜新水墨展 張敬亭編輯 平裝 1

9789868958050 現代水墨傳教士的聖經: 劉國松版畫作品集 劉素玉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58067 現代水墨傳教士: 劉國松師生展 劉素玉編輯 平裝 1

9789868958074 臺灣八景: 藝術創作計畫. 2013-2015 林磐聳, 周剛, 薛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70412 韓愈詩文新論 林明昌著 平裝 1

9789863070436 中山思想、臺灣經驗與兩岸關係 何振盛作 平裝 1

9789866552984 未來學本體論與STEEP分類實務研究 李利國著 平裝 1

9789863070153 動物化的後現代. 2, 遊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 東浩紀作; 黃錦容譯 平裝 1

9789863070689 民間宗教文化的傳播: 世界華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楊松年, 謝正一主編 平裝 1

9789863070733 Global time-space reorderings: literary, cultural, and cinematic transformationsYi-Hsuan Tso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士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若蓮



9789863070931 論戰國時代的合縱與連橫 黃煌雄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3070962 獄中證倒馬克思: 馬克思原錯: 勞動價值知行歸謬(簡體字版)徐澤榮著 平裝 1

9789863070979 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的本土變遷: 世界華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楊松年, 謝正一主編 平裝 1

9789863070986 中國大陸移民在澳門社會中身分認同之研究. 1949-2013董致麟著 平裝 1

9789863070993 人性學 路文興著 平裝 1

9789863071006 大陸遊全攻略 徐德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1013 只有一個電視臺 亢霖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4364 登峰: 一堂改變生命、探索世界的行動領導課 謝智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4371 非常哈皮 荷莉文; 簡雅琳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67766 體育教師角色之輪廓 歐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773 樂動: 身心靈保健 許樹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780 縱談背誦: 儲寶、利器、良方有助語文之教與學老志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803 通識跨域研究的新視野 劉阿榮, 關則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810 論文的研究、統計與測驗方法 王俊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834 高齡社會與終身學習 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841 歌星 藝術家&名人特寫 陳龍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3747 不一樣的蔬果汁百症保健全解 吳永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大書苑



9789865853754 病態性肥胖的診治與營養照護全書 戴浩志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761 神奇美顏操！：每天10分鐘，就能緊緻臉龐，擁有完美小臉！Okyanmama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778 從症狀把關健康: 不可忽視的62個身體警訊 臺中慈濟醫院醫療團隊合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3785 這樣吃,讓大腦變年輕!: 嚴選183道健腦營養食譜,跟著吃,提升記憶力,還能抗老化、防失智!渡部芳德, 野口律奈監修;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792 竹內失智症照護指南:掌握水分、飲食、排泄、運動，半數以上失智症狀改善竹內孝仁著; 雷若莉, 賴彥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808 圖解醫療院所品牌經營學 藍新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815 當梁瓊白遇見原味新美食: 當然要挑食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822 (全彩應用圖解)常用局部疼痛關鍵按點全書 楊尚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3839 只會越來越好: 真實記錄21位燒燙傷者的復健歷程陳進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846 無聲海嘯：大腦退化、人性喪失、健康淪陷大危機梁錦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03832 皇家艦隊. 5, 蠍子山傳奇 約翰.弗拉納根(John Flanagan)文; 崔容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571 王貞治的逆境領導學 飯田繪美著; 蔡世蓉,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6507 儒林外史. 七, 匡超人的故事 吳敬梓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606 儒林外史. 第十集, 豪士杜少卿的故事 吳敬梓原著; 和裕文化圖文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烈日春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能仁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核心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75943 海峽風濤: 「烈日春風」部落格選集 林水木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32270 好設計就是好風水 周慕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1904 秘數論人生 鍾褘哲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3482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4回) 林揮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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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3548 生理學關鍵試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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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25954 原古心靈教室函授班教材 洪寛可授課 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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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古心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核心培力訓練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手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夏日書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5247 閩南語. 5下: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10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2418 白鯨傳奇: 怒海之心 拿塔尼爾.菲畢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著; 李懷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425 巴黎最老甜點舖：堅持250年，109道法式經典配方朱利安.麥瑟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2494 小獵犬號航海記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作; 王瑞香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22531 設計師求生實用指南 艾德里安.蕭納希(Adrian Shaughnessy)著; 楊惠君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548 記憶的旅人 神永學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555 行李箱男孩. 3, 夜鶯之死 琳恩.卡波布(Lene Kaaberbol), 安奈特.斐瑞斯(Agnete Friis)著; 鄭郁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562 用小鑄鐵鍋做甜點：蛋糕、麵包、布丁到甜湯，STAUB小鍋陪你做美味甜點，一人一鍋輕鬆上桌鈴木理惠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579 建築與人生：從權力與道德，到商業與性愛，十座建築、十個文化面向，解構人類文明的發展湯姆.威金森(Tom Wilkinson)著;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609 世界的盡頭: 從西非到近東,從伊朗到柬埔寨,一場種族與文化衝突的見證之旅羅柏 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作; 吳麗玫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623 亂讀術 外山滋比古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647 蝗蟲效應:暴力的暗影 蓋瑞.豪根(Gary A. Haugen), 維克多.布特羅斯(Victor Boutros)著; 楊芩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654 巴黎藍帶廚藝學校日記 凱瑟琳.弗林(Kathleen Flinn)著; 廖婉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661 巴黎風味廚房: 從日常美味到聚會盛宴,簡單美好法式餐桌風景蘿拉.卡爾德(Laura Calder)著; 何修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678 野炊萬能荷蘭鍋: 烤、燉、蒸、煮、炸、燻,簡單又快速,一鍋輕鬆搞定,享受露營野炊樂趣月刊GARRRV編輯部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685 痛了,才知道愛原來一直都在 克萊兒.畢德威爾.史密斯(Claire Bidwell Smith)著; 張毓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692 第五條款. 3, 最後的家園 克莉絲汀.西蒙斯(Kristen Simmons)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708 拿起筆來放手畫：為瘋狂忙碌的生活加點創意調味丹尼.葛瑞格利(Danny Gregory)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739 鏡頭背後的勇者：用生命與勇氣走過的戰地紀實之路琳賽.艾達里歐(Lynsey Addario)著; 婁美蓮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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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送存冊數共計：18

索卡當代藝術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9789868794375 夜照亮了夜: 林葆靈個展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86206 道法自然: 洪凌個展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86213 格格不入: 鐘錦沛個展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86282 世界之窗: 亞洲新趨勢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86299 照無眠White Nights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19006 應許之地 畫冊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80380 健康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健康老化論文集. 2015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健康與管理學院編輯委員會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3780397 工業電子學 James A. Rehg, Glenn J. Sartori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780403 系統程式 Leland L. Be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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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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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6864 科學發現的基礎 白豐銘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5461 工程機率與統計奪分寶典 高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65478 工程機率與統計奪分寶典 高成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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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光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真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成文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高立



9789868146174 與神同行的旅程: 52週靈命成長手冊(簡體字版) 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M Solomon)著; 林淑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2049 飆學測. 歷史篇 郭智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056 美術. 乙版 許水富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063 高中歷史學習講堂 莊德仁, 陳正宜, 謝德隆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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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04893 朱塞佩.威爾第歌劇<>序曲研究與指揮詮釋 林鴻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7926 紅塵有幸識丹青 阿堵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57933 剪刀上的蘑菇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57940 猶在鏡中 脈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7003 隨緣開示 悟光精舍編輯小組-釋見願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010 修行心路 悟光精舍編輯小組-釋見願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悟光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泰成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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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1850 海穹英雌傳. 卷四, 怒海爭霸 伍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895697 我最大,誰不怕? 李易林文; 伊歐蕾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703 小恐龍，幫大忙 大衛貝佛文; 曼蒂絲丹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710 帽子萬歲! 布萊恩萬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727 浴缸變小了! 賴云倩文; 村上仁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758 牛爬樹，真的嗎? 梅莉諾文.圖; 賴云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765 噓!我們有個計畫! 克里斯霍頓文.圖; 桃樂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95789 囧偵探堤米費悟: 看你做的好事! 史蒂芬帕帝司著; 劉嘉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796 小小迷路 克里斯霍頓文.圖; 李美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802 小警長大戰蟾蜍幫 席鮑伯文; 藍史密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819 仙履奇緣 貝洛作; 英諾桑提繪; 殷麗君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826 颱風那一天 程麗娜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5833 滿滿的帕塔奇籃: 七個走進貝里斯的民間故事 楊可為文; 周盈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840 胡桃鉗 霍夫曼原著; 英諾桑提繪圖; 賴云倩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857 小王子與飛行員: 聖修伯里的一生 彼德席斯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864 沒關係，我幫你! 郝廣才文; 安嘉拉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871 帽子裡有什麼? 賴云倩文; 林蔚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901 麗池的異想世界 麗池克萊姆文.圖; 王彥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918 兔子先生和可愛的禮物 夏綠蒂.佐羅托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925 洞是用來挖的: 第一本有關定義的第一本書 露絲克勞絲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932 跳月的精靈 珍妮絲梅尤德里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郝廣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949 不可以吃我的妹妹! 朱里安諾文.圖; 郝廣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956 櫻桃樹 馬克薩莫塞特文; 蘿文薩莫塞特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014 腳趾頭，沒名字 尚樂洛文; 馬修莫德圖; 賴羽青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林文化



9789861896021 山羊茲拉提 以撒辛格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038 我不跟你玩了 珍妮絲梅尤德里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熊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045 一二三，我是誰? 何珍妮文.圖; 熊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052 看一看，我是誰? 何珍妮文.圖; 熊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069 猜一猜，我是誰? 何珍妮文.圖; 熊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076 帶衰老鼠死得快 郝廣才文; 塔塔羅帝圖 二版2刷 精裝 1

9789861896083 你看不見我! 朱里安諾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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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5361 一座城池 陳義豐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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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4614 六祖法寶壇經要解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 平裝 中冊 1

9789869124621 六祖法寶壇經要解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66238 千金選夫. 5, 海皇的假冒新娘 薇諾妮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245 萌霸天下. 2, 混水摸魚攻防戰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252 伊人難為二部曲. 7, 不是對手不入眼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269 推理筆記. 2, 狐妖殺人事件 早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276 御人. 卷六, 閻王殿的挑戰書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283 美人如蠍. 4, 神鬼難測 楊佳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06 推理筆記. 3, 死神遊戲 早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晁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夏河文創



9789862866313 神姬妙相. 1, 女姬當自強 萌晞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68 呆萌系假面王子 殷小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75 萌霸天下. 3, 來勢洶洶大師兄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82 失寵王妃. 1, 花燭之卷 滿城煙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36 萌霸天下. 4, 誰比誰的道行高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324 管理小故事集冊 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9172 第34回員青美展: 華花世界. 2013 蕭明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489189 臺灣故鄉之美: 員青藝術學會2013特別展 林碧霞, 蕭明輝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510023 WHY?美術 趙英善著; 肖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030 Why?哲學啟蒙 趙英善著; 畫車繪圖; 肖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047 法國AOC頂級乳酪 周寶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078 排酸療法DIY: 找回你的自癒力 施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092 難倒老爸. 3, 奇幻海洋大冒險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115 房地產疑難解答 陳銘福原著; 陳冠融修訂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10122 水資源小學堂 楊翰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139 數滿地 李光淵文; 徐奭根圖; 邱敏瑤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10184 超速吸收國中數學攻略 劉靜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益知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員青藝術協會



9789864510191 國中生學習方法的第一本書 林香河, 林進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214 跆拳道: 競技品勢 陳雙俠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5521 建物暨設施之維運管理研討會論文輯. 2013-Q2 林傳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5644 104年「戲說客家創意悅讀」成果報告書 蔡慧珍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5651 綠環境技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鄭魁香, 連苑廷, 蔡瀚德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5620 「在圖書館遇見幸福」成果報告書 蔡慧珍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06180 為兒童創新的協同教學: 九年一貫課程的現況與前瞻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197 社會新興議題與彈性課程: 九年一貫課程的現況與前瞻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03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運作: 九年一貫課程的現況與前瞻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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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綠工程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高苑科大企管系



9789577306210 九年一貫課程發展實錄: 九年一貫課程的現況與前瞻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27 九年一貫創新課程: 教與學: 九年一貫課程的現況與前瞻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34 家長資源的整合與運用: 海關天空開放教育. 家長篇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41 開放教育與教育改革: 海關天空開放教育. 理念篇林惠真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58 教師群協同教學與課程統整: 海闊天空開放教育. 課程篇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65 生活適應力與自主性學習: 海闊天空開放教育. 生活篇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72 開放教育與教師進修: 海關天空開放教育. 教師篇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89 生活、學習與創造自我: 海闊天空開放教育. 學習篇簡馨瑩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296 主題教學計畫與課程統整: 海闊天空開放教育. 課程篇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302 家長如何走進老師教學之中: 海闊天空開放教育. 家長篇林惠真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319 愛是教育的森林: 海闊天空開放教育. 播種篇 林惠真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326 圓滿生命的實現: 攜手走過河堤 河堤國小家長委員會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333 教育是終生的歷程: 攜手走過河堤 林惠真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06364 客家映臺灣: 族群產業與客家意象 張維安, 劉大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371 客家映臺灣: 族群文化與客家認同 張維安, 劉大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14256 創設計: 臺灣產品設計年鑑. 2013 劉崇智等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14263 向東流 陳俊豪, 李福源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4287 國際設計競賽之學術與應用研究 陳彥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4317 溝通前瞻思維: 溝通創新: 塑造及加速創新的方法KIM ERWIN著; 劉美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4324 體驗設計: 整合品牌、經驗以及價值的架構 Patrick Newbery, Kevin Farnham著; 陳詩捷, 林庭如, 蕭文信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56545 寶島素描簿 陳義仁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草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0385 海運安全管理 周明道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344 說我們的故事 墾丁國小六年甲班師生合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5210 寶用: 點.心設計邀請展. 2013 黃孟琦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5227 見本 黃孟琦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8522 曾文生態記. 鳥食篇 許世宏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8515 第十九屆臺灣文學家牛津獎暨田雅各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游雅筑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理大學運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唐草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理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烏茲茲的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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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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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58416 我的華麗島: 西川滿學術論文發表暨座談會論文集蔡造珉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0332 黃以色列.舊約聖經註釋<> 黃以色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0349 讚美權柄. 下, <> 黃以色列, 黎譜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0356 靈恩.靈恩史. 上, 重新詮釋.聖靈裝備五大能力　黃以色列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401 0歲天才教育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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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445 當代長笛 Pierre-Yves Artaud作; 潘宗賢, 黃善聖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363363 烏龍院動物星球. 5, 昆蟲&爬蟲.兩棲.軟體.甲殼動物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格連杜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臺文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天地國度企業號



9789571363400 骨盤枕名醫親授一分鐘神奇視力回復法: 按穴道、護頸椎,從此看報滑手機超清晰,享受一輩子的1.0。福辻銳記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48 唐師. 初章 離人望左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55 在旅途中玩會攝影 林仲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79 簡單生活,生命中的快樂小事: <>40位名家的幸福人生歐普拉雜誌(The Oprah Magazine)著; 沈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486 No Logo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著; 徐詩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3509 一口咬掉人生啊 張國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530 金錢之外，工作的理由 戶田智弘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561 吳明珠教妳35歲就像25歲:老得慢、瘦得快、祛斑除皺，女人病統統都掰掰！吳明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578 你可以忙而不亂: 停止抱怨、接納情緒、看清問題根源的52個正念練習麥可.辛克萊(Michael Sinclair), 喬西.希德爾(Josie Seydel)著; 張明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585 唐師. 貳章 離人望左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592 人類時代: 我們塑造的世界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 黃美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608 布魯克林 柯姆.托賓(Colm Tóibín)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615 黃婉玲經典重現失傳的台菜譜 黃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622 請勿對號入座 苦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639 巴黎女孩時尚日記: 畫出最甜美的巴黎街頭時尚柔依.德拉斯.卡斯(Zoé de Las Cases)著; 蘇威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691 長歌行 夏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363707 長歌行 夏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363714 長歌行 夏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363721 長歌行 夏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363660 引爆趨勢: 小改變如何引發大流行 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著; 齊思賢譯四版 平裝 1

9789571363738 為什麼N型人比較容易成功? 趙寬一著; 徐若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745 喬志先生戀愛處方簽 張兆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752 父親的靈魂在雨中飄升 帕德里西歐.普隆著; 林志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776 我在紐約,愛你 郁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783 中年心得帳 林真理子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790 溫筱鴻的鐵戰人生:時尚CEO的18堂職場實戰課 溫筱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806 從決策到妙策 游伯龍, 黃鴻順, 陳彥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813 趕走疼痛 華人健康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820 成為母親之後 羽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844 超強資優生養成班 村上綾一作; 黃薇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004 旅行是一場修行 林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868 震撼主義: 災難經濟的興起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著; 吳國卿, 王柏鴻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3875 來當一日羅馬人 後藤克典作; 江裕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882 語不驚人毛不休 毛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899 唐師. 參章 離人望左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905 青天白日下的秘密: 國安情報上校李天鐸非常揭密李天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912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 李焰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929 瘋狂改變世界: 我就是這樣創立Twitter的 畢茲.史東(Biz Stone)著; 顧雨佳, 李淞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936 決斷2秒間: 擷取關鍵資訊,發揮不假思索的力量 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著; 閻紀宇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3943 來當一日埃及人 後藤克典作; 劉佩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950 我害怕,成功 陳文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3967 白妖怪黑妖怪遊戲繪本: 不可思議的妙妙種子 Uruma Delvi文.圖; Cosmo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3974 白妖怪黑妖怪遊戲繪本: 站住!落跑蛋 Uruma Delvi文.圖; Cosmo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3981 玻璃衣櫃 約翰.布朗(John Browne)著; 王祁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998 UNT指尖心機,40款手殘女孩的時尚美甲提案: 平價小物也能玩出沙龍級指甲彩繪玩藝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001 愛睡覺的大鯨魚 丹布隆文; 艾芙琳.達比迪圖; 陳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018 瑞德和布利的黃藍地圖 曼努那.莫拿里文; 艾芙琳.達比迪圖; 邱孟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032 政治秩序的起源. 下卷, 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056 白妖怪黑妖怪遊戲繪本: 尋寶大對決 Uruma Delvi文.圖; 余蕙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063 謝沅瑾猴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謝沅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070 烏龍院動物星球. 6, 魚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087 買進巴菲特,穩賺18%: 6,000元起,當波克夏股東,讓財富滾雪球邱涵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00 我行我宿 丁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17 工作需要獨裁力: 先有獨裁力,才能發揮影響力 木谷哲夫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24 誰把橡皮擦戴在鉛筆的頭上？ 詹姆斯.沃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31 間諜橋上的陌生人 詹姆士.B.唐納文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48 餐桌風格,自己創造吧!: 自食器挑選搭配、氣氛佈置營造到用餐基本禮儀的完整餐桌全書余嘉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55 年輕20歲的腦力回復法: 9招大腦回春法,健康、活腦、心不老亨利.艾蒙斯(Henry Emmons), 大衛.奧特(David Alter)著; 蔡孟儒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62 韌性: 挺過挫折、壓力,走出低潮、逆境的神秘力量克莉絲蒂娜.伯恩特(Christina Berndt)著;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79 錢氏女 章詒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86 親愛的彼得先生 葉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193 不正經日常 鬼門圖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09 日本懷舊販賣機大全 魚谷祐介作; 曾雅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16 美食有這麼了不起嗎?: 拯救誤入歧途的飲食文化!柏井壽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23 深夜的私嚐時光 楊子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30 來當一日希臘人 後藤克典作;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47 人生只有一次,華麗的旋轉跳躍吧! 張吉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54 去做狂野的夢: 反抗、戰鬥、單刀直入,中村修二的職場哲學中村修二著;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61 烏龍院動物星球. 7, 瀕臨絕種的動物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78 紫引人生 林禪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285 Bonjour 2016: 52週的法式美味彩繪手帳 潔西.卡娜洛斯.韋納作; 潘如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292 遇見世界十大教堂: 建築師帶你閱讀神聖空間 王裕華, 蔡清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08 刺殺蔣介石: 美國與蔣政權鬥爭史 王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15 別讓身體不開心:潘懷宗博士把關，讓你吃得最安心的一本食材大全，聰明挑食健康煮，絕不踩食安地雷年代much台, 潘懷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22 飢餓: 從孟買到芝加哥,全球糧食體系崩壞的現場紀實馬丁.卡巴洛斯(Martin Caparros)著; 沈倩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39 你不知道的自然療法：寶石能量給你的10個身心靈療癒＆9個開運方法Eddie, Yoy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46 自找的。夢想: 16天鐵騎穿越絲路,5名鐵人幫網路創業夢想奇蹟黃鵬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53 飛啊飛啊～飛天貓 五十嵐健太著; 張沛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77 唐師. 肆章.禍起蕭牆 離人望左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84 快樂,不用理由: 練習．七個由內而生的快樂法則瑪西.許莫芙(Marci Shimmoff), 卡蘿.克萊(Carol Kline)作; 陳敬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391 改變中國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 溫洽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4407 諾拉．韋布斯特 柯姆.托賓(Colm Totbin)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414 如何改變社會: 反抗運動的實踐與創造 小熊英二著; 陳威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421 鍵盤參與時代來了!: 微軟首席研究員大調查,年輕人如何用網路建構新世界達娜.博依德(danah boyd)著; 陳重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445 當個壞人吧!成功,從學會使壞開始! 川北義則著; 李健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452 小艾略特的城市冒險 麥克.柯拉托(Mike Kurato)文.圖; 葛容均, 胡琇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469 MEOW:這些貓/ 這些人 萬金油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483 和食古早味: 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 胡川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506 大城小事 HOM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364513 瘋潮行銷:華頓商學院最熱門的一堂行銷課！6大關鍵感染力，瞬間引爆大流行約拿.博格(Jonah Berger)著; 陳玉娥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4537 小艾略特的夢幻家族 麥克.柯拉托(Mike Curato)文.圖; 葛容均, 胡琇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544 好主管的覺悟－用最少力氣打造精銳團隊的技術永松茂久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575 歷史課聽不到的奇聞: 那些你不知道的醫療外史譚健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599 怪獸大師圓谷英二:發現日本特攝電影黃金年代奧古斯特.拉格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605 我們住在水中 傑斯.沃特著; 許瓊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629 紐約學 黃致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674 天天練習說話魅力: 傳播名師教你溝通、談笑、發Line、說服、演講的11道魅力說話術方蘭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11 搞鬼 吉莉安.弗琳著;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7224 高雄市石化氣爆復建週年紀念專刊 廖小媛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4451 不同凡響: 大樹鄉土人物志 柯武村, 劉己玄採訪撰稿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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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9801 中山學報. 第三十三期 中山學報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大樹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市中山學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96

送存冊數共計：99

高市土木技師公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3706 翰逸神馳: 全國書法名家專輯高雄市中國書法學會成立50週年紀念汪中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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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7729 此情有待成追憶 陳文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47193 寶積經講義 印順導師原著; 釋開仁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115 六龜的故事. 2 吳憶萍, 曾冠蓉, 陳孟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4122 手繪回憶 六龜林業老建築 吳憶萍, 曾冠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903 感動.敢動: 分組教學實戰手冊 王建正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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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教師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國際粉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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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荖濃溪環境藝術促進會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中國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五權國小退休聯誼會



9789869226707 悠遊彩藝 林美秀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1405 郵裡乾坤: 郵藝與歷史的對話 郭玉燦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2717 高雄市藝術聯盟畫會30週年作品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3985 用News英語增進表達力 陳志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992 美國人為什麼這麼說? 季薇.伯斯特, Paul James Borst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07 上班族英語生存關鍵術 胥淑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14 求職英語一試雙贏 黃梅芳, 吳悠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21 英文文法一點靈 蘇瑩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38 Fantastic Flight空服地勤100%應試+工作英語 陳坤成, 謝旻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45 鐵路特考英文高分特快車 方定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3247 留學達人英語通: Here I Come!USA 洪子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52 美食英語 伍羚芝, 倍斯特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69 NEW TOEIC新多益700分閱讀特訓班 Matthew Gunton, 連緯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76 國貿英語說寫一本通 施美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83 五星級餐旅英語 林昭菁, 梅潔理(Jeri Fay Maynar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3190 Super英文領隊導遊PAPAGO: 考證照PASS,帶團GO!滴兒馬, 方定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05 掌握News關鍵字: 透析英文報導的要訣 James Chiao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郵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藝術聯盟畫會



9789869088312 超有梗的日常英語Talk Show: 口語與幽默感一起飆升陳紳誠, 謝旻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329 B咖日記: Smart俚語讓你英文B咖變A咖 Chris H. Radfor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36 哈英文學文法: 文法故事書 Resa Su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43 跟著大明星學英文文法 蘇瑩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50 用英語認識特色臺灣 林昭菁, 梅潔理(Jeri Fay Maynar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67 iBT+IELTS+GMAT文法狀元的獨家私藏筆記 韋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374 管理人英語4週養成計劃!: 28項管理精要+全面提升英語力黃啟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81 那些年我們一起熟悉的英文文法: 藏在電影、小說、歌詞裡倍斯特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98 Follow 30場票房電影實現你的旅遊英語夢 Bella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500 90關鍵英語烏龍句之高效抓「龍」術，職場溝通不NG！Jessica S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517 每日一句的Instagram PO文,輕鬆學好英文寫作 韋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524 猴腮雷：雅思口說7+ 詹宜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531 國貿與新多益: 一魚兩吃「考用」與「職場」大結合迅速掌握「商用英文書信」要訣!洪婉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548 跟著武俠人物修練英文文法: 創新式學習+「199」個關鍵英文文法考點武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555 童話奇緣: Follow Kuso英語童話,來場穿越時空之旅克莉斯汀.愛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562 愛玩客的旅遊英語 李佩玲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4201 璽墨苑「如是我聞」書與畫系列 周晏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218 璽墨苑「如是我聞」瑑系列 周晏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3109 弘揚孝道: 徵文比賽優勝作品集. 104年 弘揚孝道徵文比賽獲獎人作; 簡秀治, 游伯芬總編輯初版 其他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港口慈濟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浩然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5716 玄天上帝道法籙 沈武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716 玄天上帝道法籙 沈武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564 5:2法則: 用另一種態度跟窮忙說再見 珍娜.孟席斯(Janet Menzies)作; 石美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6100 集量論 陳那菩薩作; 法尊法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63759 檸檬蜜茶 王貞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6903 原讖,中國古來預言大解密 欣廬主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4948 觀賞無脊椎動物: 淡水各種觀賞蝦、螯蝦、觀賞蟹、螺貝類Chris Lukhaup, Reinhard Pekny編著; 周旭明, 戴郁, 簡彗明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荊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原富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班智達翻譯小組

高雄道教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0476 玄學.流年香韻與應用 一明山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483 我在五維陪著你 桂思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490 我的創造: 佳璧教育筆記 何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506 世界三元論 王來祥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20513 世界三元論 王來祥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20520 深圳,誰在賣醉 秤砣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537 臺北十日紀事 毛祥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544 浪漫年代 江天遠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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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4854 老街溪中壢平鎮段鳥類生態紀實 徐景彥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7110 墨韻生輝彩藝薪傳: 桃園市榮光藝文學會會員聯展專輯張自強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8729 昔時賢文大家讀 吳雅雯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臺語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榮光藝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83462 神聖的渴望 艾傑奇(John Eldredge)作; 林智娟譯 初版4刷 平裝 1

9789861984520 聖經信息系列: 歷代志上下 威爾克(Michael Wilcock)著; 張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537 聖經信息系列: 列王紀上下 歐雷(John Olley)著; 黃從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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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84575 讓耶穌幫你帶小孩: 後現代的有基教養 毛樂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582 聖經故事王. 1, 創世的祝福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余欣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599 聖經故事王. 2, 摩西過紅海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柯松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605 聖經故事王. 3, 進入應許地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屈貝琴, 張安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612 聖經故事王. 4, 主僕大衛王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林芸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629 聖經故事王. 5, 分裂的王國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李柏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636 聖經故事王. 6, 毀滅與復興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宛家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650 馬可福音動起來!(教師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4667 馬可福音動起來!(學生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674 同行: 最美的陪伴 鄭起老作; 楊少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9459 「教」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黃富昌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9459 「教」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黃富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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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50031 如何製作穿戴式電子裝置: 設計、製作、穿上自己做的互動裝置吧凱特.哈特曼著; 蔡伊斐, 劉盈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048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編;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50062 LinkIt ONE物聯網實作入門 曾吉弘, 顏義翔, 陳映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教學資源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泰電電業

校園書房



9789864050079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編;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50086 3D Printing Handbook: 使用並認識用於自我表現的新工具平本知樹, 神田沙織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093 Scratch數位互動我最行 CAVEDU教育團隊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109 真愛遇見你 費莉.麥法蘭(Mhairi McFarlane)著; 賴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565 動手製作Arduino機器人 邁克爾.馬格里斯(Michael Margolis)著; 劉允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116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Dana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50123 職人JJ的私房冷製手工皂: 26款人氣配方大公開!JJ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130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50147 購物狂征服好萊塢 蘇菲.金索拉(Sophie Kinsella)著; 羅雅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154 KNR機器人實驗手冊: KNRm控制器實驗教材開發宋開泰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178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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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79160 陸游的農村詩 (宋)陸游原作; 王柏鐺選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3301 羅信慨宗族譜 傳承 羅茂松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66788 EMBA3的芒果.柚子.蓮霧.柳丁: 四季臺灣.好農生活誌林文集, 王文安, 陳吉鵬撰文編輯 平裝 1

9789579966795 水藍之舞: 鯨彩臺灣藝魚特展. 2015 王有森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神農廣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羅信慨宗族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5624 腦科學精準早療法 魏振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44631 畫說紅樓: 清.孫溫孫允謨繪紅樓夢 孫溫, 孫允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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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1610 醫學新紀元 贏戰婦癌 鄭文芳口述; 陳亞南執筆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42238 解密科技寶藏: 創新科技專案體驗. 2015 創新科技專案團隊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42221 新興市場商機探索: 馬來西亞 工研院IEK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245 半導體產業年鑑. 2015 彭茂榮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252 顯示器產業年鑑. 2015 劉美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269 通訊產業年鑑. 2015 鍾銘輝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276 電子材料產業年鑑. 2015 葉仰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283 電子零組件產業年鑑. 2015 紀昭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290 特用化學品產業年鑑. 2015 陳育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工研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工研院產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之愛癌症基金會

十方啟智基金會



9789862642306 石化產業年鑑. 2015 范振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313 機械產業年鑑. 2015 熊治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320 汽機車產業年鑑. 2015 石育賢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337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2015 張慈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344 新興能源產業年鑑. 2015 康志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351 新興市場商機探索: 泰國 工研院IEK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436 搶先機: 物串心聯 網力全開 蘇孟宗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36785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工作報告. 104學年度黎建球等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0434 第五十、五十二屆泡茶師頒證典禮暨第六屆陸羽茶學研討論文發表會蔡榮章主編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41686 善牧在臺灣的助人工作歷史 善牧基金會宣導企劃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41693 嚮往幸福的身影 王祈允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8140 平凡有真情,傳承藏光華: 30週年紀念專刊 字裡行間工作室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善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正農科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仁茶藝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9618 華山上的日子 趙光武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649 天帝教教綱 財團法人天帝教極院傳播出版委員會編輯 修訂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9619 孩子的另一扇眼睛 財團法人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2118 黑道大哥的柏克萊女兒: 逆境教育的七堂課 呂代豪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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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3995 兒盟瞭望. 5, 家,用愛定義 鄭敏菁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203 兒盟瞭望. 7, 培力.年少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210 兒盟瞭望. 6, 守護孩子長大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5118 中華企經會五十週年紀念: 策略評論名文集粹 陳定國等作 精裝 1

9789868805118 中華企經會五十週年紀念: 策略評論名文集粹 陳定國等作 精裝 1

9789868805125 企業將帥十二篇 陳定國作 第一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企業研究院學術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宣教使命團文化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帝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55533 中華花藝探賾. 二, 寫景花 黃永川, 張秀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55540 遷想妙得: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16 中華花藝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69574 醫療傳道 擴張境界: CCMM全國醫務人員暨醫務學生退修會活動手冊. 2012年董倫賢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2869581 委身職場 醫療傳道 : CCMM全國醫務人員暨醫務學生退修會活動手冊. 2013年簡肇明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2869598 愛心服侍 職場傳光 : CCMM全國醫務人員暨醫務學生退修會活動手冊. 2014年施富金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42813 40醫療傳道揚新帆: 路加傳道會四十週年特刊 卓良珍, 施富金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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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8800 調整事項與勞動報酬 鄧學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2710 匠心臺灣: 在大地上經營 陳慧屏, 林媛玉撰文; Eric Ding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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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2417 讓幼兒動起來: 慢飛天使健康體能魔法寶典教師手冊李淑貞等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顧問工程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路加傳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花藝



9789868872424 以社區為基礎的兒童早期介入工作手冊 廖華芳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90982 課題達成型QC STORY 狩野紀昭監修; 新田充彙編; 簡茂椿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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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47663 鋼鐵與生活 簡佑全等編寫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2123 標竿生技. 2015 翁啟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3252 Cancer stem cell發展趨勢及商機探討 寇怡衡, 鄭宇婷, 賴瓊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276 製藥產業年鑑. 2015 巫文玲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283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5 譚中岳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290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5 譚中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306 製藥產業年鑑. 2015 巫文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313 生技蛋白藥物之國際競合研析 寇怡衡, 賴瓊雅, 陳秋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320 生技蛋白藥物之國際競合研析 寇怡衡, 賴瓊雅, 陳秋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344 泰國藥品產業現況及商機探討 巫文玲, 陳怡蓁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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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衛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59457 愛與和平書藝創作展 陳國寧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72668 Heart to heart : buddhist museum encounters in ladakhBhikkhuni Liao Yi, Maria Reis.Habito 精裝 1

9789868272675 世界宗教博物館導覽手冊 洪淑妍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8272682 禪示天地: 微笑傳心.活諸如來 財團法人靈鷲山佛教基金會研究中心撰文 平裝 1

9789868272699 公共社會論 江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83908 思想劄記 江山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8983915 思想劄記 江山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983922 自然神論 江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92765 郭宗正醫師的水彩世界(2011-2015) 柯介宜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5277 廣論三部曲 郭正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5291 真心告訴您: 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5291 真心告訴您: 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永都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出版社

送存冊數共計：8

世界宗教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515 出塵 徐享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745 工作手冊 李奎璧, 姜名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218 新飲食 心關懷: 行天宮精神醫學失智症照護手冊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225 人間行腳. 選輯十二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225 人間行腳. 選輯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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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6161 海吼的邊界: 港仔西 鐘啟榮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19337 頤養.好食: 易嚼、美味的頤養食譜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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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年喜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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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平文教基金會

永續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9789579937528 與華無極樹石雅集 林永裕, 邱宏治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1908 築夢: 鄭光吉夢想的旅程 鄭光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3770 臺北南港二二八 張炎憲, 胡慧玲, 黎中光採訪記錄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973787 臺北都會二二八 張炎憲, 胡慧玲, 黎澄貴採訪記錄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973794 逆風蒼鷹: 辜寬敏的臺獨人生 辜寬敏口述; 張炎憲, 曾秋美採訪整理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5139 臺文通訊BONG報第241到第252期合訂本 廖瑞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73790 千百億化身: 子問佛像創作巡迴展 子問作 平裝 3

9789574573806 人間淨土: 何文杞彩繪佛館百景捐贈畫集 何文杞作 初版 平裝 3

9789574573813 變形金剛的奇幻旅程: 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如常法師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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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7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李江却臺語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慶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9789868845329 轉念創新活出生命的亮點: 轉化個人與社會跨領域國際研討會暨香光研究學院成立特輯. 2014香光研究學院主編 其他 1

9789868845336 誰在耕心田: 香光尼僧團述記 香光尼僧團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45343 寺院史志與大眾史學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7804 打開生命教育百寶箱 紀潔芳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7811 生命教育你我他 紀潔芳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5206 浪子董事長 曾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213 別以為:照護住院家人是你的全責: 全責護理推手周照芳傳奇周照芳作; 曾玉萍採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303 食用油的行政管控: 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及合作 王淑觀, 張筧共同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437 東亞區域安全形勢評估. 2014-2015 陳重成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律扶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綜合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佛教蓮花基金會



9789869245210 法律扶助國際論壇會議實錄. 2014 陳為祥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5203 International forum on legal ai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4Pei-Fen Cheng[編輯]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21852 社寮古道上的彩色精靈: 八通關古道社寮段植物解說手冊楊智凱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7371 我們在巴塔哥尼亞的童年 尚.申努特(Jean Chenut)作; 吳宛立, 曾筱筑, 陳富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7388 退藏於密: 簡正雄作品集 陶文岳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8529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104年版(103年度資料)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6478536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G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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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4804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 第23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811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30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融聯合徵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社寮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天步文化藝術基金會



9789869222501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年報. 2014 拉娃谷倖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498739 臺商大陸生活手冊. 104年版 施惠芬總編輯 第11版 其他 2

9789579498739 臺商大陸生活手冊. 104年版 施惠芬總編輯 第11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517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十週年特刊: 深耕十年 品質領航江東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9528 運動品牌做什麼: 剖析我在NIKE/李寧做的成功案例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535 紡織產業年鑑. 2015年 王冠翔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535 紡織產業年鑑. 2015年 王冠翔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542 高齡照護服飾技術商品化之關鍵因素分析及推動策略建議劉育呈撰寫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19559 Life wear潮流下,臺灣機能性時尚紡織品技術創新方向研析巫佳宜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559 Life wear潮流下,臺灣機能性時尚紡織品技術創新方向研析巫佳宜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1714 點滴人與事: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五十週年專輯王明習等編輯 平裝 全套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成大工科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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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教評鑑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基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45620 Taiw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2015 National Policy Foundation編] 平裝 1

9789867745620 Taiw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2015 National Policy Foundation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6029 原始點健康手冊 張釗漢作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191640 3GPP Beyond 4G 無線通訊標準版本之演進 洪長春作 其他 1

9789576191657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專利壁壘與突圍策略 洪長春等作 其他 1

9789576191664 創新生態系統發展策略研究 簡國明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671 從宏達電案例看美國專利訴訟特定爭點攻防策略李森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688 多媒體廣播多播服務(MBMS)技術與標準必要專利解析賴明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695 太陽能電池產業技術與標準初探 樊晉源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01 各國專利趨勢與優勢總體分析 張書豪, 林品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18 未來3-8年我國ICT潛力發展技術趨勢研析 王宣智, 翁志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25 知識產業發展願景研究: 以醫療器材產業為例 葉席吟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32 以情境分析與願景建構協助規劃國家中長期科研發展方向: 以災防領域為個案林海珍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49 產業之科技基礎動能比較分析 洪文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56 促進我國科技創業發展之相關法制研究 林國全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63 科技計畫投入統計及內容分析. 104年度 蔡宛栩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70 科技計畫成效報告統計分析. 102年度 張錦俊, 呂龍盈, 鄭淑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87 促進我國科技創業發展之相關法制研究 張冠群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794 知識產業化策略路徑分析 陳明俐等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9789576191800 產學研合作之創新政策激勵工具分析 簡國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191817 人口變遷趨勢下智慧醫療及智慧防疫相關技術趨勢發展: 日本第九次前瞻調查之德菲議題分析陳怡如, 王宣智, 林海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824 全民行健,里山和諧: 能源國家型計畫粹鍊更美好的臺灣. 壹張培仁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0104 Proceeding of 5th Asia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Kuo-Chun Chang等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1612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小鼠解剖與檢體處理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1629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神經疾病動物模式介紹與SHIRPA分析法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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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9509 陳球仁興宗祠308週年紀念特刊 陳炳亨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504533 門訓學堂開課了!那些年,使徒教我們的事 黃銀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540 主日學大改造: 為基督建立這個世代的信徒 亨莉達.米爾斯(Henrietta C. Mears)作; 黃耀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557 救主耶穌的祖先亞伯拉罕: 從信心之父學習寶貴的屬靈功課黃奇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564 活出智慧的生活 凱文.李曼(Kevin Leman)作; 黃耀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588 主日學活動設計: 遊戲 盧承週作; 李主愛, 黃相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595 成為下一個聖經勇士 麥肯齊作; 梁銘慧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球仁興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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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地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9789575504601 從小必須牢記的經文 蘿貝卡.路瑟(Rebecca Lutzer)作; 恩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28932 人生錦囊 財團法人基督教天聲傳播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579828949 人生錦囊 財團法人基督教天聲傳播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579828956 信仰大哉問? 財團法人基督教天聲傳播協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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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59449 當神說話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 利百加.史次馬(Rebecca Wagner Sytsema)著; 戴保堂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9869 葉光明傳 史提芬.曼菲爾(Stephen Mansfield)著; 柯美玲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183024 耶和華以勒 賴王秀蘭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183031 因為愛,神蹟在這裡! 海蒂.貝克(Heidi Baker)著; 吳美真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274588 上帝也浪漫: 德國羅曼蒂克大道的心靈旅記 依品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595 上帝也浪漫 依品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601 人生最需要的20件禮物: 給孩子和大人的品格勵志書伍爾本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618 蘇老師愛讀書!我不愛 芭芭拉.波特納文; 麥可.恩伯利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625 化解創造與演化之爭: 從資訊學解讀生命起源 基特, 康普頓, 費南德茲合著; 蕭寧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700 參孫打敗大獅子 凱琳.馬肯茲(Carine MacKenzie)文; 弗列德.艾伯斯(Fred Apps)圖; 徐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717 紗麗之旅: 失去所愛的療癒旅程 金幼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724 保羅算什麼?: 從迫害基督徒到成為基督使徒 約翰.蒲樂克(John Pollock)原著; 顧華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731 聖經的三十六計 范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基督天聲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以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45042 一分鐘EQ教練 雷洛美, 王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066 祈求聖靈充滿 徐晉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073 祈求聖靈充滿(簡體字版) 徐晉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5702 喜樂阿嬤.瑪喜樂女士漫畫傳記 蕭瑞益編繪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7947 心靈札記 楊斐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87978 The lighthouse: revelations from god Mei Yuan Kuo Hsu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87179 睿眼看人生: 小小信仰可以改變人生 彭書睿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87193 黑光禮讚: 他們在“黑社會”說唱生命故事 鄭信盛, 許秀柱等說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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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567736 小莫與阿跳 林羿翧文; 謝依伶圖 初版 其他 2

9789575568306 勇氣種子 小芯斑筆作 初版 精裝 2

9789575568313 教孩子玩戲 張永勳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基督橄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基督教瑪喜樂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信徒佈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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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57502 商圈商情預測與通路探索: 馬來西亞吉隆坡 范慧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519 商圈商情預測與通路探索: 新加坡 范慧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526 商圈商情預測與通路探索: 大臺北地區 范慧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533 東南亞外食消費行為探索: 以新加坡與吉隆坡為例范慧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656 商圈商情預測與通路探索. 2014: 中國大陸 范慧宜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057663 理解區域貿易協定和面對FTA 杜震華, 朱浩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57670 透視國外加盟法規 蕭富庭, 郭昱伶, 林業修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57687 商圈服務品質解密 鄭兆倫, 朱浩, 謝佩玲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57694 創新之前必知的八件事 吳佳琳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517586 讀報Follow me: 九大領域創意教學 方志豪等撰 平裝 1

9789577517593 愛麗絲鏡中奇遇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著; 海倫.奧森柏莉(Helen Oxenbury)繪; 賴慈芸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616 草莽英雄 沈石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623 懶洋洋的噴火龍 葛拉罕(Kenneth Grahame)著; 謝培德(Ernest H. Shepard)圖; 黃筱茵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630 不說成語王國 謝鴻文著; 鄭潔文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678 早安豆漿店: 給青少年的31種智慧態度處方 林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517685 爸爸的16封信: 獻給會思想的你 林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517067 我是一隻狐狸狗 林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517524 青春巧克力 張大仁, 張簡曉耘等作 平裝 1

9789577517692 遇見空空如也 孫玉虎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708 童年跳跳糖: 六種寫作的好滋味 劉玟翎, 洪莉薇, 張愷軒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3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國際沛思文教基金會

商業發展研究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2906 臺灣新童謠七首 盧千惠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20077 聽損兒童融合實務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教研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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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05875 陽明海運臺灣濕美地之美攝影專輯 朱統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31314 翻轉命運的女孩 陳媺慈著 平裝 2

9789573031314 翻轉命運的女孩 陳媺慈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8008 鹽水溪在永康 高凱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0208 黃蘭君畫集. 二 黃蘭君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朝琴獎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菜脯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朝陽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9545 未來部30週年特輯 創價新聞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4919 夢想彩繪 彩繪夢想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267 享受跑步,這樣跑才健康! 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3274 排毒養生這樣做,輕鬆存出健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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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4704 天華學苑書法作品集 謝素秋, 鄭翠芸, 劉晏渝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6255 主日讀經講解. 丙年 杜敬一作; 張毅民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6262 走過沙漠: 學習放下、簡單生活 羅柏.威克斯(Robert J. Wicks)著; 黃美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279 歸心祈禱簡介 潘寧頓(M. Basil Pennington)著; 鄭重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286 主日聖言誦讀. 丙年 林康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293 耶穌的比喻 Boguslaw Zeman著; Zbigniew Freus繪; 陳思宏, 常祈天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一貫道天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憨兒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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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16148 混搭革命: 20個雲端時代的轉型典範 樂以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816056 全球科技創新法制趨勢觀察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815301 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 2013 2013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編纂小組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816131 公領域智慧安全佈局方向及解決方案探勘 徐育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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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15523 巨量資料風潮下的軟體市場趨勢與機會 翁偉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721 資通產業年鑑. 2014年. 資訊服務暨軟體篇 林巧珍等作; 資通產業年鑑-資訊服務暨軟體篇編撰小組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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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816001 The best of CEO vision 詹文男等作 1版 平裝 1

9789575816063 國際能源管理系統大廠剖析 王怡臻, 海外業務服務組作 平裝 1

9789575816070 從歷屆COMPUTEX大展洞悉資通訊發展趨勢 朱南勳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087 從歷屆CES大展洞悉消費性電子發展趨勢 古亞薇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094 從歷屆MWC大展洞悉行動通訊發展趨勢 徐子明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155 ICT Country Report. 臺灣篇. 2014 李芳菁, 蔡斐如, 資訊產品與應用組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情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科法所



9789575816162 ICT Country Report. 中國大陸篇. 2014 新興運算與應用組, 資訊產品與應用組作 精裝 1

9789575816179 ICT Country Report. 南韓篇. 2014 新興運算與應用組, 資訊產品與應用組作 精裝 1

9789575816186 ICT Country Report. 日本篇. 2014 新興運算與應用組, 資訊產品與應用組作 精裝 1

9789575816247 ICT Country Report. 越南篇. 2014 新興運算與應用組, 資訊產品與應用組作 精裝 1

9789575816254 ICT Country Report. 印度篇. 2014 李芳菁, 資訊產品與應用組作 精裝 1

9789575816292 大陸市場3C產品品牌競爭與消費偏好洞察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信勵(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平裝 1

9789575816308 大陸市場大家電品牌競爭與消費偏好洞察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信勵(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平裝 1

9789575816315 大陸市場生活家電品牌競爭與消費偏好洞察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信勵(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平裝 1

9789575816322 大陸市場廚房家電品牌競爭與消費偏好洞察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信勵(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Simply Brand)作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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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240 公司治理策略地圖: 提升公司治理評鑑之必備步驟張明輝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2087 公益的活水: 臺灣社會企業的理論與實踐 鄭勝分等作; 須文蔚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2094 加入TPP與RCEP: 臺灣準備好了!? 宋鎮照等作; 簡明哲, 譚瑾瑜, 吳孟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407 全球化下兩岸文創新趨勢 黃宗潔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臺灣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微龍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誠教育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0935 牽手生命.牽手愛: 輔以達治療法臺灣筆記 郭煌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0611 神之守護: 楊天錫醫師(37/4/15). 第12冊 楊天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630611 神之守護: 楊天錫醫師(37/4/15). 第12冊 楊天錫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3484 真言密教十卷章 (唐)日本空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63521 淨土指歸 普行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538 肇論譯註 段景蓮居士譯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4693 葡萄牙電影 臺北電影節統籌部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7149 VINCENT J.F. HUANG 石瑞仁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75715 蒼生問 張馨文主編 平裝 1

9789869175722 雙城記: 萬園有靈/郭維國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5739 雙城記: 浮城過影/陸先銘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5746 兩个习: 游文富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楊春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乘基金會



9789869175746 兩个习: 游文富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753 最初與最終 Chris Wainwright[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9175777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4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777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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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64499 3X3禱告手冊(隨手兒童版) 士林靈糧堂兒童牧區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8996106 3X3禱告手冊(隨手版) 士林靈糧堂文字組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33198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神的帳幕在人間、真帳幕的執事、更美的約、帳幕在舊約中的啟示、帳幕在新約中的實現江守道等講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812 神的顯現: 屬天生命的核心價值 劉秀慧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7162 不可不讀的40篇. IV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97179 消失的畫作 空中英語教堂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彩霞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蒙惠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士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基督徒福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8114 樂齡音樂活動帶領手冊: 打擊樂器教學 王婉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8127 散播反思寫作的種子 林文琪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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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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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534 天主.聖言: 舊約金句彙編 莊宏達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5938 死亡的藝術 葛印卡(S.N.Goenka)等著; 維吉尼亞.漢彌爾頓彙編; 加拿大Ontario Vipassana Foundation內觀基金會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35938 死亡的藝術 葛印卡(S.N.Goenka)等著; 維吉尼亞.漢彌爾頓彙編; 加拿大Ontario Vipassana Foundation內觀基金會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3252 Asia Pacifico: América Latina: el proceso de integración y desarrolloLucía Chen(Hsiao-chuan Chen)[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內觀禪修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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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他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醫學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7811 典範與標竿: 臺灣企業永續獎. 2015 申永順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9145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史實紀要 陳漢文等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0861 聯結太平洋.永續的關懷. 2015 林世偉文字編輯 平裝 1

9789868800861 聯結太平洋.永續的關懷. 2015 林世偉文字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3622 35永續精采創新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161 向錢起步走 林素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178 外匯及金融衍生性商品小法典 盧薇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185 貨幣大變革: 人民幣國際化的商機與挑戰 黃仁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192 金融人員企業授信必修12堂課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208 財務報表分析寶典: 特蒐100個觀念與話題 李耀魁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990215 中小企業財務會計實務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990222 中小企業財務法規與會計實務: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增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3990239 新數位力: 解密數位時代脫穎而出的關鍵 George Westerman, Didier Bonnet, Andrew McAfee著; 孫一仕, 施祖琪, 蕭俊傑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246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蔡敏川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更生保護會



9789863990253 決勝數位金融新時代 洪國超, 陳鼎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260 中小企業財務資源與法規 中小企業財務資源與法規編輯委員會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0512 慈惠醫院年報. 102-103 吳景寬等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320110 為蒙拯救信神: 必須追求真理(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134 話在肉身顯現. 續編: 認識神之路. 上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158 全能神教會末後的方舟(韓文版)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165 國度時代: 基督的發表《話在肉身顯現》(韓文版)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189 神的話語見證神的顯現與神的作工: 考察真道一百題問答(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325 神的話語見證神的顯現與神的作工: 考察真道一百題問答(韓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332 為蒙拯救信神: 必須追求真理(韓文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349 國度福音講道專輯(韓文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356 羔羊展開的書卷(韓文版)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363 凡不能認識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人永遠不能進天國(韓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370 抵擋全能神遭懲罰的典型事例(韓文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387 得勝者的見證. 第一輯(韓文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394 말씀이 육신에서 나타남(속편)【话在肉身显现（续编）: 认识神之路（上）】基督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400 하나님의 음성을 인식해야만 하나님의 발자취를 따를 수 있다【认识神的声音才能跟上神的脚踪】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417 하나님의 역사를 받아들이고 순복해야 가장 복이 있는 사람이다【接受顺服神的作工才是最有福的人】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424 국도복음 하나님의 대표적인 말씀 선집【国度福音 经典神话选编内附国度福音重点神话选篇】基督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高雄仁愛之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0765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講習教材洪德豪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31763 Tin jyi-giokk bok-su e bun-hoa su-siong Ng Leng-le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125 歷代志上、下 Steven S. Tuell著; 徐秀蓉, 張心怡, 馮世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149 小螞蟻說故事 連瑪玉作; 盧恩鈴繪; 張齡尹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156 美名v.s.大財 胡忠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930866 Bioeconomy 2020: 因應生物經濟時代之科技前瞻與產業趨勢孫智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63319 神救恩的中心與神的活出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340 神內裏的運行與人三部分的救恩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357 在基督的身體裏與神同工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388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七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3395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七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3401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七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3449 神救恩裏的變化與模成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臺灣建築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65127 李鎮源院士百歲冥誕暨一百行動聯盟攝影輯 林世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0505 探索五大山脈: 最引人入勝的臺灣山林冒險故事輪彥國際有限公司, 戶外探險編輯團隊採訪.撰文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7606 重新認識鄭豐喜紀念畫冊 葉彥廷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2905 臺灣新銳藝術家特輯 呂小婕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47579 賽德克小書. III 林益謀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9001 創作/論述雙重奏: 鴻梅新人獎巡迴展作品集. 2015侯忠穎等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曉明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豐喜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錦江堂文教基金會

臺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都納戶外體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503 臺灣性侵害受害人政策檢視及倡議延伸計畫: 以兩小無猜條款探討未成年性侵害防治工作之成效王淑芬, 陳靜平, 許靖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4527 焚而不毀: 從刺胃女孩到智慧大嬸 李岱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4510 馨愛相傳跨越第二里路: 勵馨20暨25周年紀念特刊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9326 象徵與指涉: 王攀元繪畫的「苦澀美感」 林秋芳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8239326 象徵與指涉: 王攀元繪畫的「苦澀美感」 林秋芳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4215 印度,朝聖 佛陀在否?: 苦行、淨行、梵行、願行、朝聖殊勝行靈鷲山教育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4253 燄口 靈鷲山教育院水陸研究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260 齋天 靈鷲山教育院水陸研究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277 放生 靈鷲山教育院水陸研究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28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體字版)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4321 佛說阿彌陀經(簡體語版)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4376 大悲寰宇: 如何修持大悲咒(簡體字版) 釋心道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24420 地藏菩薩本願經(國語注音)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4680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簡體字版)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324840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三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6324857 三寶經 法增比丘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864 慈愛經 法增比丘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864 慈愛經 法增比丘注釋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冊數共計：1

勵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蘭陽文教基金會



9789866324871 吉祥經 法增比丘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871 吉祥經 法增比丘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888 大悲壇城的升起 釋心道作 四版 精裝 1

9789866324888 大悲壇城的升起 釋心道作 四版 精裝 1

9789866324895 靈鷲山學佛指南 靈鷲山出版中心暨文獻中心編輯製作 四版 精裝 1

9789866324901 山海天人: 心遊法界 釋心道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15741 全民英檢初級單字一本通 蘇秦作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2995 餐旅服務業顧客管理 Paul Bagdan原著; 吳武忠等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3309 佛教應用詞章 了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6114 澡身浴德: 海峽兩岸臺魯書法家交流觀摩聯展 王錦垣主編 平裝 1

9789868746121 浴德望賢: 海峽兩岸臺陜書法家交流觀摩聯展 王錦垣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浴德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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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潮音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9

師德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8362 蕭勤 黃淑惠, 潘怡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4405 哲學概論: PBL指定教材 尤煌傑, 潘小慧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7116 土居老舖傳承百年の昆布家常味 土居純一著; 桑田德,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23 建築的語言 安德烈.施米奇(Andrea Simitch)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47 你的劇本遜斃了: 一寫就賣!好萊塢編劇教練給你的100個超棒寫作對策威廉.M.埃克斯(William. M. Akers)著; 周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61 21天搞定你的劇本: 有好故事,卻總是寫不出來!這樣寫,讓你一口氣完成心中劇本維琪.喬伊.金(Viki King)著; 周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78 北歐生活小店不思議: 給開店的你,最夯的36種創意亮點、空間設計和行銷理念李施運著;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85 當代攝影的冒險 伊麗莎白.庫曲里葉(Elisabeth Couturier)著; 施昀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92 和soupy一起放鬆,together Soup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208 人如建築,當代建築的性格 簡照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215 夢想很近,開一家人氣麵包店! 田川美由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239 東京,半日慢行: 一日不足夠,半日也幸福。東京在地人深愛的生活風情散策。張維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246 芳療天后GINA用精油解決家的煩惱: 精油界的全能居家改造王,去不掉的病氣、吵不完的衝突、求助無門的人生問題,全部搞定!許怡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543 走進北歐咖啡館!新世代空間設計&開店綠思維,新發見李始恩著;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550 Airbnb,帶你住進全世界人的家! 詹育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567 當代電影的好視野手冊 尚-巴提斯特.托賀(Jean-Baptiste Thoret)著; 蘇威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574 在生命中,遇見小王子 張曼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581 好LOGO , 如何想?如何做?: 品牌的設計必修課!做出讓人一眼愛上、再看記住的好品牌+好識別大衛.艾瑞(David Airey)作; 吳莉君, 邱春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598 日本.．愛的魔幻旅行: 限定的溫泉、溫暖人情與鄉土料理張維中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哲學與文化月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原點

哥德藝術中心



9789865657611 跟著Soupy做一日英國人,在TWININGS遇見最迷人的下午茶時光Soupy舒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7782 夢我所夢: 草間彌生亞洲巡迴展臺灣站臺中站圖錄陸蓉之撰文 平裝 1

9789868837799 夢我所夢: 草間彌生亞洲巡迴展臺灣站導覽手冊陸蓉之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71714 印尼語發音入門 陳淑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721 旅遊日本實用會話 日高春昭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840701 畫布後的故事：吉維尼的餐桌．原田舞葉藝術小說選原田舞葉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770 海,另一個未知的宇宙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丁君君, 劉永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0787 一本讀懂夏目漱石: 老師原來是個重度浪漫主義者呢!新潮文庫編著;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794 人間失格: 獨家收錄太宰治【文學特輯】及【生前最後發表私小說<>】太宰治作;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800 沒人敢說的戰爭史: 袁騰飛犀利話二戰(1939-1945年)袁騰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40817 一本讀懂太宰治: 拿刀前先讀讀太宰治吧! 新潮文庫編著; 徐佩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831 彩印聖經 李佩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848 貓邏輯: 亞洲唯一國際認證貓行為諮詢師,教你用貓的邏輯思考,就能輕鬆解決貓咪行為問題林子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855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Orangebu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879 兩個人的小廚時光 吳欣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886 中國金融史3000年. 中, 從史上最富有的兩宋到錯失全球霸主的大明朝陳雨露, 楊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909 貓咪花園: 貓式優雅療癒著色畫 張瑋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時藝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統一



9789863840916 貓咪假期: 貓式奇想舒壓著色畫 康康t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923 漢克,我想跟你學畫畫 漢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930 雲端大腦時代: 無限人群,無限腦容量,無限影響力克萊夫.湯普森(Clive Thompson)作;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947 一本讀懂人類圖 凱倫.柯瑞著; 朱詩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954 泡泡歐芙免發酵麵包BOOK: 脆脆QQ!攪拌+燒烤就OK的零失敗食譜若山曜子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978 史上最強手帳團隊,教你打造閃閃發亮的每一天 史上最強手帳團編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992 貓與庄造與兩個女人 谷崎潤一郎作; 王立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05 一本讀懂芥川龍之介: 天才廚師專愛短篇料理! 新潮文庫編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29 羅生門: 獨家收錄芥川龍之介(文學特輯)及 芥川龍之介著;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36 魔幻森林狂想曲: 北歐童話風著色書 金智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8282 念佛感應錄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88282 念佛感應錄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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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48836 國際拍片接力. 2013 曾惠青, 李思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8980 崑山科技大學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從相關研發中衍生極具操作應用性之技術報告」研究成果專輯. 一崑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崑山科技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崑山科技大學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辦公室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8959 SLDA全國大學院校三立盃貨櫃屋設計競圖大賽專刊. 2014郭玉桂編輯 精裝 1

9789866448973 眼中那座島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第十四技畢業班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空間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淨土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8768 Fresh idea: 新品上市 許浩龍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48829 多次元影像的想像與應用 黃雅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8904 FRESH IDEA新品上市銀髮樂忘齡. 2014 許皓龍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48997 創意思考與方法成果專輯. 2015 藍學明編輯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8775 雲端思維下的影像美學與設計價值論文集: 崑山科技大學國際視覺傳達設計研討會. 2013第八屆王柏雯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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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73963 巴金讀書會 黃河長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1229 世界郭氏 平裝 1

9789868941229 世界郭氏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83648 Business writing: skills,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s Michelle Witte[作] 3rd ed. 平裝 1

9789863183716 Your guide to business english Tim Ferry著 4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婦女與生活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子儀紀念館管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創意媒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崑山科大視傳系



9789863183846 英文商務書信範例&應用 Michelle Witte著; 羅慕謙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183891 好學日本語 池畑裕介, 橋本友紀, 葉平亭著 二版二刷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3907 Step Into Target Reading: Smart Ways to Build Comprehension. 3Owain Mckimm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945 彩圖實境旅遊日語 齊藤剛編輯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983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 1, Level 1-2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990 新多益高分訓練營: 247項紮實訓練打造TOEIC真實力!Kitaek Lee, Sejin In著; 彭尊聖, 江奇忠, 陳以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010 商用英文勝經: 提升商業金融閱讀力 Tim Ferry作; 鄭家文, 丁宥暄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126 Specialized english for tourism. 1 Yen-Yen Chen, Ching-Ying Lin著 其他 1

9789863184133 English for the Hotel Industry Yen-Yu Chen, Chen Pi-C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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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77286 人物鹿港: 從墓誌銘看鹿港人物 陳仕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2977293 惠馨傳藝: 惠安石匠蔣馨在臺發展及其作品 陳仕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0802 惠馨傳藝: 惠安石雕在臺匠師與匠藝 陳仕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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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773348 水彩解密: 名家創作的赤裸告白 劉文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2674 材料力學 劉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2681 王博細說微積分 王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12698 李華國文寶典 李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郭木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偉文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鹿水文史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9700 汪天亮: 大漆.大雅.大器 麥青龠編輯 平裝 1

9789869069717 汪天亮: 大漆.大雅.大器 麥青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5597 大道秘法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401 大道真佛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8931 生活如此艱難,你要內心強大: 越放下越自由的心靈修煉曹浩男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948 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 轉念,讓自己看見幸福的生活哲學萬小遙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955 人生沒有假設,當下即是全部: 從困苦中活出強大自我的心靈智慧熊顯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962 不要為失去而煩惱: 管好自己的心的生活智慧禪韋麗伶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993 為愛而生,因痛而成長: 掌握自我生命成長的契機陳美如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8814 沒有人可以隨隨便便成功: 成功者必備的心理素質與笑看人生的智慧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8807 讀懂自己,找到生命的出口: 走出迷茫人生,活出無限可能胡凱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8821 喚醒心能量,活出強大自己: 心想事成的基本功. 上奧里森.馬登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8838 從生存到生活: 心想事成的基本功. 下 奧里森.馬登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8845 讓心在安靜中, 不慌不忙地堅強: 用淡定的智慧去破解生活難題蔣譜成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8852 幸福自己找,煩惱自已拋: 用禪的智慧認真過好每一天蔣譜成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曼尼文化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3

麥氏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崇心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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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59066 勞基法對臺灣勞動市場運作的影響 李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073 計算機概論十六講 單維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073 計算機概論十六講 單維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080 敬外祖: 臺灣南部客家美濃之姻親關係與地方社會洪馨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080 敬外祖: 臺灣南部客家美濃之姻親關係與地方社會洪馨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097 「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 臺灣知識份子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1930-1937)趙勳達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103 思索臺灣客家研究 張維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110 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 東南亞與臺港澳 張維安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41441 新昌練習詩 鄭德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30 中國的第二個大陸: 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作; 李奧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578 「濱田家」日式麵包食譜集: 東京排隊名店獨特配方x手揉、麵包機兩種作法，香味&口感讓人驚訝的38種可口「麵包和甜點」濱田豐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646 年輕人,五年後你在哪裡?: 東大教授的人生戰略課,教你成為無可取代的player伊藤元重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677 強尼上戰場 道爾頓.杜倫波(Dalton Trumbo)著; 楊芩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684 判決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691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 4, 休息中,咖啡的五種滋味 岡崎琢磨著;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707 餐桌禮儀. 日式、中式篇: 用筷子夾出美味 陳弘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2714 餐桌禮儀. 西餐篇: 用刀叉吃出高雅 陳弘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2721 時光旅圖：50幅街景X老舖，記憶舊日臺灣的純樸與繁華桑德繪 ; 札司丁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738 作家的料理店 嵐山光三郎著; 周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745 永遠的麥田捕手沙林傑 大衛.席爾茲(David Shields), 夏恩.薩雷諾(Shane Salerno)著; 宋瑛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42752 匿名 王安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769 消失的國度 奧崴尼.卡勒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776 浩克慢遊 王浩一, 劉克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麥田



9789863442783 33: 地底700公尺,關鍵69天,震撼全世界的智利礦工重生奇蹟埃克多.多巴(Hector Tobar)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790 華氏451度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著; 徐立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813 一個字驚豔老外: 只要1~4個字,不論話家常或談公事,和老外溝通零失敗!沈端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820 我們的故事未完,待續 傑西.安德魯斯(Jesse Andrews)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837 世界惡女大全: 淫亂、殘虐又強欲的美人 桐生操作; 陸蘭芝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1533 火笑了 黃錦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540 柏林:歐洲灰姑娘的分裂與蛻變、叛逆與創新 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著; 莊仲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844 陪你讀的書: 從經典到生活的42則私房書單 凌性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70782 不死的靈魂: 我與煉靈接觸的經驗 瑪利亞.辛馬(Maria Simma)著; 鄭玉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70799 找回快樂的婚姻:別讓過去的情緒傷害,破壞當下的親密感彭德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70829 勇敢告訴神，讓祂成就你的夢想 馬克.貝特森(Mark Batterson)作; 梁麗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329 塔木德精要 亞丁.史坦薩茲(Adin Even-Israel Steinsaltz)作; 朱怡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7343 活出內在的巨人：認識本能、啟動潛能，發揮你的職場超級動能！T.D.傑克斯(T.D. Jakes)作; 蔡世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350 聽狄更斯講耶穌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01780 蘭嶼的族群認同與媒體 郭良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780 蘭嶼的族群認同與媒體 郭良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797 臺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 蔡石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797 臺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 蔡石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803 動畫之魂: 創意合作的日本動畫產業 伊安.康德里(Ian Condry)著; 江素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803 動畫之魂: 創意合作的日本動畫產業 伊安.康德里(Ian Condry)著; 江素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810 族群、社會與歷史: 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維安, 連瑞枝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啟示



9789866301810 族群、社會與歷史: 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維安, 連瑞枝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301827 族群、社會與歷史: 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維安, 連瑞枝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301827 族群、社會與歷史: 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維安, 連瑞枝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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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74637 聽不見的小翔 大布吉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644 男性P點高潮: 就爽前列腺 查理.葛利克曼(Charlie Glickman); 艾絲琳.埃米吉安(Aislinn Emirzian)合著; 黃民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651 愛的開放式:給想探索開放式關係伴侶們的全方位指南崔斯坦‧桃兒米娜(Tristan Taormino)作; 葉佳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668 禁果宅急便 Hez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675 Twins我和他 賈彝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682 美國GV四十年: 從健美猛男到真槍實幹 傑佛瑞.艾司卡菲爾(Jeffrey Escoffier)著; 李偉台, 邵祺邁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6193 國立清華大學運動代表隊年刊. 103學年度 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室策劃整理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738256 施力仁 施怡君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38263 嚴超 周慧麗總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38270 楊登雄 周慧麗總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麥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代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基本書坊



9789572911600 兩岸結構與大地工程研討會. 第三屆 楊永斌, 呂良正, 朱思戎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449075 南一文粹. 2015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學生作 平裝 1

9789860461374 府城文青地圖: 到古都閱讀,看展,品味生活 臺南一中105級數理資優班等作; 林皇德主編 初版 其他 3

9789860461749 發現日本: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2015年日本國際教育旅行成果報告書袁學均等作; 楊秀蘭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00827 The human and the humane: Humanity as argument from cicero to erasmus 精裝 2

9789863500841 走向嵇康: 從情之有無到氣通內外 吳冠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0841 走向嵇康: 從情之有無到氣通內外 吳冠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0872 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 李明輝, 林月惠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0872 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 李明輝, 林月惠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0926 公民儒學 鄧育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0926 公民儒學 鄧育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0933 漂浪的小羊 陳蕙貞著; 王敬翔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940 微積分. 乙 翁秉仁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964 邊緣與再現: 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 陳佳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971 大學分析化學實驗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編著 第八版 平裝 2

9789863500995 大學普通化學實驗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2

9789863501008 大學化學實驗一暨實驗二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編著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3501015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BIM. 機電篇 謝尚賢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046 普通化學實驗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060 族群與國家: 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 陳麗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091 流離與歸屬: 二戰後港臺文學與其他 李瑞騰等作; 游勝冠, 熊秉真主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一中



9789863501107 Experiment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Che-Chen Chang[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114 臺灣文學與世華文學 杜國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1114 臺灣文學與世華文學 杜國清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4033 快樂心天地: 許一個幸福的未來 張少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040 伯樂大學堂: 開啟嶄新的你 張少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064 梁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28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064 梁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28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3314 法斯的物語 法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935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imetics and ornithopters. 2015Lung-Jieh Yang[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8019 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壇. 2015 簡又新等著 第一版 平裝 3

9789579078504 2002海峽兩岸智能運輸系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胡守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078320 世界華人科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吳嘉麗, 周湘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淡大歷史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這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2

師大出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323 廚藝之樂(海鮮.肉類.餡、醬料.麵包.派.糕點): 從食材到工序,烹調的關鍵技法與實用食譜厄爾瑪.隆鮑爾, 瑪麗安.隆鮑爾.貝克, 伊森.貝克著; 廖婉如, 周佳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30 廚藝之樂(飲料.開胃小點.早、午、晚餐.湯品.麵食.蛋.蔬果料理): 從食材到工序,烹調的關鍵技法與實用食譜厄爾瑪.隆鮑爾, 瑪麗安.隆鮑爾.貝克, 伊森.貝克著; 廖婉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47 每天一分鐘按摩腸道,清腸美身! 真野WAKA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61 吸血鬼甜點屋 佐佐木禎子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78 黑貓魔法手工書店 村山早紀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7124 黃色房間之謎 卡斯頓.勒胡(Gaston Leroux)作; 武忠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6906 追尋底片味 sunnywi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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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12413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 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編輯其他 1

9789866212451 職場英文看過來: 健行職場實用英文 吳黎明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12383 職場英語技能攻略 吳黎明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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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現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掬光社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9789576938580 療癒親密關係,也療癒自己: 情緒取向創傷伴侶治療蘇珊.強森(Susan M. Johnson)著; 江孟蓉, 丁凡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597 創傷的積極力量. 上, 正向心理學與焦點解決治療的合作策略芙蕾莉.班寧克(Fredrike Bannink)著; 張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610 癌症完全緩解的九種力量 凱莉.透納博士(Kelly Turner)著; 周和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627 創傷的積極力量. 下: 正向心理學與焦點解決治療的合作策略芙蕾莉.班寧克(Fredrike Bannink)著; 張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634 DBT技巧訓練講義及作業單: 辯證行為治療法的實用祕笈瑪莎.林納涵(Marasha M. Linehan)著; 田曉寧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641 DBT技巧訓練手冊: 辯證行為治療教學 瑪莎.林納涵(Marasha M. Linehan)著; 江孟蓉等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6938658 DBT技巧訓練手冊: 辯證行為治療教學 瑪莎.林納涵(Marasha M. Linehan)著; 江孟蓉等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6938665 TozaToza跟自己說說話 鄭鈴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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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3136 布可思議!手作變身精品時尚包 王秀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150 趣味毛線玩具造型: 0-99歲都喜愛的飛機、車子、機器人編織造型異想世界Fozzil作; 璟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228 跟著繪本學畫畫 安妮.皮佩爾, 柯里娜.伯倫麥斯特作; 張迪, 楊成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83235 室內設計師製圖與實務 萊聖恩教育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242 LOVELY我の可愛插圖手繪本 YUU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783259 法式浪漫黏土居傢飾界 林玉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266 翻糖花的奇幻裝飾造型 Patricia Santor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273 創意星期四 瑪麗莎.安(Marisa An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280 法式毛線娃娃裝可愛 Isabelle Kessedjian作; 于玉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297 編織幸福!超可愛毛線陪伴玩偶 黛娜, 晴兒, Peg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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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2503 勇氣的旅程 慕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541 有人緣的小孩更有競爭力 張婉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558 我與斑斑的奇幻流浪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培育文化



9789865862565 寫給未來的日記 葉儀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572 單親行不行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589 化學有意思: 火點不著的魔法衣 蔡宇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596 父母要學會放手: 別讓孩子變媽寶 張麗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6456 SDI開放水域潛水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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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27386 每年10分鐘，讓你的薪水變活錢 闕又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393 焦灼之心 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著; 李雪媛, 管中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423 聽說 你還相信愛情 溫暖38度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430 思念是最美好的憂傷 Mi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546 妳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馬克.羅倫(Mark Lauren), 約書亞.克拉克(Joshua Clark)著; 王淑玫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7607 留一段時間給自己: 找回我們在緊密連結的世界中，終將遺忘的獨處時光麥克.哈里斯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751 易醫: 用科學思維探討天人合一的易經養生智慧楊騰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768 吸血鬼的鬼氣 R.L.史坦恩(R.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7768 吸血鬼的鬼氣 R.L.史坦恩(R.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7805 十位經濟學大師敎你一本讀通經濟學 菲爾.索頓著; 沈耿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836 你的背影 我的孤單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843 思考的技術 大前研一作; 劉錦秀, 謝育容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27874 世界宗教理念史. 卷一 默西亞.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著; 吳靜宜, 陳錦書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727850 世界宗教理念史. 卷二 默西亞.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著; 廖素霞, 陳淑娟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727867 世界宗教理念史. 卷三 默西亞.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著; 董強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727904 如何寫好報告 王若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捷你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9789862727911 伊波拉浩劫: 破天荒揭露世紀病毒爆發真相的第一本書理查.普雷斯頓(Richard Preston)著; 林雨蒨, 張淑貞, 蔡承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00 創意都是「練」出來的 亞當.J.克提茲(Adam J. Kurtz)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17 照著做,你也可以成為讀心大師 鄧為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062 我的孩子不太乖: 從幫派小孩到正向管教特優教師敎你陪伴刺蝟少年走過青春期鍾滿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123 用年表讀通西洋藝術史 陳怡安, 蔡芯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130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D. H. 勞倫斯(D. H. Lawrence)著; 楊士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154 彼得潘 詹姆斯.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作; 黃意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178 改變的力量 鈴木敏文原著; 林謹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192 跟各國人都可以聊得來: 語言大師敎你如何掌握三大關鍵快速精通各國語言，學了就不忘!加百列.懷納(Gabricl Wyner)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208 在開始的地方，說再見 抒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314 手工的藝術:（這是特殊的導電油墨．我們鼓勵你打開這本書．然後『駭』了這本書）凱倫.威金森(Karen Wilkinson), 麥克.派翠屈(Mike Petrich)著; 林育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321 來自亞伯拉罕的祕密: 一場偉大靈性導師間的對話,一段啟發心智的旅程伊絲特.希克斯(Esther Hicks), 偉恩.戴爾(Wayne W. Dyer)著; 嚴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352 午夜的稻草人 R.L.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言襄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369 3秒思考，2秒決定!日本第一創意文具店KOKUYO員工必修的超效率思考術下地寬也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383 雙人舞：艾倫．萊特曼科學散文選 艾倫.萊特曼(Alan Lightman)著; 謝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390 歡迎光臨惡夢營 R.L.史坦恩(R. L. Stine)著; 麗妲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475 追債人:金融高層X持槍搶匪，從華爾街到地下社會的駭人黑幕傑克.哈爾珀恩(Jake Halpern)著; 曹嬿恆, 廖育琳, 張家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82 圖解新制財報選好股 羅澤鈺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99 給孩子與世界接軌的教育: 國際文憑與全球流動社會的教育改革坪谷郁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505 空腹奇蹟：現代營養學不願透露的真相，奇效斷食健康法，啟動身體最強自癒力！船瀨俊介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512 解決衝突的關鍵技巧：面對職場中的權力不對等，何時該強勢、何時該求和？彼得.科曼(Peter T. Coleman), 羅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on)著; 沈耿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529 天天在家玩科學 Om Book出版著; 蕭秀姍, 黎敏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536 木偶驚魂 R.L.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言襄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543 恐怖樂園 R.L.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昭如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550 萬聖夜驚魂 R.L.史坦恩(R. 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567 被埋葬的記憶 石黑一雄著;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574 不思量的藝術:一行禪師教你以靜的力量安度紛擾與不安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賴隆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598 在異國餐桌上旅行：跟著食物旅行家遊走世界，與當地人同桌共食，聽生命故事佐餐張健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604 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學 黃春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628 狄更斯與祖德 丹.西蒙斯(Dan Simmon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642 是思考，還是想太多？寫給年輕人的36堂思考課冀劍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659 完全捷進寫作詞彙 黃淑貞, 謝旻琪, 林湘華編 增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8666 每個生命都是永恆的開端: 慢讀里爾克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著; 唐際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8673 從一杯可樂開始的帝國 巴托.艾莫爾(Bartow J. Elmore)著; 榮莒苓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680 在書中發現自己的靈魂: 慢讀赫塞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彭菲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8697 在與世界的對抗中: 慢讀卡夫卡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關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8703 不存在的妹妹 多明尼克.莫恰努(Dominique Moceanu), 保羅與泰瑞.威廉斯(Paul and Teri Williams)著; 莊安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727 睡不著、睡不好，絕對有救！日本睡眠名醫的熟睡祕訣，讓上班族、失眠者、夜貓子日日好眠宮崎總一郎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741 告別零存款！下個月的薪水這樣存：財務規劃師教你最簡單的量身訂做理財法卡爾.理查(Carl Richards)著; 洪薇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758 加賀屋比服務更極致的款待之道 茂木健一郎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765 驀然回首,你依然在 Sunr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772 用觀念讀懂世界史: 上古至地理大發現 吳青樺, 王建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789 用觀念讀懂世界史: 科學革命至當代世界 王健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796 每一天的呼吸冥想練習: 舒解壓力,重拾健康、正念與寧靜芭芭拉.安.姬芙(Barbara Ann Kipfer)著; 張怡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02 愛在流行 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著;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19 誘惑者的日記 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26 柯布Le Corbusier：建築界的畢卡索，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建築大師，又譯作柯比意施植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33 以粥養生: 清代名著《老老恆言》粥品精選,保健防老,調整體質,活得快樂又長壽全方位保健推廣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40 叔本華的辯論藝術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著; 荷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57 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馬克.史托賴特著; 張維娟, 張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64 濕地狼人 R.L.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昭如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8871 暗社工 吳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88 向人生提問的藝術 魯爾夫.杜伯里(Rolf Dobelli)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895 日本頂尖執事教你察言觀色的28堂課 新井直之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01 Memory回憶時光：執起童心與畫筆，找回最美好的記憶，擁抱豐盛的歲月之旅金善賢著; 蔡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18 Dream 魔幻國境：這是一段連靈魂都被治癒的夢幻旅程！你，準備好跟我一起冒險了嗎？金善賢文; 宋昑珍圖; 蔡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32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那些一個人的事、兩個人的事,關乎人生的100件事水ㄤ(林御斌), 水某(林珮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49 失控的大數據：當企業比你更了解你，該如何保護自己和口袋裡的錢？安娜.伯納賽克(Anna Bernasek), D. T. 蒙根(D.T. Mongan)著; 吳慕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56 像工程師一樣思考：從ATM、路跑晶片到Google地圖，他們如何為最艱難的問題找到解答？古魯.馬德哈文(Guru Madhavan)著; 陳雅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63 落葉: 威爾.杜蘭的最後箴言 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94 倒著看的世界史 島崎晉著; 賴又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007 微權力: 從會議室、軍事衝突、宗教到國家,權力為何衰退與轉移,世界將屬於誰?摩伊希斯.奈姆(Moisés Naím)著; 陳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014 青鳥 Smi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021 西臺古墓死亡紀事 阿赫梅特.烏米特(Ahmet Ümit)著; 李昕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038 銀座頂級吐司&三明治嚴選食譜：不藏私的名店配方，最完整的吐司專書，在家就能做出開店級美味！牛尾則明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045 小心雪人 R.L.史坦恩(R.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052 木偶驚魂. II R.L.史坦恩(R.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069 雪怪復活記 R.L.史坦恩(R.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090 無限小: 一個危險的數學理論如何形塑現代世界艾米爾.亞歷山大(Amir Alexander)著; 麥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06 Affirmations肯定過好日子：療癒生命曼陀羅 露易絲.賀(Louise Hay), 艾爾貝塔.赫金森(Alberta Hutchinson)著; 謝靜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37 心智圖寫作秘典 梁容菁, 孫易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44 做對小事,聰明工作: 解決別人沒看見的問題,讓你的工作表現飆三倍傑洛米.伊登(Jeremy Eden), 泰莉.隆(Terri Long)著; 簡萓靚, 許琬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51 搶救失業大作戰: 我們如何擺脫失業、負債與貧窮拉維.巴特拉(Ravi Batra)著; 葉咨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68 如果沒有今天,明天會不會有昨天?五十五個讓哲學家也瘋狂的思想實驗易夫斯.波沙特(Yves Bossart)著; 區立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75 共享經濟時代: 從分享房屋、技能到時間,顛覆未來產業與生活的關鍵趨勢亞力克斯.史戴芬尼(Alex Stephany)著; 郭恬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05 冤罪論: 關於冤罪的一百種可能 森炎著; 洪維德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67 不買豪宅買好宅 張旭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915 行銷研究實務 林純珠, 張順南編著 平裝 1

9789869171922 今日財務管理 林純珠, 張順南編著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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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送存冊數共計：93

康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偉明



9789869190305 免疫系統 Peter Parham原著; 黎煥耀, 曹妮娜編譯 第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77376 兩岸平臺展商機: 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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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4847 孝經研讀講記 徐醒民主講 其他 1

9789865814854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861 菩薩問明品講記 徐醒民講述 其他 上冊 1

9789865814878 菩薩問明品講記講記 徐醒民講述 其他 下冊 1

9789865814885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一)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892 妙法蓮華經講記. (二)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908 妙法蓮華經講記. (四)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922 妙法蓮華經講記. (三) 徐醒民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14939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6冊 2

9789865814946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7423 歷屆護理師考解析百分百: 自我實力評量 啟英文化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584 新護理突破. 5, 精神科護理學 葉美玉, 陳淑姬, 林惠琦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652 新護理突破: 婦產科護理學 陳瑪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669 新護理突破: 基本護理學 林梅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720 二技護理歷屆試題解析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編輯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9789865867737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社區衛生護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744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病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751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基本護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768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婦產科護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775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微生物與免疫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782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解剖生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799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藥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805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護理行政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812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內外科護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829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兒科護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836 護理師歷屆試題解析: 精神科護理學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850 創意家常菜 戴德和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867 創意家常菜 戴德和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881 餐旅服務. 2015年版 蘇芳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7898 餐旅英文與會話 陳文隆, 鄭淑鳳, 蘇芳基編著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867904 初級會計 徐敏惠, 薛夙惠編著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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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77986 愛兔飼育照護大百科 社團法人臺北市愛兔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23 不正常成功心理學 安迪.麥納布, 凱文.達頓合著; 林靜慧, 蔡伊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775 港邊少年 方秋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805 學會堅強: 我考上普林斯頓 劉安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79874 油漆式速讀術 吳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04 閨房聖經 貝特寧.凡儂(Betony Vern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11 航空管制超入門 藤石金彌作; 盧宛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66 聽你念書的狗狗 今西乃子著; 濱田一男繪;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73 移動城市. 3, 煉獄裝置 菲利普.雷夫(Philip Reeve)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晨星



9789861779980 吉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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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97 臺灣有機生態家園 施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00 支配他人的黑暗心理術 マルコ社編著; 劉曉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17 下肢靜脈瘤: 簡單易懂的最新醫療、預防與保健方法保坂純郎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24 白藜蘆醇的逆齡奇蹟 楊進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31 英語易混淆字速查辭典 黃百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55 教出好女兒: 培養優雅、獨立、內心堅韌的女孩史提夫.畢度夫著; 鐘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62 維生素C逆轉不治之症 史蒂夫.希基(Steve Hickey), 安德魯.索羅(Andrew W. Saul)合著;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79 圖解人體生理學 石川隆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86 吃的美容事典: 輕鬆變美、變瘦!營養師不藏私的美容食譜168道竹內富貴子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93 慈悲的憤怒 上田紀行著; 江羿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09 臘腸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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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昌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16 怎樣把文案寫好 有田憲史著; 吳建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23 遇到老外英語這樣說 陳華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30 阿茲海默症有救了!: 椰子油生酮體,改善大腦退化的救星瑪麗.紐波特(Mary T. Newport)著; 王耀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47 鼻炎、鼻咽癌: 怎樣預防、檢查與治療的最新知識楊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54 好口愛: 男女情趣挑逗口愛指南 加雅(JAIYA)著; 郭珍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61 老產業玩出新文創: 臺灣文創產業與聚落文化觀光誌蘇明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78 新世紀文心雕龍 王世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85 天山巫女. 1, 黃金之燕 菅野雪虫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192 移動城市. 4, 黑暗荒原 菲利普.雷夫(Philip Reeve)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08 說不完的故事. 1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 宋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15 圖說物競天擇與自然演化歷程 羅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文字; 艾咪.波拉克(Amy Pollack)繪圖; 許逸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22 解構分子料理: 他們用液態氮、膠囊、試管、針筒顛覆了煎煮炒炸石川伸一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39 自欺的潛在力量 喬瑟夫.Ｔ.哈里南(Joseph T. Hallinan)著; 好色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53 開始遊西班牙說西語 陳南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0277 UBIKE臺北輕旅行 茶花小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84 設計師的綠色流浪 楊天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91 圖解臺灣喪禮小百科 李秀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07 Bob來了 詹姆斯.伯恩(James Bowen)著; 沈憶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14 50歲，怎樣生活最健康 莊靜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21 別讓焦慮症毀了你 林子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45 天山巫女. 2, 海之孔雀 菅野雪虫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52 中庸新詮與儒學反思 蔡仁厚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69 我不是天才，我是好人才 戴晨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51 正妹必學的科學課 梅根.安蘭(Megan Amram)作; 好色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68 超意外"食品真相" 渡邊雄二著;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728 新編寓言故事 學萌教育工作室主編 其他 1

9789869061735 新編短篇童話 學萌教育工作室主編 其他 1

9789869061742 新編長篇童話 學萌教育工作室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211 兩岸三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聯合書畫展 周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6148 新多益NEW TOEIC 650輕鬆跨越企業門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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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捷英社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將星彩藝



9789865698652 不是權威不出書: 多益權威教你搞定多益聽力 金大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669 寶貝手繪童話世界: 親子魔法著色旅行 吳靜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676 不是權威不出書: 多益權威教你搞定多益閱讀 金大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683 夢的獨白: 療癒靜心紙雕華麗世界 吳靜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690 不是權威不出書: 多益權威教你征服新多益單字李宇凡, 鄭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706 快樂天堂: 每個人心中的秘密遊樂園 吳靜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713 倍增記憶舉一反三!: 萬用必備核心英單 張瑩安,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720 KING'S GEPT 2500 Vocabulary: 由時間淬煉出來的英檢初級單字聖經!李宇凡,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737 用來用去都用這些!: 一生必學生活萬用生活會話1200句張瑩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2409 EMBA暨碩士在職專班報考指南. 2016 全國考訊企畫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416 螞蟻雄兵戰記: 精品展銷軍團異軍突起的堅持 精品展銷聯誼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133 謝謝你,紐約 田樸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8012 什麼?我把老媽變恐龍了! 曾德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518480 動物大驚奇: 發現!神奇的超能力 陳愷禕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503 動物大驚奇. II, 發現!動物愛搞怪 陳愷禕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534 男生女生配不配 李光福作; 吳姿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541 漫畫名人堂. 2 陳怡璇選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祥峰文化創意



9789861518558 臺語認證練習本 方耀乾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8565 臺灣史前大冒險 方秋雅作; 謝文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565 臺灣史前大冒險 方秋雅作; 謝文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572 動物大驚奇. III, 發現!好像的明星臉 陳愷禕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572 動物大驚奇. III, 發現!好像的明星臉 陳愷禕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589 畫時代: 18位西方視覺藝術家 黃健琪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596 動物大驚奇. IV, 發現!神祕的海洋居民 陳愷禕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596 動物大驚奇. IV, 發現!神祕的海洋居民 陳愷禕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602 漫畫名人堂. 3 陳怡璇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626 天下第一美味 李玫作; 巫伊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633 江奶奶的雜貨店 林玉瑋作; 吳若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640 彩色王國 阿寬作; 羅婉滋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695 尿尿為什麼是黃色的?: 32個有趣的健康知識 莊富雅等文; 薛慧瑩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4086 王紀鯤教授文集. III, 建築拾綴 王紀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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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2495 爵士吉他完全入門24課 劉旭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501 六弦百貨店指彈精選 盧家宏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952518 六弦百貨店彈唱精選 潘尚文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52525 烏克麗麗二指法完美編奏 陳建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549 Hit 101中文流行鋼琴百大首選(簡譜版) 邱哲豐, 朱怡潔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52556 Hit101古典名曲鋼琴百大首選 朱怡潔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5952563 Hit101中文經典鋼琴百大首選(簡譜版) 何真真編著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7

從容國際文化



9789865952570 專業音響實務秘笈 陳榮貴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95654 Aphorisms Th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1st ed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6893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入門基礎級模擬試題. 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6708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進階高階級模擬試題. 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6715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流利精通級模擬試題. 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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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40973 二技國文分類題庫 李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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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6862 圖伯特的祕密與疼痛 朱瑞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6879 仁波切之殤: 祭被囚十三載, 身亡中國監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唯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6886 翻身亂世: 流亡藏人口述錄 唐丹鴻, 桑傑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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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測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9789869123846 發酵為什麼?關你毛髮事 王俐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3853 紫錐花的神奇力量 蕭千祐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96600 現代哲學精神 傅佩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617 創造雙贏的溝通模式: 讓表達更具影響力、創造雙贏的銷售模式: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電話溝通表達力: 讓你從此電力十足解世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624 讓幽默細胞活起來 賴淑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631 一定要有錢!也要有快樂! 賴淑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648 情字這條路 賴淑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655 重溫老祖先的智慧: 憲哥講臺灣孽蓄仔話 賴憲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662 啟動孩子思考的引擎: 現場對話較學示範 宋慧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679 作情緒的主人: 「心寧靜」情緒管理教學 宋慧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686 每個孩子都是寶: 與「特殊生」快樂共舞! 宋慧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693 跨世代組織領導管理 江緯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709 人際溝通: 優質溝通高手 韓瑞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716 管理溝通: 優質談判高手 韓瑞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723 易經與領導統御 劉君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754 看見.在彼此的關係中: 清涼音講師群的智慧啟示. 2陳三峰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2411 <>劉玉玲 劉玉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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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眼球愛地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清涼音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麻粒國際文化



9789572957318 願望 眼球先生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301397 不動產經紀法規概要 謝祖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0301403 不動產經紀法規概要 王進祥, 謝祖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301410 土地經濟問題正解探索 殷章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1536 媽媽你為什麼要讀書? 蔡幸妤文; 林鈺涵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543 阿布的書店 荷莉文; 林鈺涵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6254 命中物理 鍾怡, 正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8886261 命中生物 羅穎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8886278 命中化學 江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8886285 命中英文 鄭雅玲編著 平裝 1

9789869109901 輕鬆讀國文 林宗賜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7216 基隆地區郵政發展史. 2007-2009 王志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7223 基隆學研究文獻目錄 王志仁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基隆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悠然文化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得勝者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象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7114 THE ART OF X.A.O.C公式設定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121 風雷藏: 不可流出の卷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1438 新眼光讀經: 愛在感恩裡 陳澤胤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445 少年新眼光讀經: 整裝,上路!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452 新眼光讀經. 2016年1-3月: 分享的力量 吳志仁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141 摩瑟水晶宮: 吉光片羽之藝術精粹. 2015 稅素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5125 Get into english 方淑慧等編著 其他 1

9789865765132 English all around us 莊明豐主編 初版 平裝 A冊 1

9789865765149 English all around us 莊明豐主編 初版 平裝 B冊 1

9789865765156 English all around us 莊明豐主編 初版 平裝 C冊 1

9789865765163 English all around us 莊明豐主編 初版 平裝 D冊 1

9789865765170 English all around us 莊明豐主編 初版 平裝 E冊 1

9789868121898 全民英語自然發音 余光雄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唯晶藝術



9789867206008 全民英語自然發音 余光雄編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0638 孤兒之父: 計志文牧師傳 黃燈煌作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839 轉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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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2605 美國駐臺領事館檔案輯成. 1887-1941 黃智偉主編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3382 國中英語會考保證班: 閱讀測驗. 進階篇 齊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3399 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聽力測驗(含解析) 蔣裕祺, 林依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9933 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聽力測驗(試題本) 蔣裕祺, 林依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41153 生死的覺醒: 佛陀悟道的心路歷程 高橋信次著; 慰萱譯 第四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1441160 生死的覺醒: 佛陀悟道的心路歷程 高橋信次著; 慰萱譯 第四版 平裝 下集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商鼎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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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悠傳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9789861441405 揭開內在美的神秘面紗 葉立誠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1441412 各國人事制度: 比較人事制度 許南雄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441436 公文寫作指南 柯進雄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1441450 族群文化與文化產業 洪泉湖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4523 超越的愛 鄭麗珠口述; 王雪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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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1395 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胡子陵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041 愛的旅程 松慕強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918 再讓我說個故事好不好 艾加.凱磊(Etgar Keret)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6909 「原」來是手指看病手冊(北阿美族語、 南阿美族語、太魯閣族語篇)國際扶輪3520地區第20分區臺北龍族扶輪社圖書文化委員會編著; 陳雅各, 林照玉, 楊盛凃譯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龍族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祥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國際口足畫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大學保美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6136 經典學測模擬試題歷史考科 各校名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6143 經典學測模擬試題數學考科 吳銘祥, 楊宗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5724 雨過天青: 我的饒恕之路 辛奎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016 Program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play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2015: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3D systems & application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403 多益普級高分教室: 教師手冊 張秀帆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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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71700 醫師加醫業財富管理寶典 朱力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嘉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旌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資訊顯示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康寧泰順書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7906 攻其不背 文法真輕鬆 富岡惠著; 陳佳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999 外國人天天在用: 職場英文萬用會話 Aran Kim著; 陳琦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020 一步一步來，專為零基礎設計的法語學習書 學研教育著; 陳威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037 我的第一本韓語文法. 進階篇 閔珍英, 安辰明著; 金英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044 美國家庭萬用英文寫作 洪賢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051 全新!全民英檢中級寫作&口說題庫解析 郭文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068 服務業日語 田中實加, 松川佳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075 我的第一本日語50音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115 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育卓越與前膽」論文集. 第八屆閣亢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04998 生命充滿驚奇 陳琇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6250 羊質虎皮(簡體字版) 陸鋒科技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8136267 年來了(簡體字版) 陸鋒科技公司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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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鹿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護專應用外語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陸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康寧護專通識教育中心



9789575234331 臺北下雪了! 傑克哥哥文; 許晶晶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34348 我是超級英雄 傑克哥哥文; 許晶晶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34355 下雨了! 傑克哥哥文; 許晶晶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34362 看不到的小精靈 鄭仲達文; Manwai 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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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2304 乙級「室內設計技術士」證照術科歷年考題及參考解答. 97-98年晨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311 乙級「室內設計技術士」證照術科歷年考題及參考解答. 99-100年晨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328 乙級「室內設計技術士」證照術科歷年考題及參考解答. 101-102年晨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335 乙級「室內設計技術士」證照術科歷年考題及參考解答. 103年晨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6671 刑法精義 黃仲夫編著 修訂三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106483 New TOEIC Part 3&4&7: 新多益聽力&閱讀快速答題策略!高橋基治, 塚田幸光, James DeVos著; 林曉盈, 陳琇琳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490 泰文字母聽.說.寫: 把泰語老師帶回家31堂課看懂泰文說泰語!黃則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6506 您好!韓國語. 初級 韓語教育推廣研究會著; 張亞薇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106513 日語聽力UP!聽到哪學到哪!: 在日本聽廣播學日語DT企劃作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6520 Bonjour Paris!說走就走!巴黎散步去 荻野雅代, 櫻井道子著; 藍嘉楹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537 泰文字母聽.說.寫: 把泰語老師帶回家31堂課看懂泰文說泰語!黃則揚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106544 人性的弱點 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著; 盛世教育翻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犁齋社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1313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釋淨界講述; 釋心賢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27453 大提琴名曲集. vol.6, 音樂會篇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6627460 大家都來吹直笛. 高音直笛篇Vol.0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其他 上冊 1

9789866627477 大家都來吹長笛: 臺灣風情. Vol.3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6627484 大家來拉小提琴. 最簡易篇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7848 淨心長老序文彙編 淨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612 黏土.創意.幼兒園 黃揚婷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81526 爺爺猴厲害 華山基金會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山.創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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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歡書院

送存冊數共計：7

淨願蘭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曦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694 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 辛灝年講演錄 辛灝年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51791 水法要訣、理氣津梁合編 楊筠松等撰著; 李崇仰重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1692 學鐸社易學叢書 楊踐形著; 李崇仰重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1715 渾天寶鑑、天元祕旨合編 孫廷楠, 舒繼英著; 李崇仰重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99206 老狐狸厚黑筆記 王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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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60598 用幽默的方法,秀出你的想法 文彥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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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99279 「通識教育: 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賴建成, 呂雄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6599293 「通識教育: 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陳文媛, 梁耀輝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6599316 「通識教育: 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王彥中, 曾潔明執行編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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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文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翔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普天

博大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4913 The art and beauty of poetry 姚文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4404 我的金門 黃庭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4404 我的金門 黃庭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2540 被遺落在清水海岸線平原上的一顆明珠: 瓊仔腳王家祖茨王星卯, 李美齡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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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3586 實修的秘密: 禪修綱舉 吳寧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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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5198 叛逆: 美國輔導專家給父母的青春期教育課 馬克.葛瑞史東(Mark Gregst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904 放手別當直升機父母 周月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928 看故事學領導統御: 說苑 劉向原著; 凌永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942 百年尚青: 不斷向前的青島啤酒 王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959 別讓孩子變「媽寶」!: 鐵血父親從愛出發的另類教養蕭百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973 不是全能爸媽,一樣教出好孩子 吳娟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惠文設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甯文創

開元書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木書房



9789869182980 長短經 (唐)趙蕤著; 歐陽煥編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82997 長短經 (唐)趙蕤著; 歐陽煥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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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8421 簡易iPad入門 胡宏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438 追求創新與生命修行 顏鳳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2623 水墨無為畫本: 精選現代詩人名句一0四帖 張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623 水墨無為畫本: 精選現代詩人名句一0四帖 張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45818 國際會展產業概論 劉碧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917 微積分概要: 函數的分析方法與應用 楊光武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5931 會計學 陳佳宜, 黃計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948 餐飲連鎖加盟管理: 以系統化經營臺灣美食,征服全世界的胃周勝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5955 國際禮儀: 文明禮儀行為的新視野 許南雄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7845962 休閒遊憩概論: 新世紀的幸福產業 張馨文, 蔡宜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4897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呂秉翰等作 平裝 1

9789577845979 流通管理: 掌握通路創造競爭優勢 邱繼智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5986 西餐烹調技能檢定 華立編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006 遊憩、景觀和環境規劃方法論: 四化目標達成法曹正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013 大學校園人權: 理論與實際 陳滄海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創世紀詩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復文圖書



9789577846037 大專國文選 王若嫻等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2331 回溫城市: 感溫 謝佳軒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096345 稅務會計之買賣業、製造業及營建業 生建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3942 鏡花水月詩歌(簡體字版) 劉雅琴, 劉美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0587 9981九型人格相生相剋說明書 湯凱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87 攻心為上: 心理專家也無法教你的終極心戰兵法白長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31 四柱八字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62 解夢開運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6300 Sizhukong song book絲竹空樂譜. Volume 1 彭郁雯, 吳政君作曲編曲; 彭郁雯製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絲竹空爵士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合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各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稅旬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215 找回初發心 楊政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4603 犯罪偵查實務 黃鈞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22577 東京電車自助超簡單 黃德修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584 轉轉紐約 林芳年圖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591 小腳ㄚ遊臺灣: 親子同行樂活旅遊 劉芷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607 轉轉香港 林芳年, 陳彧馨圖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614 德國,打工度假 周吉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621 開車玩歐洲超簡單 李宜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638 西洋節慶好好玩: 輕鬆上手的派對指南 郭芷婷, Natalie Kuo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645 牙醫的人生小學堂 林峰丕, 黃泰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652 曼谷玩不膩,行程規劃書 小約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6202 我的學佛因緣與分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善因緣文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光書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2027 動見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6128 人生寶典: 中華文化千年不朽的處世智慧 誠敬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159 很小很小的小偏方: 常見病一掃而光 土曉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197 怎樣吃最長壽: 延緩衰老,先要吃對,後要吃好 蔣家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10 情緒操控術: 即使有一萬個苦悶理由,也要有一顆快樂的心李問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27 你不可不知的排毒解毒100招 程朝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58 周易新解 張善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65 三十六計新解 陳相靈, 王曉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72 醋療驗方: 中國歷代日常生活常見病療法 康永政, 康旭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89 世界頂尖名牌傳奇: 超級名牌從來沒有告訴過你的祕密周紹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6296 老闆是你的第一顧客 徐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6302 做你想做的事: 獲得事業成功和精緻生活的法則子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6319 危機和困境需要機遇及挑戰 裴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6326 10分鐘足浴養生: 快速袪除人體的各種疾病 史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33 失落的百年致富聖經 華勒斯.華特斯(Wallace D. Wattle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40 給自己一個成功的習慣 陳建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36357 情緒心理學: 破解快樂背後的超完美行為控制術李問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64 養生不用靈丹妙藥: 健康的心態勝過10帖的補藥漆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71 最適合百姓的中醫養生絕學 王清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88 引爆潛能: 喚醒你心中沉睡的巨人 安東尼.羅賓(Anthony Robbins)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

就在藝術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04391 希望小富翁 輕鬆學理財: 教師手冊 丁儷蓉教案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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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43688 NANDA International護理診斷: 定義與分類. 2015-2017NANDA International, Inc.原著; 黃靜微, 曾詩雯, 莊琬筌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3732 活用心智圖: 基本護理快學通 林玫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756 社區衛生護理學 李怡娟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763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康明珠作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770 普通心理學 程千芳, 游一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787 衛生行政與健康保險 黃維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794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00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作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17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呂桂雲等作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24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李復惠, 林麗鳳, 阮玉梅作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31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48 新護理師捷徑. 十一, 病理學 徐明洸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55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徐明葵作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62 OSCE護理專業能力鑑定指引 李選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879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謝伯潛作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86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林笑作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3893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盧惠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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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0603 國中資優數學.1 陳惠民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博志企業

富邦文教基金會



9789869010634 國中資優數學總複習 陳惠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6796 賢妻難為 霧矢翊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18405 半吊子算命師 瀝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412 薔薇王子 烏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429 鳳歸: 王妃躲貓貓 金大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218436 舞青蘇: 夜貓公子愛捉鼠 清楓聆心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218443 吾家有妻驕養成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18481 賢妻難為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18450 賢妻難為 霧矢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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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2041 恩寵的牧人 黃讌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52058 天門的捷徑: So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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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0501 戰鬥步槍技藝: 實戰視角切入下的戰鬥射擊技術蘇茂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3399 我的菜韓文. 生活會話篇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二刷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晶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黑門山



9789865753405 我的菜日文: 快速學會50音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0304 帽子的裁縫設計 匡嘉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311 頂級風味麵包書 陳共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328 兩個人的幸福簡餐 梁瓊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335 自己來編幸運繩結 江梅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342 喝出美麗好氣色 梁瓊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359 我的家常日本料理課 簡瑩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373 行家的臺灣經典小吃 陳崴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380 手感烘焙臺式經典麵包 陳國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397 客家媳婦的手作醃漬菜 梁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403 創意手作中式發麵 彭秋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751 阿昌師在地食材的創意日本料理 陳宥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775 女孩們的跑步訓練防護書 詹仲凡、風之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782 考生必備的滿分食單: 大考前,就是要這樣吃出滿分補充活力小點心到正餐,考生跟著這麼吃準沒錯!陳柏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799 新手爸媽真輕鬆: 卓瑩祥醫師的30講堂, 讓你安心照顧0~2歲寶寶卓瑩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00 劃清界線,就能找到自由: 一段重拾勇氣的孤獨之旅邱思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24 一本讀懂糖尿病的飲食宜忌 向紅丁, 陳伯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31 一本讀懂高血壓的飲食宜忌 胡大一, 陳伯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55 劉怡里的神奇調理機: 吃出健康食癒力 劉怡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開始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3711 沒救嗎-給幫助者的酒癮、毒癮康復指南 林為慧(Lydia L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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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1680 臺灣華文漫畫創作育成計畫: 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 插畫組. 2014第三屆杜書毓, 游傳盛, 洪嘉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1697 星圖航跡 游傳盛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206 臺灣華文漫畫創作育成計畫: 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得獎作品集: 漫畫組&手機漫畫組. 2014第三屆杜書毓, 游傳盛, 洪嘉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8927 內在生活系列學員版: 事奉團隊手冊(簡體字版) 劉利未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7428 雲林縣美術協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 2014第八屆黃培村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8647428 雲林縣美術協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 2014第八屆黃培村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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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品工筆畫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超卓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美術協會

無花果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拓動漫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8899 哇!超有趣又神準的心理測驗. 一, 性格、命運、心理健康、人際關係全方位解析朦朦夫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05 哇!超有趣又神準的心理測驗. 二, 愛情、婚姻、生存能力、財運事業全方位解析朦朦夫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12 財富筆記. 2, 投資理財100招 富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29 長命百歲的睡眠方法: 睡覺,學問大 安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43 成功創業要有的9大能力與智慧 李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06 微勳作讀心術: 一眼看穿微反應下的內心世界 佳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13 經營管理100招 富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20 行銷致富100招 富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3774 山和水: 九種語文的五首詩 楊允達著 平裝 1

9789868863781 有悟上門來: 禪的曙放花開 迂園道一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3798 有悟上門來: 禪的曙放花開 迂園道一著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9122405 時間之詩 楊允達著 平裝 1

9789869122412 般若性海: 「鶴山21世紀國際國際論壇.宗教論壇」論文集. 2014年王開府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22429 天行露 愚溪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22436 冂的世界 愚溪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630 用走的去跳舞 鄧九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3647 我的演員日記 鄧九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542 食物重健: 上上醫的叮嚀 張燕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普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品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4009 蕭言中創作30年: Je t'aime以愛之名 蕭言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2481 有趣到令人捨不得睡的數學 櫻井進作; 王盈雅譯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5852511 有趣到令人捨不得睡的數學 櫻井進作; 王盈雅譯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5852504 超解心經 楊嘉敏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535 有趣到令人捨不得睡的數學 櫻井進作; 王盈雅譯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5852559 享受吧!跟著大人氣列車玩九州 羅沁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566 日本藥妝美研購: 一本東京.大阪.金澤,藥妝控必備的爆買攻略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573 搞定惱人的婦科問題,氣色好美到老 林穎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580 趣讀歷史: 你絕對沒讀過的大人物奇聞 劉繼興, 孫玉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603 蓋世功臣曾國藩最犀利的處世手腕 文天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610 有趣到令人捨不得睡的數學(超值版) 櫻井進作; 王盈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627 獵女聖經: 把妹招式超進化,讓你成為獵豔高手 奧利佛.庫恩(Oliver Kuhn)編著; 葉葦婕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0609 日本人都醬說!生活日語說得出、用得上! 上杉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616 365天都要烙英文,PO心情、發動態,輕鬆打造英文書寫力!王洛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623 New TOEIC考用高頻單字Note Book 曾婷郁, 鍾亞捷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630 我的日常生活英語!365天用英文享生活 Wenny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647 解密社群粉絲經濟學 陳建英, 文丹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0654 我的海外求學英語!365天用英文看世界 Wenny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661 我的職場決勝英語!365天用英文向錢衝 Wenny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凱信

詠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6596 真愛絕非運氣,被愛是種實力!: 女人受益一生的12堂幸福課金熙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633 我要成為馬雲: 非讀不可的十四堂正能量課! 斯凱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664 2049年的中國海上權力: 海洋強國崛起之路 胡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688 再陌生也能聊得來: 90秒內談得來你絕對做得到!陳建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695 夢控師 追夢螞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701 每天聽一點職場英文 Joseph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725 四週救救菜英文: 教你正確學單字、句型、短句、會話鍾亞捷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9503 行走在風中 陳慧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510 光的療癒者: 活在第五次元的世界 庫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50 香港、內蒙、新西蘭、沿著路飛翔 安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534 月之暗面 伍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541 八運姓名學. 第三冊, 撥雲見日 破解姓名學迷思謝宗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558 我們落腳多倫多的日子 林慧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565 聽職場歐吉桑講話 謝朝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596 七十歲學吹鼓手 崔建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602 易經雜說 段建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619 臺灣的第三條路: 社區營造政治學 林文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626 臺灣抗日大戰. 一八九五年 陳寬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640 假洋妞真美人: e世代美國新移民生活導航 車俊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657 古.惑 月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凱信企管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0735 琴蹤劍影 雅紀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60742 琴蹤劍影 雅紀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60759 琴蹤劍影 雅紀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160766 琴蹤劍影 雅紀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60780 心之巢 聿暘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60797 重生之朗朗星空 j112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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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42540 德國菁英教育法: 引導孩子用天賦發展自信人生楊亮亮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557 圖解你不能不懂的小人經 馮道原著; 張兵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830 圖解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吳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977 食補: 240道四季養生進補飲食方案 <>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984 圖解生活中的美學 常宏, 朱珂葦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991 五臟調理: 170道臟腑調養飲食 <>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002 圖解慢性病居家養護 沉零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019 女性調養: 解決女人常見病,調理氣血、養好體質<>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026 圖解天工開物 宋應星原著 平裝 1

9789865611033 男性養生: 防治男人常見病,強身健體,鞏固精氣神<>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040 樂齡養生調理: 四季五臟調養,抗老防衰對症飲食<>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057 圖解吉祥文化大全 黃一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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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6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博客創意行銷

送存冊數共計：13

無限迴圈



9789869205825 大元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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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6951 百變漫畫角色繪製技法 C.C動漫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6968 好好吃的早午餐與義式料理! 孫原柱, 朴仁圭著; 博碩文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252 攝影構圖的視覺美感與取景留白 白種守、Kim Wan-M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269 商用文件一把抓!: 170個文件實例Χ 核心製作技法姜誠範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4276 寫給經營者的 設計創新思維與資源分配最佳化大口二郎、城井田勝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4283 一次搞懂SNS!新變革帶來的新衝擊 李翔昊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290 設計者的新思維: 設計經營X設計在赫爾辛基 張儒赫、Cathy Yeon Choo Lee 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501 iPad/iPhone邊玩邊工作!: 業務必殺技X行動攝影術Bochin S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518 管理者的生存之道!: 新生代員工的對話與經理人的管理活用術張國慶, 鍾文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525 最有魅力的城市設計!: 英國設計風X都市心設計王紹強, 金美理, 崔寶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532 寫給設計師看的頂尖T恤設計X創作插畫經典 NewWebPick編輯小組, 平澤伸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49549 Windows8火力全開!: 初心者的學習殿堂XApp市集應用程式開發朱宏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556 iPad/iPhone最強娛樂總動員!: 精選攻略集X社群玩樂Bochin shen、ApplePl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563 一次搞定iOS程式開發!: 射擊遊戲程式X數位相機程式開發實務松浦健一郎, 司ゆき, 細谷日出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570 職場求生存!: 看穿同事、上司的職場讀心術 孫科炎, 李國旗、海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587 設計家的新勢力!: 視覺設計藝術與桌上排版活用技術銳藝視覺、生田信一、板谷成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49594 愛上小蘋果!: iLife╳Mac OS一次搞定 王元綱, Bochin She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9301 輕熟女的麵包與愛情 蘇拉, 宋智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318 iOS APP開發的關鍵技巧！iPad應用程式開發經典╳專家親授關鍵技巧Kirby Turner, Tom Harrimgton, Bear Cahil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325 英語簡單學!: 多益考試X口語會話一次就搞定 Karen Oh, 油漆式外語研究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332 ASP.NET 4.5初學指引: 使用Visual Basic. 2013 陳錦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9349 美食健康在一起!: 世界點心之旅X健康減肥變美麗多田千香子, Studio Mew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356 漫遊趣: 水鄉古鎮杭州X海上花園廈門 小麥咖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363 怎麼學就怎麼用: 史上最好懂的Illustrator & Photoshop操作與設計教科書勁樺科技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悅文化



9789869169370 設計師的配色典: 協調色X冷色調X暖色調的絕美品牌設計善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200 十億人都在學的親子作文: 打穩作文基礎X加強用詞能力非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217 第一次養小孩就上手: 0-1歲寶寶健康成長周記X健康寶貝這樣來籍孝誠、土豆家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4224 商務英語不NG: 一次搞定所有的關鍵單字 關谷英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231 美肌魔法雙重奏: 隨著季節手作適合自己膚質的純天然面膜崔鈗厦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04248 Maya 3D動態筆記: 活化角色流暢的關鍵技巧 劉怡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4255 日系百元文具活用術: 48種最強整理x學習x手帳x筆記本的創意好點子文房具朝食會, 多田健次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9222624 現在就應該懂的幸福工作術 安子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2631 你是那種顏色?藍綠紅黃四種性格色彩,輕鬆掌握生活中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張勤作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2648 預見幸福: 麵包愛情我都要 蘇拉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2655 讓塵封的夢想再啟: 妳不該就此妥協 Whitney Johnson著 再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9222662 神奇的豆子: 七樣增進管理智慧的禮物 Joe Swinger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2679 打造你的社群力: 商場贏家新武器 Mark Fidelman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8404 畫的比說的好理解 黃劍峰, 蘇芮生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8411 爸媽跟我一起玩: 47種促進孩童腦力成長與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科學遊戲金秉柱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8428 追求幸福,就從拾起畫筆那一刻開始 鄭珍好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8435 健康好吃的Cup點心!讓人回味無窮的133道一口餐點金貞姬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28442 愛上英語會話 Karen O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459 小倆口幸福餐桌: 簡便少鹽的122道早午晚餐X小菜X烘焙X特別推薦料理李賢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466 一日一杯: 創造窈窕美姿的健康飲 五嘉茶韓方茶研究所著;江依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473 婚姻這檔事: 有容乃大 Melanie Shankle著;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480 極致完美的簡報術: 把造優質簡報的7個關鍵字 酆士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99793 服務管理 陳澤義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6099809 貨幣銀行學概論 黃志典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816 投資學概論 楊朝成, 陳勝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華泰



9789576099823 全球運籌: 國際物流管理 龍道格(Douglas C. Long), 蘇雄義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830 組織理論與管理: 基礎與應用 溫金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847 國際財務管理概論 黃志典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854 組織行為研究在臺灣: 深化與展望. 四十年 鄭伯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878 人力資源管理: 基礎與應用 黃良志等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5978 失落的本質: 一條尋回內在真實力量的途徑 約翰.麥奎雷(John McGrail)著; 黃怡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08 我們要好好的,吃晚餐: 兩個人40天的美味關係 蜜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46 寂地 彼德.海勒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2945 浮生 陳樂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952 超簡單!露營野趣料理100道 李長煜, 李今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969 魔鬼甄瘋玩全臺灣 魔鬼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976 此生必去!臺灣幸福旅店之旅 Clar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983 暗夜二重奏: 囚禁 CJ.羅勃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990 味感戀人 欣蒂小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00 破風 林超賢原著劇本; 侯紀瑄改編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17 夢想海洋: 拖鞋教授與16名海洋背包客熱血航海勇氣之路蘇達貞教授與16名海洋背包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24 暗夜二重奏: 魅惑 CJ.羅勃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48 破浪而出: 陶君亮從小船員到遊艇王國的250億傳奇陶君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62 歡迎光臨公主的歐洲城堡屋 朴惠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0283 借鬼說人事,借狐話人心: 看紀曉嵐談情說愛 安寧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306 人生沒有準備 只有面對 奈奈子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華夏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20846 新編人類發展學 柯惠玲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0853 新編領隊與導遊實務 楊惟涵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860 運動科學概論 林正常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877 醫療行銷管理 趙海倫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884 醫療經濟學 白佳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891 新編食物學原理 陳肅霖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907 實用食品添加物 黃登福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0914 休閒運動設施規劃與管理 沈易利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921 餐飲管理 郭珍貝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938 休閒遊憩概論 巫昌陽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945 幼兒生理學 許世宗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952 幼兒營養與膳食 王昭文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0969 教保專業倫理 曾火城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976 測驗達人: 生理學題庫 陳韋玲著 平裝 1

9789863620983 藥理學 許世元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990 主題樂園實務管理 武克茂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003 營養師考試秘笈. 六, 食品衛生與安全 李政達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010 心理學概要 林俊德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027 美容儀器學 林信益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034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周嵐瑩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041 休閒事業管理 陳信甫等合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058 新護理考試秘笈. 7, 解剖生理學 張勝豐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1065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之建立與實務指引 方繼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072 物理學 林旺德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089 實用藥物學 沈郁芳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格那企業



9789863621096 運動新聞採訪與報導 黃世杰, 馬鈺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119 內外科護理學: 重點整理 張凱喬等合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126 新編老人學概論 黃久秦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133 安寧緩和護理學 蔡麗雲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1140 幼兒健康與安全 張美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157 營養學實驗 吳幸娟, 郭靜香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1164 新編食物學原理實驗 鄭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171 物理治療技術學題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26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美容科學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2015莊佳霖, 李仰川, 蔡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294 實用美容營養學 蔡淑芳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348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4: 固定義齒技術學 陽春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355 老人疾病與用藥 黃鎮墻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386 健康與體育概論 周宏室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393 食品分析與檢驗 陳明汝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430 新編餐飲衛生與安全 陳德昇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1454 化粧品安全性與有效性評估 林恩仕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1478 營養學概論 蔡秀玲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1485 營養學 徐成金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15090 咫尺天涯 四方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9434 中華謎書大觀 柳忠良編撰 平裝 1

9789866169441 分聲別韻張虎弓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紫宸社文化



9789866169458 離合音詞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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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22268 繫上好運の春日手作禮: 刺繡人の祝福提案特輯 幸運系紅線刺繡VS實用裝飾花邊繡日本ヴォーグ社作; 吳思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275 多空交易日誌 邱逸愷著 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022282 Knitting.就愛我的手織襪 日本VOGUE社編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299 Sweet Memory!旅行x烘焙.馬卡瑞比の甜蜜食光 馬卡瑞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305 Weekend Knit!設計師們的週末手織小物 主婦之友社編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312 十字繡聖經: 手作人の完美刺繡典藏Bible 最強收錄844款英文字母×數字&20,000種刺繡字型,創意組合Fun手繡!Valérie Lejeune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22329 「選豆.烘豆.磨豆.沖煮」咖啡職人的私房筆記: 點滴淬煉,一杯好咖啡堀内隆志著; 丁廣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336 Cotton friend手作誌: 一起去郊遊&野餐吧!最適合漫步春花山野的印花手作服&包包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瞿中蓮,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343 老人與海: 無法打敗的精神力量 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022350 動動手&動動腦.摺一摺&剪一剪: 可愛又益智!: 252例趣味剪紙練習帖辻雅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367 人見人愛の五顏六色布作遊戲50選: Komihinataの極上可愛小雜貨杉野未央子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374 斉藤謠子の拼布: 職人愛藏!20週年世紀典藏精選布作Collection.28斉藤謠子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381 天堂門口的最終祝福 江羚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398 傅探花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404 乞丐王子: 做回快樂真實的自己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411 湯姆歷險記: 充滿野性的童真天地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428 曼斯菲爾莊園: 美麗心靈與純潔愛情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435 咆哮山莊: 扭曲的人性與愛的救贖 愛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e)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442 理性與感性: 平凡且細緻的情愛風景 珍.奧斯汀(Jane Austen)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459 手作力:雜貨控の紙膠帶100選色拼貼術：100色名家嚴選×58道創意貼畫－－手創必備工具書知音文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466 贏在深耕力: 一步一腳印的職場成功學 黃金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473 女人要溫柔也要學幽默 賴淑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2480 京都流の美學手作: 雅緻の和風布花日常創作集土田由紀子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503 布作&手織: 一個款式×兩種質感×三大主題=享受手作雜貨的雙重美感!了戒かずこ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雅書堂文化



9789863022510 Cotton friend手作誌: 戀夏の自然衣調: 每日穿搭不NGの簡約手作服×北歐印花手袋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周欣芃,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541 玩裝家家酒 兔妞&熊妹的可愛穿搭日記: 大.中.小3尺寸手鉤玩偶x18件娃娃裝x25款配飾秦玉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558 易經卜筮: 正宗黃金策白話註解 黃四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626 緩慢調。姊妹的生活文本 芬妮貓, 葉子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664 誤棲梧桐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688 斉藤謠子の簡約私著手作服&每日布包 斉藤謠子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695 Cotton friend手作誌: 秋日の時尚速成快遞: 好感度UP!完美打造百搭×微甜系手作服&實用布包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周欣芃,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701 生活感。純銀手作: 淨教你作41件有故事、有溫度的自然風銀飾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2725 一個針法一頂帽子初學毛線帽編織基本功: 16款.30頂鉤針&棒針的手織帽日本Vogue社編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732 柴田明美のOne&Only: 世界唯一!我的手作牌可愛拼布包柴田明美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756 單色百搭&時尚撞色 從領口到衣襬的免接縫手織服: 來自歐美.風靡日本,一體成型的不思議手織服!日本VOGUE社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763 幽默,讓生活更美好:溝通的藝術，打開人際關係的大門賴淑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16 拼布職人必藏聖典!拼接圖案1050 BEST選: 傳統圖案+設計圖案+製圖技法+拼接技巧ALL IN ONE!公益財團法人日本手藝普及協會監修; 楊淑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574 創業錢圖: 創業籌資及股權安排設計 張明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581 住者有其屋 洪明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598 思房錢. 1, 我的心 郭鴻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204 租!是大吉 陳玉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831 智高創新學習實驗室B2 思翔綺, 雨岑文; 徐思惠, 思翔綺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03848 智高創新學習實驗室A2 思翔綺, 雨岑文; 徐思惠, 思翔綺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03855 智高創新學習實驗室C2 思翔綺, 雨岑文; 徐思惠, 思翔綺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智高實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9608 禮納里生活工坊: 我們的石板屋主題展覽 王雅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0504 修道基本功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2328 臺灣話ê文字化kap文學化 李勤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02335 臺譯古文觀止新編 黃勁連譯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8392 20Hz: 華梵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2015 蔡宜君, 簡詩珊, 許媛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0530 人生不走冤枉路 馬華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547 願有人陪你顛沛流離 盧思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發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梵大學工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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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原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0721 體驗教育理論與實務 郭託有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738 飲食文化 陳玉箴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745 運動行銷學 黃煜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752 喪禮服務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王別玄等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8900 煮雪的人 煮雪的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917 若斯諾.孟 若斯諾.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924 鶇鶇 鶇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5907 吳明昌書法作品集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9491 光天化日 任明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514 將錯就錯 鴻鴻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2572 慢老逆齡祕笈 王復蘇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復御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煮鳥文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景魚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1603 詩文賞析 卜富美作 平裝 1

9789869221610 經典成語探源 卜富美作 平裝 1

9789869221627 國中國文學習單總匯 卜富美作 平裝 1

9789869221634 國中高中寫作測驗大觀 卜富美作 平裝 1

9789869221641 佳言雋語集錦 卜富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7358 職場敬業涵養與人際關係 顏士程, 劉明揚編著 平裝 1

9789869037365 基礎數學與微積分 倪簡樸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037389 實用日文 陳俊廷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4429 行政學精要 楊凡編著 平裝 1

9789869164436 政治學精要 羅立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299901 財務報表分析&題庫集 謝劍平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299918 當代金融市場&題庫集 謝劍平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7299925 財務報表分析: 評價應用&題庫集 郭敏華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299932 財務管理原理&題庫集 謝劍平著 四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晶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勝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萌祥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智翔文化



9789577299949 經濟學&題庫集 楊雲明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299956 採購與供應管理&題庫集 許振邦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299987 投資學: 基本原理與實務&題庫集 謝劍平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7299994 財務管理: 新觀念與本土化&題庫集 謝劍平著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81634 百年臺灣電影史 徐樂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849 人力資源規劃 丁志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887 觀光行政與法規(精華版) 楊正寬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81894 大智教化: 生命教育新詮 鈕則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917 親職教育: 理論與實務 郭靜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1924 葡萄酒賞析 鄭建瑋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81931 悲傷輔導理論與實務: 自助手冊 何長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948 餐旅服務品質管理 王斐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955 公共政策: 現象觀察與實務操作 羅清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81979 老人學 洪櫻純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993 郵輪旅遊經營管理 劉翠華, 李銘輝, 周文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006 觀光遊憩資源規劃 李銘輝, 郭建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020 少年轉介輔導過程及其效果研究 徐錦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480036 學測公民與社會大神通 功明神, 滿級神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043 全新版高中歷史精通 郭敬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480050 邏輯式學測生物總複習: 103微調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許仁, 胡伯宇, 李曉蓉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華逵文教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1109 OFFICE 2013 TQC辦公室軟體應用類檢定題庫解題秘笈吳獻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123 TQC-2D/3D電腦輔助設計 吳獻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1055 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015年陳榮靜等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1116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10屆王振勳, 蘇綉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116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10屆王振勳, 蘇綉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0223 Phonics starters Sofia 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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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0801 美麗工程 林雅筑[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筑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應英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敦華英語國際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3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資工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002 Omotenashi Travel Guide九州 RURUBU編集部作 平裝 2

9789869163019 Omotenashi Travel Guide香港 RURUBU編集部作 平裝 2

9789869163026 最後的築地: 日本旅遊必去的美味海鮮勝地 大人的週末編輯部撰寫; 王詩怡譯 二版 平裝 2

9789869163033 東京餐廳極選：覆面調查最高推薦，213家非吃不可的美食料理大人的週末編輯部著; 高元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4901 大學物理實驗: 追根究底二十個改變世界的物理實驗. 上黃智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5600 尋回失落的民國攝影. 1911-1949 陳學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16453 歐霸,我在演韓劇嗎? 張語(Amber)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3916 游遍天下旅遊指南工具書(專業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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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畫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遍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博揚儀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凱藝術



9789869116497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163101 奇門遁甲法籙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63118 奇門遁甲法籙 阿添師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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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1890 家屋的基本: 專業建築師教你打造舒服好住的完美格局好家設計促進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06 水果輕食主義：沙拉、料理、甜點、調飲，89個健康又優雅的餐桌果食提案吳曉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13 一眼就愛上！我的北歐風手作布包：52款設計師款背包╳超好用布雜貨（全版型收錄）朴正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20 常備菜便當: 經典家常料理.小菜.煮物.漬作,可冷存週間美味X170道冨田唯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37 打開大家的Evernote筆記本: 學會50位職人實現目標的筆記方法電腦玩物站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44 野餐小日子：主題、美食、景點，給自己的美好休日小旅行冰蹦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1419 品香氣: 從植物生命中學習芳療;從生活體驗中應用香草;從科學驗證中認識保養創意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67686 Menschen A1字彙本 Daniela Niebisch著; 江麗秋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7693 Menschen A2字彙本 Daniela Niebisch著; 黃穎儀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7716 High Up! Student Book Grace Wang[編] 1st.ed 其他 第2冊 1

9789576067723 High Up! Read Aloud Grace Wang[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067730 西班牙文主題式寫作 林青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7747 High Up! Read with Phonics Grace Wang[編] 1st.ed 其他 第2冊 1

9789576067754 High Up! I Can Do lt! Grace Wang[編]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創意坊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創意市集



9789576067761 High Up! Student Book Grace Wang[編] 1st.ed 其他 第3冊 1

9789576067778 High Up! Read with Phonics Grace Wang[編] 1st.ed 其他 第3冊 1

9789576067785 High Up! Read Aloud Grace Wang[編] 1st.ed 其他 第3冊 1

9789576067792 從閱讀到寫作. 學術篇 林素娥, David Doyle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7808 High Up! I Can Do lt! Grace Wang[編]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067815 TOEFL Junior Made Easy中學托福簡單過 吳詩綺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7822 High Up! Read with Phonics Grace Wang[編]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067839 High Up! I Can Do lt! Grace Wang[編]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067846 High Up! Read Aloud Grace Wang[編]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067853 High Up! Student Book Grace Wang[編]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067860 Caves TOEIC Test Practice Test Paul Chen[作] 平裝 1

9789576067877 One two one. book 2 James Steed[文]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45509 變好: 升級你自己 臧聲遠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1163 上師瑜伽之四精要引導文 普巴扎西仁波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51170 如意寶藏: 上師瑜伽之圓滿引導 普巴扎西仁波切著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046 心象: 李青萍的心靈世界 李青萍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敦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就業情報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遍勝利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628 美國大學導覽及申請指南. 2016 張詠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1063 道教符籙道派: 符籙.符文結構分析 黃福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070 太清章全集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087 太上無極大道延壽集福消劫寶懺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094 地母妙經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100 北帝伏魔祛瘟告符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117 甲子大醮正奏三皇全集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124 河圖三辰醮早朝全集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131 河圖三辰醮午朝全集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148 河圖三辰醮晚朝全集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155 瘟醮年王八聖全集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162 金刀斷索亡齋科儀 黃福祿總校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3000 人生的苦與樂 吳睿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017 共生農業開講 吳睿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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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博毓學園吳睿保

送存冊數共計：1

詠瑞資訊



9789869150507 林麗玲繪畫集 蔡宜潔, 嚴仲唐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514 洪江波作品集 洪江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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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0280 超棒推理小說這樣寫: 從人性、動機、情節出發,建構偵探與兇手的頂尖對決詹姆斯.傅瑞(James N. Frey)著;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00578 手繪幸福生活藝術家 鄭珍妤, 朗蘇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646 從內而外傳遞幸福心意 李元周, HELLO SANDWICH,kyou.,Killigraph著; 呂欣穎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101254 肥胖大逆襲: 汪醫師教你如何平息體內的代謝風暴汪國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278 習近平對臺政策與蔡英文之挑戰 范世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285 包裝紙盒設計 陳金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285 包裝紙盒設計 陳金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292 雲林經濟發展藍皮書 張嘉郡, 童振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308 邂逅清新美少女風格繪：用素描捕捉女孩的最美風采張鴻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315 色鉛筆繪畫寶典: 一次學會54種一般繪畫技法+15種水性色鉛筆繪畫技法蔥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322 超萌柴犬養成計畫 Shi-Ba編集部編著; 鍾欣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360 足感心的禮品包裝: 一看就會的百種溫馨包裝法金仙英作; 郭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18712 漫遊東亞設計: 簡約的日本與活力的韓國設計 王紹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750 漫畫人物一畫就上手 C.C動漫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153 孫正義流の簡報與工作領導術 三木雄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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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雲夢千里文化



9789862019191 漫畫人物設計一畫就上手 C.C動漫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207 全民英檢單字通: 初、中級字彙完全記憶 油漆式外語研究中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214 IT經理人管理決勝點 Mickey W. Mantle, Ron Lichty, Martha Hellery作; 鍾文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290 極致魅力攝影術 柯呈和, 金載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429 韓風創意生活手繪 李正賢, 張成恩, 朴智筵著; 郭淑慧,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436 超專業! DSLR數位攝影與後製技術超解析 劉寶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863 這樣做網路行銷才賺錢!: 中小企業網路行銷的8堂課+5步驟K大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316 Photoshop跨世代不敗經典: 222個具體呈現影像創意的方法與程序藤本圭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330 資訊安全與智慧、行動網路安全應用實務 王旭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378 超實用!Word.Excel.PowerPoint辦公室Office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385 Keynote大師班: 簡報滿分的關鍵8堂課 蘋果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392 超實用!業務.研發.企宣的辦公室PowerPoint必備30招省時技張雯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408 JavaScript設計模式與開發實踐 曾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415 Python設計模式深入解析 Sakis Kasampalis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422 AutoCAD 3D機械實務設計與製圖 張譽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439 Android Hacker's Handbook駭客攻防聖經 Joshua J. Drake等著; 諸葛建偉, 楊坤, 肖梓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446 SQL指令語法速查索引手冊(支援Oracle、SQL Server、DB2、Mysql、PostgreSQL、Access)酆士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453 從零開始學Visual Basic 2013程式設計 李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460 大話重構 范鋼著 平裝 1

9789864340477 程式揭秘: 從C/C++程式碼探索電腦系統的運作原理左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484 程式設計範式與OOP的思考術: 冒號老師的十三堂課鄭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491 Android大螢幕手機與平板電腦開發實戰: 經典範例直擊大螢幕、高解析度的核心處理技術吳亞峰, 杜化美, 索依娜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0507 Hadoop: Big Data技術詳解與專案實作 范東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514 實用商務Excel&Access資料協作活用指南 立山秀利著; 陳欣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521 Unity Asset Store資源商店: 免費物件、套件、模板應用開發教學Kiee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538 敏捷與Scrum軟體開發速成 Chris Sims, Hillary Louise Johnson作; 徐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545 Hadoop+Spark大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整合開發實戰林大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552 絕讚背景插畫繪製. 3: 以Photoshop描繪的46項景物技法大公開出雲寺ぜんすけ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576 細說Java 8. 上: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李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583 別再說你不懂HTML5: 圖解網頁設計必學的9堂課ANK Co., Ltd.著; 廖文斌, 博碩文化編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590 Photoshop x Illustrator前進平面設計的世界 楊雨濛, 趙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606 細說Java 8. II: 異常處理與圖形介面程式設計 李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613 細說Java 8. III: 資料庫、網路與多執行緒程式設計李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637 Eclipse完全攻略: Gradle自動化建構Java開發專案石黑尚久著; 廖文斌, 博碩文化,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3100 一下子就穿好了 Chaekmajung撰文; Sunghee Yoo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173117 出來吧!小雞 Dohee撰文; Sungeun Jang繪圖 精裝 1

9789869173124 毛毛蟲吃飯囉 Dohee撰文; Hyewon Cho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5759 成為精靈: 創造愛、成功與幸福的人生藏寶圖 茂琳.聖哲曼(Maureen J. St. Germain)著; 林宜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5766 超越生命之花 茂琳.聖哲曼(Maureen J. St. Germain)作; 羅孝英, 陳惠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5773 頌缽: 響徹雲霄的寂靜 趙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518 何宜武與華僑經濟 何邦立, 汪忠甲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裳元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僑協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黃裳元吉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7300 經營管理精煉 翁田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7317 卓越產品經理 翁田山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9090 Arduino實作布手環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06 Arduino實作布手環(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99 Arduino雲: 物聯網系統開發. 入門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205 Arduino雲: 物聯網系統開發. 入門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236 Arduino樂高自走車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243 Arduino樂高自走車(簡體)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250 Arduino手機互動程式設計基礎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267 Arduino手機互動程式設計基礎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274 86Duino程式教學. 網路通訊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281 86Duino程式教學. 網路通訊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298 Arduino智慧電力監控(手機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304 Arduino智慧電力監控(手機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2070 心香傳芬: 蘇峯男蔡茂松羅振賢聯展畫集 石允文編著 精裝 1

9789869137607 全國大學院校水墨教授美展圖錄. 2014 石允文編著 精裝 1

9789869137614 張善孖 石允文編著 精裝 1

9789869137621 祁崑 石允文編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雅墨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魁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渥瑪數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1109 說出好中文 樂大維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1264 宋定伯賣鬼記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288 費長房求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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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48204 減法綠建築: 雅緻防災健康綠好宅 劉志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7650 Target grammar Lisa M.W.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57667 Target grammar Lisa M.W.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857674 Writing mapping Lisa M. W.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57681 Writing mapping Lisa M. W.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57698 Target grammar Lisa M.W.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857698 Target grammar Lisa M.W.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33903 Target grammar Lisa M.W.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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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緻住宅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智寬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4991 太極拳經 楊諾賓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002 老夫子哈燒漫畫(臺灣版). 53, 洋洋得意 王澤, 王瀚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00019 老夫子哈燒漫畫(臺灣版). 54, 不修邊幅 王澤, 王瀚漫畫 平裝 1

9789864100026 NODDY諾弟英漢圖典 謝依陵企劃統籌 精裝 1

9789864100033 老夫子哈燒漫畫(臺灣版). 55, 奇貨可居 王澤, 王瀚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00040 老夫子哈燒漫畫(臺灣版). 56, 心馳神往 王澤, 王瀚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00095 老夫子哈燒漫畫(臺灣版). 57, 得心應手 王澤, 王瀚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004 蒙大恩的女子 連鄭香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5960 電工機械(技術高級中學電機與電子群). 104年審定版胡阿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5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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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625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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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625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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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374 桶柑紅蘿蔓青: 北投社大ㄕˊ農玩市集 陳藹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381 夢想起飛卡 張波麗, 王書書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398 在地喧嘩: 來去社大鬧社團 黃文龍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影福音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興文化

喜樂亞



9789869177900 人格九型卡 張波麗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3109 溥心畬先生楷書暨行書冊: 西山貴胄 逸士儒風 沈以正主編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9705 黑幕重重的歷史檔案: 官場沉浮啟示錄 張中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712 數學FUN肆玩: 用故事玩懂數學 陳韋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767 過目不忘: 培養孩子理解能力的記憶遊戲 李元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774 生物異世界: 香蕉為什麼沒有籽 陳韋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6409 流亡日日: 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 鄧湘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014 源生: 生命意象雕塑綜合材料創作表現: 陳冠勳作品創作論述(2010-2014)陳冠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4872 西畫. 2013 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羅文化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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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尊儒堂



9789869043755 西畫. 2015 西畫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4013 人生頂吠:無與倫比的屁話漫畫 黃為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4051 機車駕照應考手冊 智繪文化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866 哀掉林冠華紀念特刊: 新生代扛起革命大旗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1873 靈體蛻變: 揭開千古之祕 楊緒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1880 靈體醫學: 生命剖析如是我見 楊緒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1897 幹!「國民黨不倒, 臺灣不會好」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1897 幹!「國民黨不倒, 臺灣不會好」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1897 幹!「國民黨不倒, 臺灣不會好」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307 政治老兵與宋語錄: 「天道酬勤: 臺灣最骨力的歐吉桑」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314 小英故事: 蔡英文的翻轉人生攻略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321 一封家書抵萬金: 十五萬兩黃金當聘金 鄭偉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338 朱立倫的危機解密: 人生大翻轉?政治大豪賭?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3582 臺菲分析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Hung-Ju Kuo[作] 平裝 1

9789864370351 Innovative sense through perspectives of patent bibliometrics analysisSzu-chia Scarlett Lo作 平裝 1

9789864370351 Innovative sense through perspectives of patent bibliometrics analysisSzu-chia Scarlett Lo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藝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費邊社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1312 候飛月的畫與詩: 夢境行走 侯飛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329 「雲根未斷落凡來: 再見于彭」畫冊 于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2550 色鉛筆的貓咪彩繪 朗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567 工筆新經典: 人物畫技法 陳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86335 閒夫值萬金 子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42 奴役千歲爺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59 黑宅管家婆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66 冷妃振妻威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73 挖角萬能妻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80 糟糠整霸爺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397 爺乃真絕色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03 嬌妻振夫綱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10 影后的寵夫 芳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27 千萬買妻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34 老闆如此多嬌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41 天菜總監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58 布衣公主 心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65 小婢養爺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一代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月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紫藤廬



9789862886472 神醫河東獅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89 美夫如蠍 子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496 鄰家後媽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02 太座年紀小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2293 搞懂孩子的感覺統合問題：從玩中解決孩子的成長．學習問題．促進大腦發展木村順,小黑早苗作;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309 一週副食品冰磚的製作與運用 上田玲子, 堀江沙和子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5752316 聰明健康吃,打造好體質!20堂必修『食』用營養學分洪泰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323 不要急，慢慢說！教養青春期孩子的33帖特效處方土井高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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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5873 羊毛氈の52款可愛變身: 甜點x動物x玩偶 日本ヴォ－グ社著;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880 媽咪輕鬆鉤!0-24個月的手織娃娃衣&可愛配件 BOUTIQUE-SHA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897 來玩吧!樂戳羊毛氈の動物好朋友: Baby玩具.雜貨小物の裝可愛筆記書魏瑋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03 牛奶盒作の美麗雜貨設計60選：清爽收納x空間點綴の好點子BOUTIQUE-SHA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10 原來是黏土!MARUGOの彩色多肉植物日記: 自然素材.風格雜貨.造型盆器: 懶人在家也能作の經典多肉植物黏土ZAKKA.26丸子(MARUG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27 簡單.可愛.超開心手作!袖珍包兒x雜貨の迷你布作小世界BOUTIQUE-SH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34 BAG & POUCH.新手簡單作!一次學會25件可愛布包&波奇小物包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41 Rose window美麗&透光.玫瑰窗對稱剪紙 平田朝子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72 WOW!不作手會癢35個有趣的科學實驗 左卷健男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89 小物控愛鉤織!可愛の繡線花樣編織 寺西恵里子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706 開始玩花樣!鉤針編織進階聖典: 針法記號118款&花樣編123款日本Vogue社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713 Paper.Flower.Gift小清新生活美學.可愛の立體剪紙花飾四季胋くまだまり著;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720 超萌呦!輕鬆戳29隻捧在掌心の羊毛氈寵物鳥 宇都宮みわ著; 吳思穎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手作



9789869207737 每日の趣味.剪開信封輕鬆作紙雜貨: 你一定會作的N個可愛版紙藝創作宇田川一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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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69142 護理專業倫理與實務 徐南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9753 休閒社會學 張耿介, 陳文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5885 化學 黃秉炘, 呂卦南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777 數位電子乙級術科: 使命必達(寫真Schematic版) 黃國倫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2369791 烘焙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試題精析 吳青華, 黃俊儒, 張潔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9883 護理行政 林秋芬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2369890 生物統計學 楊惠齡, 林明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3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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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0082 不動產投資 陳淑美, 黃名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174 生產與作業管理 黃河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181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 歷次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198 統計學 楊惠齡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211 臺灣歷史與文化 王淑端等編著; 劉燕儷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228 智慧型控制 余國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235 Arduino微控器好好玩 烏諾, 施密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0242 醫護法律與倫理 屈蓮, 劉篤忠, 熊德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259 環境地球科學概論 劉坤松, 張智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266 例說89S51-C語言 張義和等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300273 圖解式生物統計學: 以EXCEL為例 王祥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280 管理學: 概念、思考與實務 劉典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297 長期照護實務學 屈蓮, 熊德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303 數學 張文亮, 王偉弘, 鄔正豪編著 第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00310 實務專題製作: 企業研究方法的實踐 楊政學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300327 數學 張振華, 彭賓鈺, 徐偉鈞編著 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新文京開發



9789864300334 微積分. 基礎篇 張智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341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300358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4300365 統計學: 以SPSS for Windows為例 馬秀蘭, 吳德邦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300372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 技能檢定必勝寶典 陳忠良, 陳翠芬, 傑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0402 社會科學概論: 多元觀點的透視 謝國斌, 何祥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419 養生概論 莊耀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426 博奕發牌技能教學 曾全暘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433 民法概要 陳櫻琴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440 哲哲稱奇: 令人耳目一新的10堂哲學課 袁長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457 觀光行政法規 汪芷榆, 謝家豪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0464 生物統計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統計小組彙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471 觀光資源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488 物理實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物理教學小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0495 危害物質管理 陳淨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0501 筆尖上的中文 施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518 電路學 朱明輝, 曾國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525 資料結構 陳木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532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實務演示全攻略歐美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549 老人護理學 胡月娟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556 經濟學 歐陽繼德, 李思亮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430056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能檢定題庫解析 陳泓文, 曹文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570 English for Dental Technology(牙技英文) 林錫禎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587 蔬果切雕技法與盤飾 周振文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300594 商事法 陳櫻琴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600 食品科學概論 曾道一, 賈宜琛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617 旅運管理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631 職業安全與衛生 鄭世岳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300648 微積分 蔣俊岳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0655 微生物學實驗 方世華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0662 病歷閱讀 劉明德等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0686 營養學 葉松鈴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693 物理實驗 林昭銘, 陳文杰, 林樹枝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709 觀光學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0716 病媒管制學 王愷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723 升科大四技-餐旅服務總複習 廖翊合, 李芃瑤, 陳貞吟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730 健康休閒概論 鄒碧鶴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747 職場安全與衛生. 餐旅篇 鄒慧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75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業科目. 一 黃芳謙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761 化妝品法規 蔡琦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778 商業倫理: 概念與應用 蔡蒔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785 臺灣通史 黃源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792 長期照顧 黃惠璣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808 作業環境控制通風工程 林子賢, 賴全裕, 呂牧蓁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815 毛詩韻讀 丘彥遂, 林淑貞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822 中餐烹調丙級證照檢定必勝 周師傅,陳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0846 專業髮型設計: 剪、吹 宋英姬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853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彭清勇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860 人體生理學 馬青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877 餐飲法規 紀永昌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891 PLC-VB圖形監控 宓哲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0907 兒歌彈唱與理論 李悅綾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8811 通靈人一路走來像瘋子 李秀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48828 通靈人の誠實告白 李秀枝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5

送存冊數共計：76

奧之院心靈小棧



9789868748835 讓真言宗祕密高牆倒下吧! 李秀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054623 Primavera P6專案管理實務及應用 林志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630 土地開發與建築法規彙編 黃宗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678 室內裝修設計實務法規解析 蘇毓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4791 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彙編(建築設計施工編104年版)陳啟中等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845 建築碳足跡 林憲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4890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4906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一本專為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書王英欽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4317 圖解山海經大全 楊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317 圖解山海經大全 楊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393 圖解孫子兵法 孫子原著; 沈傑、萬彤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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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5082 投資贏家必勝心法 林建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99 孕產婦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99 孕產婦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09 (全彩圖解)3秒鐘看穿人心: 30歲前一定要懂的職場必勝識人術孫啟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16 孕婦專家寫給準媽咪的孕期40週教科書 桑德拉.博羅, 西爾維那.莫斯克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16 孕婦專家寫給準媽咪的孕期40週教科書 桑德拉.博羅, 西爾維那.莫斯克拉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文創文化



9789869194723 權威青草藥師的長壽保健法(全彩圖鑑版) 李岡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30 便祕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30 便祕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61 失眠飲食宜忌大百科 柴瑞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20 圖解中國通史大全 戴逸, 龔書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044 美國教育專家教你培養優秀好女孩 巴特.金著; 高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54 痛風飲食宜忌大百科 柴瑞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78 (完整圖解版)在家為自己做健康檢查 朴斗昊等編著; 金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85 美國教育專家教你培養聰明好男孩 巴特.金著; 高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792 高血壓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0300 田園藝象: 許翠華油畫集 許翠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10404 易經六十四卦吉凶: 白象: 機會不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411 八字的機會與命運: 獵人與官僚: 人生沒有太晚的開始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428 買吉利宅看好風水. 1, 先知: 銅錢像暴雨一般的淹沒膝蓋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10435 買吉利宅看好風水. 2, 幸福公式: 打造青春永駐的秘境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10442 塔木德管理學: 聖盃: 漂亮的鞋子穿起來往往腳痛畢德士(Robert Peter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459 創新創意文創產業: 獨家: 兩個不斷被轉述的故事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466 當沖即時線: 變現: 老船王: 錢包要游得比鯊魚快巴本(John Barb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473 強力投資法則現金分紅: 尋找下一隻超級獨角獸費馬(Morris Ferma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480 鑽石就在你家後院3種: 謹慎能捕千秋蟬 小心駛得萬年船蒙德(Morgan Mont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497 甘氏螺旋矩陣: 酒店打烊: 葛蘭特幸福公式 佛格(Timothy Fog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3

農友種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史子集



9789863910503 五線譜多面向分析: 利基市場的六個特徵: 一咪 霍根(Daniel Hog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10 波特五力藍籌股: 愉悅投資: 散戶羅倫佐的油 賽門(Chuck Sim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27 線索: 不套牢有解藥: 保羅身上也有一根很困擾的刺希斯(Reiley Heath)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34 科斯托蘭尼雞蛋4種: 論兔子的如何吃掉狼與狐狸麥肯(Thomas McCa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41 科斯托蘭尼雞蛋鐘: 系統性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柯比(John Kirb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58 塔木德心理學: 自己冒充自己回不去的美好時光賓哈姆(Alph Bingham)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65 塔木德人際關係: 借別人的鞋子比自己赤腳走得快史基林(Gary Skil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72 塔木德口才聖經: 論兔子的如何比大野狼更偉大史塔克斯(Paul Stark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89 塔木德政治學: 視野與高度: 不請自來的五騎士 海華德(Jared Heyw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596 塔木德賽局博弈: 好好地活著就是最偉大的報復錢伯斯(Radesh Chamber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02 塔木德作文聖經: 世界上有三種生活方式錯誤的人喬伊斯(Nitin Joyc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19 塔木德格言: 菈比: 傷害人們的東西有七種 諾瑞亞(Bruce Nohri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26 達爾文波浪理論7波:亂棋: 我一定會回來的! 史蒂文(Roy Stev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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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3904 療癒之道 伯特.海寧格(Bert Hellinger)作; 舒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0983 國際行銷 Michael R. Czinkota, Ilkka A, Ronkainen著; 王又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990 Computer science. 2016 Misty E. Vermaat等[作] 平裝 1

9789865632151 Computer science Misty E. Vermaat等[作] 平裝 1

9789865632168 企業概論 Marce Kelly, Chuck Williams原著; 陳律睿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311 專案管理 Jack Gido, James P. Clements著; 宋文娟, 宋美瑩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道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629 禪生活.微理論. 第一輯 向立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7636 宇宙大解碼: 世界末日 向立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00315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著; 文潔若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900322 葉慈詩集：請輕輕踩我的夢 威廉.勃特勒.葉慈原著; 袁可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00339 先知&先知的花園 紀伯侖文; 克莉絲汀娜圖; 張琰, 馬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00346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徐志摩文 二版 精裝 1

9789861900353 泰戈爾詩集: 新月&漂鳥 泰戈爾文; 李慧娜, 卓加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00360 多少地才夠：托爾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原著; 蕭乾, 文潔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00384 有錢人不死的地方 以撒辛格原著; 吳佩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00391 紅髮安妮 露西.蒙哥瑪莉原著; 遊目族編譯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00407 佛羅斯特名作集：未走之路 羅伯特.佛羅斯特原著; 曹明倫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00414 沒有你的清晨是黯淡的黎明 愛蜜莉.狄金生文; 李慧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00421 雪萊名作集：永遠的抒情詩人 雪萊原著; 楊熙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00438 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 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1900445 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 二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1900469 惠特曼名作集: 草葉集 惠特曼文; 李野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00476 海涅詩集: 在極美的五月裡 海涅原著; 錢春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00483 走在美的光影裡 拜倫文; 楊德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00490 圖說歷史: 三國 羅吉甫撰文; 羅伯英潘繪圖; 鍾孟舜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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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冊數共計：17

新世語文化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遊目族文化



9789868852013 歲月臺灣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52020 中華民國與二戰: 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精選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56381 臺灣化學工程學會62週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工學門成果發表會: 臺韓日三國化工會議年會手冊暨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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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7293 文學傳承創新: 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論文集. 第三屆新地文學社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0248 沒什麼不一樣 高宜君著; 林宜瑩繪; 盧玫錥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0449 筆紐小辭典(簡正對照) 劉溥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20456 劉霞詩選 劉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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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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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地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義守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7720 新竹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8第十一屆 黃瑜月, 陳學義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701 天堂路: 約翰.衛斯理的福音 史提夫.哈伯(Stevc Harper)著; 李麗芳譯 平裝 1

9789869174718 靈性日記(老師本) 劉基成著; 岳但以理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3832 絕品料理: 栗原晴美教你成為宴客高手 栗原晴美作;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849 傑琪洗衣服 相原博之圖; 足立奈實文;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93863 生命中的鹽 弗杭索瓦絲.埃希提耶(Françoise Héritier)著; 尉遲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870 為什麼大家都愛貓屁屁 NANAON繪;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887 那些無止盡的日子 克萊兒.傅勒(Claire Fuller)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894 企鵝的憂鬱 安德烈.克考夫(Andrey Kurkov)著; 穆卓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707 傑琪的生日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繪圖;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9714 傑琪的運動會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68082 排水毒: 14天揮別肥胖、水腫、虛冷 石原新菜著;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105 男人永遠30 石原結實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129 來自賈伯斯的啟示－如何兼享成功與健康：日本style讀心術掌握「身體個性」，兼享成功與健康自凝心平著;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新自然主義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光神學院



9789576967542 好眼力: 護眼、養眼、治眼全百科 陳瑩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4827 民間故事 姜義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4834 祭祀禮俗 姜義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96051 紙躍毫情: 新竹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一0四年陳建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831 海陸客語四言雜字多媒體有聲書 蔡貿昇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9848 海陸客語詩經 詹益雲標音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9848 海陸客語詩經 詹益雲標音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9855 海陸客家漢文古文觀止第一卷、第二卷多媒體有聲書蔡貿昇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9855 海陸客家漢文古文觀止第一卷、第二卷多媒體有聲書蔡貿昇製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3209 遊藝華墨15週年: 新竹縣書畫教育推廣協會一0四年會員聯展作品集黃清義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東山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竹縣書畫教育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竹縣樹杞林客家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1206 關西鎮東山社區環境資源導覽手冊 詹碧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9501 創辦長興公司回憶記述 高英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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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3108 蒙古最前線. 2015 俞勇燦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0376 升學導航: 12年國教真實揭露基北區. 104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0390 升學導航: 12年國教真實揭露基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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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1100 六十甲子陰陽五行經絡學說及神效妙用 楊洪祥, 黎暐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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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391978 愛麗思漫遊奇境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著;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零阻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迅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技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達利金廣告設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010288 法.義.中.日異國沙拉料理教科書 永瀨正人編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32 解憂貓店長: 尖東忌廉哥 忌廉哥作;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87 照著描就「繪」!鋼珠筆插畫練習帳 坂本奈緒, KAMO作; 尹方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394 日本經典建築演進史 株式会社工クスナレッヅ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17 10大名店主廚手工義大利麵完全傳授 永瀨正人編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24 韓食.健康雙酵料理 吉川創淑作;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31 無國界創新料理&飲品 永瀨正人編著;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4734 吳昭瑩喜寶記: 珠寶設計 吳昭瑩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509 台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2015中文進階版) 張世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0516 台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2015國際標準版) 張世宗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7813 游向夢想 吳奕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雷舍商務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誠杰媒體創意廣告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聖典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98949 文藝美學論集 楊佳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12 當代臺灣經學人物 林慶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366 國語文教學現場的省思 王基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373 新世紀的語文教育 亓婷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410 豐坊與姚士粦 林慶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489 語文領域的創思教學 張春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496 國文課程的古典與創新 林靜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502 自在學佛. II: 忍.愛.快樂人生 安安佛堂觀音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519 辭章章法變化律研究 顏智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526 經學研究四十年: 林慶彰教授學術評論集 張曉生, 孫劍秋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533 先秦諸子中和思想研究論集 方滿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540 歸O解易十六講 廖慶六著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577399670 天籟清吟: 天籟吟社九十五週年紀念詩集 張富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687 點筆雲山: 畫會首次聯展作品集.乙未年 汪玉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700 草原的迴聲: 席慕蓉詩學論集 蕭蕭, 羅文玲, 陳靜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724 章法論叢. 第九輯 中華章法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第9輯 1

9789577396426 朱熹與大學: 新儒學對儒家經典的反思 Daniel K. Gardner原著;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2668 醫療資訊與病人安全管理實務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675 黃土高坡愛未央 顧秉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682 這一刻的愛 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705 修與行 劉濟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經典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2718 聽話,不要一直看手機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6112 背著吉他靠近你: 一個社工女孩的音樂關懷實踐賴儀婷著 平裝 1

9789869206129 噢!父親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林家任譯 精裝 1

9789869206136 深淵居民 傑克.倫敦(Jack London)著; 陳榮彬譯 精裝 1

9789869206143 失去影子的人: 彼得.施雷米爾的奇幻故事 阿德爾伯特.馮.夏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著; 周全譯 精裝 1

9789869206150 山月記 中島敦著; 韓冰, 孫志勇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15943 幽靈BOSS. 4, 誰都別想阻止這場婚禮END 酥油餅著; 艸肅繪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516100 哈囉!小梅子 Lee Vin文.圖;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516117 哈囉!小梅子 Lee Vin文.圖; 林建豪譯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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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4436 華佗五禽之戲導引術 王基福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7157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星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48410 司法特考: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434 警察特考: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632 互動式憲法(警察特考) 呂晟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448649 互動式憲法(司法特考) 呂晟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448700 司法特考: 憲法-24組測驗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724 警察特考: 憲法-24組測驗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922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3517 無所不能的靈擺占卜: 找尋失物、預測解惑、檢測食物、能量治療、溝通潛意識......你的靈擺全部辦得到!席格.隆格倫(Sig Lonegren)著; 海格夫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524 當癌症發生了：每一天都活得更好的禪心生活提案！大珠.蘇珊.傅萊德曼(Daju Suzanne Friedman)著; 蕭寶森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50375 創業入門 賴炎卿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801 甄戰大學全攻略 張奇, 張承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1198 環境工程概論 林健三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334 資訊管理概論: 理論與案例 方文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457 飯店設施管理 David M. Stipanuk原著; 郭珍貝, 吳美蘭, 奇果創新編譯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451464 餐旅業領導統御與管理 Robert H. Woods, Judy Z. King原著; 李靖文, 林漢明, 奇果創新編譯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451471 旅館經營實務 fR. M. Angelo, M. M. Kappa, M. L. Kasavana原著; 簡君倫, 鄭淑勻, 奇果創新譯一版二刷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1488 統計學考題精解. 2, 經濟所、財金所、其他. 104年統計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495 線性代數考題精解. 104年 林立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鼎茂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保成



9789863451518 工程數學考題精解. 1, 電機所、電子所、電信所、光電所、通訊所. 104年周易, 張衡, 程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556 鐵路特考. 2016: 試題大補帖(機械工程類)(103-104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563 鐵路特考. 2016: 試題大補帖(電力工程類)(102-104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570 鐵路特考. 2016: 試題大補帖(電子工程類)(102-104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587 工程數學考題精解. 2, 電機所、應用所、其他. 104年周易, 張衡, 程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594 統計學考題精解. 1, 企管所、國企所、資管所、工工所、人資所、其他. 104年黃瑋, 徐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624 創業管理 朱延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1631 管理學考題精解. 104年 張承, 張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679 電子學考題精析與菁華. 104年 劉明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686 電磁學考題精解. 104年 劉明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693 甄戰大學(醫藥衛生學群): 17而勵,打造成功甄選的5把鑰匙鄒鎮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709 大學口試祕笈 于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723 消防法規 高賢松, 潘日南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451730 統計學考前衝刺30天 張翔, 徐浩業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1747 法學緒論 陳弘毅, 黃炎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1754 經濟學考題精解: 企研、商研、財金、經研. 104年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761 工程力學歷屆考題精解. 103-104年試題 張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778 企業策略聯盟 李陳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839 火場救災指揮要領(含消防戰術特考解析) 李明峯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0703 林炳文的夜: 現實裡不存在的美 林炳文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40703 林炳文的夜: 現實裡不存在的美 林炳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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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新思維藝術創新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9789869254908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比較 賴明陽, 蘇興華, 劉保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0770 不是步伐而是詩 徐夢涵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8106 慈航十訓述義 慈航遺訓廣義合刊 唐湘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8113 佛教聖經.相宗十講 [慈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8120 大乘起信論講話.十二門論講話 [慈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8137 成唯識論講話 [慈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098144 成唯識論講話 [慈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9098151 成唯識論講話 [慈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9098168 菩提心影. 一, 釋疑篇. 二, 人生篇 [慈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8175 菩提心影. 三, 法教篇 [慈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8182 菩提心影. 四, 雜俎篇 [慈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7337 Be Your Girl Friend做你的女朋友: 草莓甜心 李盈儀20歲影像記事李盈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344 地表最強 宇宙最亮: EXO來自外星的超能力美少年匯展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匯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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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航大師開山彌勒內院



9789861335490 歡迎光臨疑家家居 葛瑞迪.漢瑞克斯(Grady Hendrix)著; 蔡世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06 法理與善念的思辨: 9個經典案例，看企業化危機為轉機陳玲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13 生而為人的喜悅: 親鸞聖人的33則佛學智慧 高森顯徹作; 生而為人的喜悅翻譯組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20 一個堅持和無數巧合的人生 吳澧培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37 我在雨中等你 賈斯.史坦(Garth Stein)著; 林說俐譯 二版 精裝 2

9789861335544 英派: 點亮台灣的這一哩路 蔡英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51 不曾遠去的約定 賈斯.史坦(Garth Stein)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68 越跑越懂得:亞洲第一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想告訴你的事陳彥博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75 倫敦大學教我的13個逆轉心理學: 這樣轉進人生勝利組程大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82 哥教的不是歷史是人性: 呂捷親授,如何做一隻成功的魯蛇呂捷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599 回家: 今日是明日的回憶 黃麗穗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605 我還在 黃子佼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612 櫻子小姐的腳下埋著屍體. 4,初冬、蝴蝶、消失的少女太田紫織作; 吳天利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056 漫畫中醫方劑篇: 看懂中藥方劑,發揮最大療效 羅大倫文; 于春華圖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724396 托克維爾與臺灣民主自毀裝置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70534 吉田式II: 球形關節人偶製作指導書 吉田良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41 靈魂有香氣的女子 李筱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671 皮革工藝. vol.26, 簡約手縫包 がなはようこ, 辻岡ピギー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32 畫出奪人心魂的動態美男 kyachi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49 選擇突破!安藤忠雄名言集 佃俊男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56 圖解中國民居 王其鈞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8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書坊文化



9789863770763 二次大戰德國戰車模型塗裝&標識 新紀元社編;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70 足底按摩教科書 藤田真規作;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87 世界軍服大圖鑑 坂本明作;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794 填色時光: 天堂鳥 Marica Zotti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00 填色時光: 生命之樹 Marica Zotti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17 填色時光: 尋夢花園 Marica Zotti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24 在花園裡 LISA CONGD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31 蓮花莊 群陽子作; 林馡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48 色鉛筆畫帖. 世界紋樣篇 河合ひとみ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55 人體疾病大解密 齋藤道雄作;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62 韓國人氣部落客的插畫小學堂 朴賢靜作; 馮燕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79 12週,練出慢跑肌力 三浦孝仁監修;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86 義式濃縮咖啡聖經 安宰赫, 申昌浩作; 馮燕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93 畫張色紙送給他 Muriel Dour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09 純天然玻璃罐精力套餐 奶昔&沙拉 WOONIN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16 咖啡聖經 Anette Moldvaer作; 林晏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23 商用空間解剖圖鑑 高橋哲史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30 鋼筆教科書 玄光社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47 囚徒健身. 2 保羅.韋德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61 帶玻璃罐沙拉,上班去! 新谷友里江作; 張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78 看見城市 Steve Mcdonal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85 戰車模型製作教科書. MENG篇 谷村康弘作;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50 夢幻馬戲團 繪子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67 我們之間戀愛著色書 裴貞愛作; 陳姿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74 地圖 Bryony Jones, Jonny Marx編輯; 李若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71098 填色博物誌: 白日夢 克莉斯緹娜.蘿絲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04 填色博物誌: 永生樹 克莉斯緹娜.蘿絲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11 填色博物誌: 奇遇記 克莉斯緹娜.蘿絲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28 填色博物誌: 平安夜 克莉斯緹娜.蘿絲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35 北歐慶典: 斯堪地維亞民俗風著色畫冊 Ana Bjezancev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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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03183 觀光餐旅暨運輸服務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王榮祖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3206 輕鬆看經濟 萬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編輯委員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7980 統計學:與Excel的應用 趙可南, 徐堯, 洪國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30098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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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42004 紫雲論斗數星曜賦性 沈澄宇作 初版 平裝 第一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74654 計算機概論 夢想家資訊工場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474838 意想不到的電腦活用妙招: Windows、Office、Word、Excel、PowerPoint、IE 省時x快速x實用的密秘技特蒐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890 中老年人快樂學電腦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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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誠益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萬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能科大管理學院



9789863475644 超人氣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解救粉絲專頁小編的開運聖經+企業粉絲專頁聚眾行銷秘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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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75804 餐飲資訊管理系統: ERP學會餐飲資訊系統認證教材莊玉成等箸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910 Creo超強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邱聰倚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941 資訊實務與技能 孫瑞陽, 謝東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75996 Swift從入門到超人氣遊戲App開發全面修鍊實戰柯博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054 Java技術手冊 Benjamin J Evans, David Flanagan原著; 林耕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52 Lightroom終極超越之道 侯俊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306 資訊教育. 2015版 陳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320 當SketchUp遇見Ruby: 邁向程式化建模之路 李正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368 樂高NXT機器人手機控制實戰: 使用App lnventor 2快速上手全攻略李春雄, 李碩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399 Illustrator設計不設限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405 用Google Blogger打造零成本專業級官方形象網站,連網路行銷也Easy!劉克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412 ACA國際認證: Photoshop CC/CS6視覺設計與影像處理蔡雅琦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436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5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443 SolidWorks超強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邱聰倚,姚家琦,吳綉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566 個人資料保護法釋義與實務: 如何面臨個資保護的新時代劉佐國, 李世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659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Windows XP-Windows 8)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6603 Arduino自作專案大百科 Mark Geddes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634 ACA國際認證: Illustrator CC插畫設計與數位繪圖蔡雅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696 Flash動畫設計標準教科書 白乃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702 Cisco CCNA Routing and Switching ICND2 200-101專業認證手冊Wendell Odom原著; 邵子卿, 黃希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726 PHP、MySQL與JavaScript學習手冊 Robin Nixon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733 Agile學習手冊: Scrum、XP、精實和看板方法 Andrew Stellman, Jennifer Greene原著; 陳佳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740 Android程式設計範例經典: 讓您設計出專業級的Android應用程式Paul Deitel, Harvey Deitel, Abbey Deitel原著; 陳健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771 用Visual Basic您也能開發Android App(B4A+B4i)開發跨平臺的Android與iOS App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788 IFRS經營管理e化實務 藍淑慧, 蔡文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25 Joomla!3.x素人架站計畫 李順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32 文科生也看得懂的電路學 山下明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49 第一次網拍就上手: 刺激購買衝動的商品攝影秘訣佳影在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56 Raspberry Pi實例應用集 河野悅昌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63 屬於我的咖啡館: 盡情揮灑色彩,美麗生活不留白!Gony原著; 馮筱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887 TQC+物件導向視窗及資料庫程式設計認證指南Visual C#2013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986 TQC+電路佈線特訓教材OrCAD 張茂林, 張歆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993 TQC+媒體匯流與應用認證指南EPUB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006 超人氣色鉛筆手繪練習本: 60個圖像,可照描可著色,一本就很好用!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013 一次就畫出美麗紓壓的禪繞畫 Jane Marbaix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020 Effective Python中文版: 寫出良好Python程式的59個具體做法Brett Slatkin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037 TQC+AutoCAD 2016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044 好照片的法則: 曝光x構圖x色彩 尚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051 一次學會Revit2016: Architecture、MEP、Structure倪文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068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075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App Inventor 2專題特訓班(中文介面增訂版)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082 樂高機器人MINDSTORMS EV3程式設計 Terry Griffin原著; 莊啟晃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099 當猛虎遇上Android: 一手掌握Android App程式開發與設計段維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105 高效能Python程式設計 Micha Gorelick, Ian Ozsvald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112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vtor 2資料庫專題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129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完全攻略: 超效率統測應試實戰楊游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7136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王惠玲, 許文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77143 TQC+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立體製圖認證指南SketchUP Pro 2015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150 光影之美: 攝影師的現場記錄 Joe McNally原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167 快速建築.景觀.室設手繪透視詳解: 國家.證照考試手繪透視必勝胡維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174 實戰CentOS 7作業系統 洪瑞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181 Google雲端伺服器(Google Compute Engine) Marc Cohen, Kathryn Hurley, Paul Newson原著; 陳佳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198 人人都是網站分析師: 看穿網站流量的祕密 王彥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204 資訊概論. 2015 淡江大學資訊概論教學團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7211 愛手繪.迷手作 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228 用Photoshop玩影像設計比你想的簡單: 快快樂樂學Photoshop CC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235 Photoshop網拍熱搜技 王紅衛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242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4年試題)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259 實戰無線網路入侵偵測: 使用Kali Linux Aaron Johns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266 TQC+創意App程式設計認證指南App Inventor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273 網拍商品人氣鍊金術 陳志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280 LINE原創貼圖自己畫! 蔡雅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297 Effective Ruby中文版: 寫出良好Ruby程式的48個具體做法Peter J. Jones原著; 賴榮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303 Swift設計模式 Adam Freeman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310 精通Python: 運用簡單的套件進行現代運算 Bill Lubanovic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327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104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334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中文介面增訂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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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477402 It's Django: 用Python迅速打造Web應用 袁克倫, 楊孟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426 Scratch 2.0動畫遊戲與創意設計主題必修課 王麗君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7433 物流管理基礎檢定教材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440 計概超人60天特攻本 夢想家資訊工場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7457 Windows軟體安全實務: 緩衝區溢位攻擊 張大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464 電腦會計IFRS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471 完整學會Git, GitHub, Git Server的24堂課 孫宏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488 樂高創意寶典, 機械與機構篇 五十川芳仁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495 樂高創意寶典: 車輛與酷玩意篇 五十川芳仁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501 MySQL新手入門超級手冊 張益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532 中老年人愛用APP全收錄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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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77563 Creo超強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邱聰倚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570 Joomla!3.x素人架站計畫 李順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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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477594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 最新完整術科解析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7600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Photoshop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617 TQC+實體設計認證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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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77624 Lightroom 6魅力人像修圖 侯俊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631 用色鉛筆畫出世界名畫,還能學到藝術史! 飛樂鳥原著;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648 演算法的樂趣 王曉華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655 Photoshop廣告設計範例集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662 Photoshop平面設計範例集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679 Photoshop影像編修入門課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686 會聲會影X8創新影音剪輯實戰錄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693 C Primer Plus中文版 Stephen Prata原著; 蔡明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709 Samsung GALAXY Note5超級筆記 Kisplay, Candic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716 Microsoft Azure教戰手札. 系統建置與管理篇 小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723 Dreamweaver CC網頁製作比你想的簡單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730 實戰物聯網開發: 使用Arduino Yún Marco Schwartz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747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754 Arduino從零開始學 宋楠, 韓廣義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761 真正學會Excel函數的8堂課 Excel Home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778 第一次用Windows10就上手: 快速安裝x雲端應用x系統調校孫維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785 現代PHP: 新的特點及良好習慣 Josh Lockhart原著; 張正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792 Java網站安全防護實務手冊: 軟體開發安全技術的九大黃金準則蔡宗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808 黑帽Python: 給駭客與滲透測試者的Python開發指南Justin Seitz著; Studio Tib.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815 JavaScript錦囊妙計 Shelley Powers著; 吳勇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839 用mBlock玩Arduino: Starting from Scratch 林信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846 150個超簡單的彩色簡筆畫畫本 飛樂鳥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853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Windows、Word、Excel、PowerPoint電腦活用妙招文淵閣工作室編者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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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77891 跨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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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477907 實戰CentOS 7作業系統 洪瑞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914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4年試題)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921 TQC+AutoCAD 2016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938 雲端服務規劃特訓教材 楊朝棟, 張志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945 童話奇緣 馮筱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952 四軸飛行器自造手冊 Ark Lab多旋翼工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969 iOS9+Apple Watch程式設計實戰: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976 畫出無窮創意的動物畫: 善用點、線、面,手繪插畫就是這麼簡單!畫兒晴天著;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983 用Arduino全面打造物聯網 孫駿榮, 蘇海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990 Android 6-5.x App開發教戰手冊: 使用Android Studio黃彬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8003 跟我學Windows10 郭姮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027 物聯網如何改變世界 Michael Miller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034 閃燈工作坊: 人像用燈指南 Michael Mowbray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058 實戰Azure混合雲: 基礎架構x高可用性x災難復原Marcel van den Berg著; 王偉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065 好想去旅行(Places In Europe) 李恩美著; 馮筱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072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Dreamweaver CS6解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089 圖解物聯網/感測器的架構與運用 河村雅人等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096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5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119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Illustrator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126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精要：JSON核心主題導引Lindsay Bassett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133 簡筆畫10000例手繪大全：大小朋友與親子都可以享受的快樂塗鴉趣飛樂鳥工作室著;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157 R語言資料分析活用範例詳解 方匡南, 朱建平, 姜葉飛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171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Dreamweaver CS6解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188 3ds Max 2016動畫設計啟示錄 黃義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195 Effective Ruby中文版: 寫出良好Ruby程式的48個具體做法Peter J. Jones原著; 賴榮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201 Effective Python中文版: 寫出良好Python程式的59個具體做法Brett Slatkin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218 網路開店x拍賣王: 零元創業加薪不求人 3小時開店賣翻天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225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 最新完整術科解析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8232 愛上Windows 10簡單好上手 江高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249 四軸飛行器大解密: 超級新手DIY一次搞定啦 鮑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270 就這樣愛上iPhone 6S/iPad與iOS 9:粉輕鬆玩透必備200技蘋果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287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流光顯影: 攝影玩家的數位暗房!Scott Kelby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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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300 樂高NXT機器人手機控制實戰: 使用App lnventor 2快速上手全攻略李春雄, 李碩安, 李碩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317 iOS 9+iPhone 6s/iPad完全活用術: 260個超進化技巧攻略i點子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324 用mBlock玩Arduino: Starting from Scratch 林信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331 Android程式設計範例經典: 讓您設計出專業級的Android應用程式Paul Deitel, Harvey Deitel, Abbey Deitel原著; 陳健文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8355 數位學習: 觀念、方法、實務、設計與實作 顏春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8362 PADS電路板設計實用級能力認證學術科 林義楠, 李智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379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適用v.b.2010-v.b.2013)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386 Raspberry Pi專案實作: 語言時鐘x動作偵測x網路電臺x循跡機器人Jack Creasey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393 Kali Linux滲透測試工具 陳明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8461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 以計概原理分章節(105試題)苑景資訊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485 用Visual Basic您也能開發Android App(增訂版B4A+B4i)--跨平台開發Android與iOS App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492 關於影像編修: 攝影人你可以選擇Lightroom 楊比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508 快速建築.景觀.室設手繪透視詳解: 國家.證照考試手繪透視必勝胡維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515 Microsoft Azure教戰手札. 系統建置與管理篇 小朱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8522 Illustrator設計不設限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539 Windows軟體安全實務: 緩衝區溢位攻擊 張大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546 深入淺出Android開發 Dawn Griffiths, David Griffiths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553 花舞蝶影: 可畫又可摺的花蝶藝術,躍然於紙上的立體著色書!鄭寅燮, 鄭永臣著; 馮筱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560 用LinkIt One玩出物聯網大未來 文淵閣工作室編者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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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478836 用Google Blogger打造零成本專業級官方形象網站,連網路行銷也Easy!劉克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843 愛上Windows 10簡單好上手 江高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867 跟我學Windows 10 郭姮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904 用Photoshop玩影像設計比你想的簡單: 快快樂樂學Photoshop CC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911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vtor 2資料庫專題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74

送存冊數共計：174

滄海圖書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7155 物料管理 夏太偉, 夏太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186 化妝品原料學 張效銘, 趙坤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216 微積分 黃毅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223 企業研究方法 Uma Sekaran, Roger Bougie原著; 陳可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247 大學國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語文中心國文教材編輯委員會編撰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254 航空運輸管理 馮正民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261 基礎數學應用 邱進興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278 商用微積分 黃皇男, 林晢晧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285 機械設計 徐業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308 線性代數 黃文隆, 黃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302 臺灣五人 施令紅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2023 商標法律實務大解碼 萬國法律事務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48553 新莊往事: 失去龍穴的舊鎮 鄭清文, 簡文仁作 平裝 2

9789868048560 新莊往事: 咱ㄟ故鄉,做咱ㄟ夢 程林淑容, 蔡婉筠, 周銘賢等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莊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鄒家豪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國法律事務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6234 教學觀摩曁教育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103學年度 王秋燕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8670 Fun 心學 PhoptoShop CC + Illustrator CC 影像與圖形設計實用範例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694 Fun 心學 PhotoShop CC 影像處理實用範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1306 哲人: 羅倫的雙語詩集 劉鎮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1240 韓碧祥回憶錄: 從鄉下賣魚郎變成臺灣造船王 韓碧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7092 論精氣神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408 殷商時期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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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匯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視界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造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華

經國學院



9789575941635 新營養師精華. 三, 膳食療養學 蔡秀玲作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84348 是誰偷走了池塘? 周琡萍文; 何雲姿圖 初版2刷 精裝 1

9789576084355 GO GO Reading JoJo Hong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084379 普普的新房子 石晏如文; 鍾易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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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8719 托福TOEFL字彙聖經 康老師, 威廉王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573 選擇權高手30日養成術. 基礎篇 Dave C, 吳西蒙, Amber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35580 Illustrator CS6 繪圖創意魔法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135597 Creo Parametric 2.0基礎設計 劉福隆, 曾慶祺作 平裝 1

9789869230902 Creo Parametric 2.0進階設計 劉福隆, 曾慶祺作 平裝 1

9789869230919 Painter 2016彩繪寶典 馬志玲作 平裝 1

9789869230926 精通SolidWorks 2013. 進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230933 漫步在雲端: Google全新體驗 林佳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6509 畫好生活: 10位插畫家的日常美好選修 葉子菲採訪撰文; 林禎慶攝影; 楊于璇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南風BOOKS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焦點國際文教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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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00272 緩解疼痛: 激痛點的肌肉訓練 伊藤和憲作; 林倩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371 你的處方箋: 有效改善肝臟疾病 橫山泉監修;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388 你的處方箋: 揮別腰部痠痛 菊地臣一監修; 高智賢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01 給新手的水草養殖指南 アクアライフ編集部作; 鄒玟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18 你來找、我來畫: 跟孩子一起玩填色 費歐娜．瓦卡克文字;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32 動漫服飾資料集 みずなともみ, 両角潤香作; 潘舒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49 礦物.寶石大圖鑑 松原聰監修;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56 你的處方箋: 有效自我控制代謝症候群 宮崎滋監修; 林倩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63 一起畫本書. 百變動物篇 Fiona Watt作; Josephine Thompson, Caroline Day插畫; 王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70 給新手的海水魚飼養指南 円藤清, 西川洋史作; 陳映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87 你的處方箋: 自我改善膝蓋疼痛 龍順之助監修;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494 皮革教室. Vol.5, 騎士配件專輯 高橋矩彥編集;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00 芭蕾體操整腰術 伊集院霞監修;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17 365+1天的塗鴉遊戲 Sam Smith文字; Michael Hill, Sharon Cooper設計.插畫; 蔡瑪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24 簡單迷人的玻璃罐甜點BOOK 隈部美千代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31 好人緣教戰手冊 齋藤茂太作; 蔡瑪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48 10秒治腰痛!超神效腰痛伸展操 田口衛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55 萬聖節派對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62 恐龍公園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79 一餐不到500kcal!: 84道玻璃罐瘦身輕食 北嶋佳奈作; 潘舒婧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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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誠企管顧問



9789863700654 耶誕倒數 UsBor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61 巴黎街景連連看:點與線之間的風景 Oliv Steen作; 林幼嵐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24433 年輕人們 福澤徹三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440 簡單．豐盛．美好: 袓宜的中西家常菜 莊祖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457 生活是甜蜜 李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464 這幅畫,原來要看這裡 宮下規久朗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471 旅行與讀書 詹宏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488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824495 大城市.小漫步: 巴黎 荻野雅代, 櫻井道子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8426 醉後的戀人 風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433 如果說再見 如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440 千里眼奪愛傳 童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457 情迷探花郎 暮去朝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464 帶刺的溫柔 戲子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471 心機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488 君心可容妾 簡單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495 日照蔚藍海 裴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209 你是我的天 堯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新經典圖文傳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1250 筆記型和合本舊約聖經: 摩西五經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1267 筆記型和合本舊約聖經: 歷史書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1274 筆記型和合本舊約聖經: 詩歌智慧書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1281 筆記型和合本舊約聖經: 大、小先知書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1298 筆記型和合本新約聖經: 四福音書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1304 筆記型和合本新約聖經: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普通書信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1311 活頁型和合本舊約聖經: 摩西五經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01328 活頁型和合本舊約聖經: 歷史書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01335 活頁型和合本舊約聖經: 詩歌智慧書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01342 活頁型和合本舊約聖經: 大、小先知書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01359 活頁型和合本新約聖經: 四福音書 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01366 活頁型和合本新約聖經:使徒行傳、保羅書信、一般書信金玉梅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01373 以馬內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莊新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397 最常誤用的聖經經文 艾瑞克.巴格哈弗(Eric J. Bargerhuff)著; 林佩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403 新約聖經當代譯本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1410 新約聖經當代譯本 國際聖經協會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9809 伊旺偵探事務所: 總統的大腦. 1 AKIRA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959 掌握筆刷Painter X3 洪志富作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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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意想數位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裕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8271 張德豊詩集 張德豊著; 張美孋, 丁致良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1870 學習忘記 甘堅信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206359 水晶詩集 水晶作 平裝 1

9789578206366 水晶詩集(注音版) 水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6462 傳.真跡: 十三位傳統手工職人的真誠故事 陳鈞柏, 陳柏翰, 林羽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08 色: 中國古代情色文學和春宮祕戲圖 殷登國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94323 尋夢者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4507 建築視野 徐怡芳, 王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6585 常中之變,變中之常: 愛與死的生命河流與創作秘域陸愛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22 流行背後的秘密: 中國服裝史的文化內涵 韓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39 彈音論樂: 聆聽律動的音符 張窈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46 絕殺NBA: 徐望雲運動文學集 徐望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53 電影符號: 電影作品的隱喻與哲思 鄭錠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60 花開闌珊到汝: 京都聆曲錄. III 陳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77 影壇一代妖姬: 白光傳奇 倪有純著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鳴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銳文創

秀才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瑪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66597 李嘉誠成功密碼 劉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603 安妮的莊園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610 安妮的傳奇故事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627 中國方術大智慧 洪丕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634 安妮與莉娜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641 彩虹谷的安妮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658 幽默正能量 麥斯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665 成功人士都會懂點幽默心理學 麥斯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672 你的命運就在你手上 鮑伯.摩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689 人生的支柱 馬克斯韋爾.莫爾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696 我有無限的可能! 拿破崙.希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9607 Dirty & Flawless Yang Yuan-Cha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6005 Once I caught a fish alive 陳為伶作, 編曲; 李涵棻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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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樂音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塘潮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奧樂奇國際



9789869208208 首屆塘潮師生展暨第二屆臺日書法交流展 游玉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3746 清代學者研究論著目錄. 續編 陳東輝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1040 沉思集 天機法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8511057 天機法師佛七開示錄. 一: 佛七講話 天機法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511064 天機法師演講集. 一, 生活與修行 天機法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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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25940 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教: 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黃應貴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957 透視科技與社會的九道工法 綾部廣則等作; 藤垣裕子主編; 王珮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964 失控的佔有慾: 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 米歇爾.賽荷(Michel Serres)著; 陳榮泰, 伍啟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971 人權讀本.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篇 陳俊宏, 陳瑤華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988 人權讀本. 公民與政治權利篇 陳俊宏, 陳瑤華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54393 民事訴訟法 陳啟垂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4393 民事訴訟法 陳啟垂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4492 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彭韻婷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融文教基金會



9789862954577 法律與生活: 個案探討 陳國義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4584 考前特蒐. 2015 宇天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645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三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4652 如何開公司: 創業者教戰手冊 尤英夫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4669 保險法爭點整理 李律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676 歷代經典文選讀本 溫光華, 程克雅主編 二版 平裝 2

9789862954683 職業衛生 蕭森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690 歷代文學選讀 林文華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706 勞資聖經: 經典勞動六法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2954713 新學林分科六法: 勞動法 黃程貫主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4720 聊齋誌異選讀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737 明清短篇小說選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744 閱讀.樂讀 邵曼珣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751 實用證券交易法 王志誠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4768 民法債編總論 鄭冠宇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4775 民法物權 鄭冠宇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2954782 一試就上手超好用國文題庫書 悅讀經典工作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799 行政法講義 林明鏘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805 語文閱讀與書寫 王秋香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829 憲法與人權 李銘義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4836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15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4843 法籍華語學習者的拒絕言語行為研究與教學應用胡瑞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850 新學林分科六法: 土地法規 陳立夫主編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4867 契約錯誤法則之基本理論 陳自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874 概說警察刑事訴訟法 黃朝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881 工業安全衛生新編 蕭森玉, 陳孟琳, 林采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904 大陸刑法總論的重要問題 吳天雲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8271 坂本龍馬 雙葉社作;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288 典藏完美: 20世紀經典相機年鑑 ガンダーラ井上監修;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295 日本神祇: 完全圖解事典 椙山林継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01 星.月.夜空攝影術 田中達也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18 CG再現三國志 後藤克典作; 黃昱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25 機動戰士鋼彈UC: 機械&世界觀設定資料集. ep1-3雙葉社作; 蔡世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32 機動戰士鋼彈00: 機械設定資料集Final 雙葉社作; Hantai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49 給新手的數位單眼攝影Q&A150 河野鉄平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56 日本妖怪完全圖解事典 小松和彥, 飯倉義之監修; 黃昱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63 天使事典 森瀨繚作; 鄒玟羚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570 歡喜學茶道 李六秀作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7587 水是大生命 靜思人文出版團隊文字; 江佳菁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759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五年, 秋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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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7725 黃土高坡愛未央 顧秉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725 黃土高坡愛未央 顧秉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732 心病不是您想的那樣! 李嘉富, 蘇芳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732 心病不是您想的那樣! 李嘉富, 蘇芳霈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慈濟人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434 我心常在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群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434 我心常在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群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441 解讀財經新聞的18堂課 于趾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68458 健康力,就是競爭力 王欽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472 逆風順航: 盧峯海的創新船奇 盧峯海口述; 吳芥之訪談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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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00340 上帝的自我介紹: 新約中的福音 傅立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357 守約的上帝: 舊約中的福音 傅立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371 舊約啟示的軌跡: 立約的神 汪川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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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00395 活水湧流: 讀經、解經、講道 汪川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401 因為我愛你(幼兒版) 陸可鐸(Max Lucado)著; 海恩斯(Mitchell Heinze)繪圖; 郭恩惠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425 聖經教我學EQ Barbour & Company Inc.編著; 傅湘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449 愛是什麼樣子? 珍妮特.歐克著; 潔芮.布萊霍姆繪; 劉清彥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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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00500 青蛙出門去 高畠那生作;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517 天父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524 愛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531 禱告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548 我的家園城市. 1: 探索世界城市 福川裕一文; 青山邦彥圖; 余亮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555 我的家園城市. 2: 傳統商店街大改造 福川裕一文; 青山邦彥圖; 余亮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593 Love Pamela P. C. Ch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609 God Pamela P. C. Chang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道聲

經濟日報



9789864000616 Prayer Pamela P. C. Ch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623 歇一歇 魏司洛夫(Fredrik Wisløff)作; 祖文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630 真有地獄嗎?: 聖經中的地獄觀 劉志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654 不只是政治: 教會如何合宜地參與政治 賽德(Ronald J. Sider)作; 楊淑智, 道聲編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661 得勝的人跟你想的不一樣 黃銀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814 暖讀.暖心.暖時光: 劉清彥三十年陪伴孩子的閱讀紀事劉清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734 綠色管理趨勢與教學應用專刊 陳翰霖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6201 小紅的主播夢 曾多聞作; 楊永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218 妙手生華 靜思手語道 慈濟妙手生華師資群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集 1

9789865726232 天天遊臺灣 林雅萱作; 肥咪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249 小木偶的思考大冒險! 賴志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11981 大圓滿龍欽心髓 徐芹庭編著 增訂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2025 二0一六年丙申年擇日要覽 范龍達撰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2032 <>闡微 徐芹庭編著 增訂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慈濟科大行管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5663 慈濟大學中草藥園藥用植物圖鑑 林宜信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第1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741 何處是我家: 窮子喻 謝麗華, 劉家誠文字; 劉幸貞,陳思安繪圖 其他 2

9789869141758 尋找勇氣 賴育如, 謝麗華文字; 彭奕綾等繪圖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7801 真佛宗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首傳本初佛「阿達爾瑪佛不共大法」特輯蓮哲上師, 蓮栽上師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6501 左耳終結版 饒雪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66518 左耳 饒雪漫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034 專為華人設計的終極核心訓練: 高醫運動醫學研究所資深物理治療師帶你腰腹腎腿一起瘦!朱奕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7041 塑身女皇鄭多燕打造360度完美曲線: 胸.腰.臀.腿.肩.背 美の大進擊!鄭多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058 史上最搖擺，跟著音樂舞動就能瘦專攻下半身難瘦脂肪!：打造火辣辣S曲線,讓你7天穿上比基尼E. J. Le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7065 整個辦公室都是我的健身房!: 專為久坐族設計的坐著瘦核心運動朱奕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7072 慢慢動!自燃瘦:雙博士教你史上最科學減重:專為女性設計「比嘉式」自重肌肉訓練比嘉一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7089 狠瘦！鱷魚手套：日本當紅「肌肉排毒瘦身法」狠狠咬掉體脂肪！小野晴康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雷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意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科大



9789869137096 我的便便怎麼了?：跟著權威醫生這樣看一分鐘教你從便便看健康大田和史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027 福德法幢 劉上師紀念文集 許文筆總編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9259 印尼文: 一學就上手 王麗蘭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9358 40天搞定新韓檢初級單字 金美貞,卞暎姬著; 周羽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365 跟著義大利主廚學義大利語 江書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389 元氣日語會話 本間岐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396 日本導遊教你的旅遊萬用句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5639402 信不信由你一週開口說印尼語 許婉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419 超入門韓語字母教室 繽紛外語編輯小組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426 一考就上!新日檢N3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440 新日檢N1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457 印度,不思議! 黃佩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464 一擊必中!史上最詳盡領隊導遊試題+完全解析. 104年林溢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8527 望見莊嚴西藏: 認識唐卡藝術中的觀世音法相 諾布旺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534 執行力至上: 高效率經理人十分鐘充電手冊 柯維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541 火柴棒醫生X形平衡法完整版: 人體穴位.百病通治.自病自醫周爾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0994 探索美妙西藏: 進入唐卡中的藏密極樂淨土 單增多傑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寶藏



9789865958589 知識力: 職場法則定律效應快速充電手冊 孫俊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4304 最美麗的風景 廖童年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4311 鳳還島上鳳還吟 廖童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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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43796 材料力學<> 林冠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5708 輔大山社跨世紀大會師紀念特刊 簡仰岑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581 跨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2014): 對話與互文: 理論與實踐周岫琴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447 營造健康幸福高齡人生 陳慶餘, 謝博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6454 1975年,我們醫起畢業了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第二屆畢業生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山社跨世紀大會師籌備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一印刷影印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力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1811 Desafios y perspectivas de la ensenanza del espanol en Taiwan: diseno y programacion de los cursosMiguel Angel Gonzalez Chandia[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536 大學校園AS實用輔導策略20問 王昭琪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1996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畢業專題論文集. 2014第四十一屆林儀柔, 邱郁鈞編輯 平裝 1

9789866197437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畢業專題論文集. 2015第四十二屆黃采誼, 溫立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598 兩岸三地攝影名家系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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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9941 玄修法語. 第11輯 林峖達編著 平裝 1

9789868719941 玄修法語. 第11輯 林峖達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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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大學生輔導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西文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5953 行事曆教學指南: 給多重障礙及視聽障學生家長與教師教導手冊蕭斐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5960 視多重障礙族群之主題教學指南: 這是一本給視多重障礙族群學生家長與教師的教導手冊. 103惠明盲校視障部, 視多重障礙部教師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5977 盲聾啞手指語指背點字Deaf-blind 周榮惠, 黃惠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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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9486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述筆記 李炳南老居士編 平裝 1

9789869169493 般若波羅蜜多經表解 李炳南老居士編 平裝 1

9789869252904 唯識新裁擷彙 唐大圓居士, 繆鳳林居士撰述 平裝 2

9789869252911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名相解釋 明倫社編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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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1700 戲析土地神 蔡振名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9419 水域生態與調查技術手冊 林文隆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海線社大

中市惠明盲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佛教蓮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701 臺中市豐原美術協會十週年慶紀念畫輯 羅得財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73551 跟隨爸爸的歌聲 吉安娜.馬利諾(Gianna Manno)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426 聖博敏自傳(1613年) 王愈榮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433 原牧: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七期 詹嫦慧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8880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5第十六屆邱于誠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9637 梧棲.吾妻老阿媽講故事 楊焜顯作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縣梧棲藝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臺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豐原美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522 我的名叫小黃(臺英雙語寓言小說) 李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2539 絕峰嶺 陳金順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4927 <>疏: 清晰母義論 絨敦獅子吼著; 洛桑滇增堪布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83747 中韓交流. 2015: 元墨畫會與新墨會聯展 林世斌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7622 臺北市中華兒童書法教育推展協會會員聯展暨103年全國國小兒童書法比賽優選作品展方榮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4568 Color of color: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畢業專題製作. 第十八屆張月珠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8534575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美容科畢業專題製作. 第十九屆: 璀璨張月珠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8534582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美容科畢業專題製作. 第二十屆: 舞Dance張月珠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中華兒童書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治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八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元墨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文戰線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902 漢風盆景展. 2014 葉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50259 計量計測器總覽. 2015/2018第六期 張弘陸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025 世界已經變了 艾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032 人間等活 湯文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049 飛魚神的信差 迎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056 另一種表達: 西方圖像中的中國記憶 張逸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063 七年 關嘉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070 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 我的復刻青春 李佩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087 疾病王國中的身體生活 鐘玉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094 阿怪 芊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53855 臺北市浙江同鄉會六十周年特刊 臺北市浙江同鄉會成立六十周年特刊編輯小組編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膠彩綠水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北市浙江同鄉會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盆景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度量衡公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8039 臺北市膠彩畫綠水畫會聯展. 二十五屆2015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10196 理路幻鑰.小理路. 4, 是反非反的建立 永津強巴仁波切作; 洛桑蔣千, 滇津丹達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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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08813 扶輪一甲子的榮耀里程: 真實、公平、親善、互利的志業傳承林秋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6113 小坪數變大空間,風格全面升級的居家裝潢專書 林芷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120 第一本居家必備經絡穴位拔罐書 王寶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168 圖解世界百科全書 華遠東編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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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6434 餐桌上的幸福日記 馬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41 史上最強野外求生圖解寶典 朱時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41 史上最強野外求生圖解寶典 朱時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58 8周重現下半身魔鬼曲線 禹智仁作; 李珮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6465 (全彩圖解)82招魅力說話、交際術 張瑋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65 (全彩圖解)82招魅力說話、交際術 張瑋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72 (全彩圖解)要有錢,這樣想就對了! 2.1/2好朋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89 可不可以不要吃藥!史上最完整的離毒自然療法約瑟.路易斯.威爾多內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496 90道健康天然、消暑低卡冰品 國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西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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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9789865786519 輕蔬食: 500道四季皆宜的健康輕盈料理 Mercedes Blasco作; 黃彥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6557 Interior World. vol.74, 國際中文版: 食飲空間Cafe Shop & RestaurantArchiworld Co., L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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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38545 五月天的搖滾本事 陳信宏總編輯 再版第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94431 高中國文滿點學習手冊. 字音篇 陳益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448 高中國文滿點學習手冊. 成語詞語篇 陳益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455 高中化學集中贏 黃剛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94462 高中化學集中贏 黃剛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94479 升大學英文片語總合 吳翰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486 高中英文單字一本通 陳震作 平裝 1

9789866694493 簡單解讀英文狄克生成語 王偉主編 平裝 1

9789866694509 升大學歷屆學科能力測驗滿級分. 自然考科 林冠傑作 平裝 1

9789866694516 升大學歷屆學科能力測驗滿級分. 社會考科 鄒臥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4889 臺北國際攝影沙龍. 2014第三十八屆 簡榮泰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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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9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領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滾石國際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擎天



9789867193377 學校扼殺了創意嗎?我的一堂社會課 林榮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3728 預見: 讓數字把行銷變的更有趣 徐文薏著 平裝 1

9789869173735 尊寵 一封寫給企業主的開發信 劉寶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5043 商學專業與品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摘要手冊. 2015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5043 商學專業與品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摘要手冊. 2015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0209 翠藝竹聲: 李秋菊水墨畫集 李秋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81970 Mind Map Japanese: 圖解日本人每天必用的單字句型Ebidora作 其他 1

9789862283585 甜點控必訪的東京排隊SWEETS: 連烘焙達人都非吃不可的私房名店朱虎珍作; 姜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592 彩圖易讀版世界史年表 李光欣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608 在家做月子: 產婦和新生兒全照護寶典 李興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615 全球頂尖名校優等生最愛挑戰的思維遊戲900道: 全方位開發大腦,越玩頭腦越好!文思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翠竹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僑光科大商學與管理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2913 運動員參賽表現風險因子之探討: 以跆拳道、網球為例陳順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06743 沒有圍牆的醫院: 壢新改寫臺灣醫療史 林芝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774 小火車跑跑跑 ALISTAR圖; 費歐娜.瓦特文; 楊令怡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798 坐巴士遊倫敦 費歐娜.瓦特作; 史蒂芬諾.托格尼提插畫; 方美鈴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206798 坐巴士遊倫敦 費歐娜.瓦特作; 史蒂芬諾.托格尼提插畫; 方美鈴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206835 堅持求勝: 林智勝的棒球人生 林智勝口述; 瞿欣怡撰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337 自己做快樂小鎮娃娃屋 法蘭西絲卡, 迪奇亞拉繪圖; 費歐娜.瓦特文; 彭欣喬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399 植物為什麼會開花? 凱蒂.黛恩絲文; 克莉絲汀.皮姆插畫; 方美鈴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443 誰說民主不亡國 張作錦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474 鐘擺上的味蕾 張安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474 鐘擺上的味蕾 張安平著 第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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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07573 敲一敲、搖一搖,魔法樹! 克莉絲蒂.麥瑟森(christie Matheson)文.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597 我願意! 湯姆牛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627 自體免疫細胞療法: 有效清除癌細胞 潘懷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58 分散管理,智聯雲端: 物網相聯,迎向平的世界 施振榮著; 蕭富元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58 分散管理,智聯雲端: 物網相聯,迎向平的世界 施振榮著; 蕭富元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65 典範轉移,順勢變革: 破而後立,掌握贏的關鍵 施振榮著; 張玉文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65 典範轉移,順勢變革: 破而後立,掌握贏的關鍵 施振榮著; 張玉文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72 利他,最好的利己: 反向思考,為價值鏈加值 施振榮著; 林文玲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72 利他,最好的利己: 反向思考,為價值鏈加值 施振榮著; 林文玲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89 六面向論輸贏: 定位正確,品牌才有價值 施振榮著; 蕭富元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89 六面向論輸贏: 定位正確,品牌才有價值 施振榮著; 蕭富元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嘉任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7696 勇敢洗腦,思維不老: 消除慣性,世界從此改變 施振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696 勇敢洗腦,思維不老: 消除慣性,世界從此改變 施振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702 新時代.心王道: 創造價值.利益平衡.永續經營 施振榮著; 林靜宜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719 微笑走出自己的路: 百倍挑戰,發現千倍機會 施振榮著; 林靜宜採訪整理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7719 微笑走出自己的路: 百倍挑戰,發現千倍機會 施振榮著; 林靜宜採訪整理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7788 小麗坐電車 豐田一彥作;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818 聰明捷徑: 打破成規,利用九大模式,快速獲致超凡成就申恩.史諾(Shane Snow)著; 穆思婕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832 第十四隻金魚 珍妮芙.霍姆著; 劉清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863 數字大驚奇 史蒂夫.馬丁, 克萊夫.吉福德, 瑪麗安.泰勒文; 安德魯.平德爾圖; 蔡若玫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894 墨漬鎮謎團. 3, 邪惡吊火人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賽斯(Seth)繪;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931 弘法人間的宗教家: 星雲大師 宋芳綺著; 林鴻堯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948 星雲智慧 星雲大師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955 我是小志工: 在靜思書軒的學習與成長 邱淑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962 無印良品培育人才祕笈 松井忠三著; 江裕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979 廚房之歌 蔡穎卿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7986 人生不必走直線: 愈活愈精采的波段式人生 理查.萊德(Richard J. Leider), 艾倫.韋伯(Alan M. Webber)著; 胡琦君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993 YES!也算是小超人 哲也文; 右耳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006 喀噹 叩咚 嘩啦 火車來了 安西水丸作;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013 喀噹喀噹 火車來了 安西水丸作;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020 易經入門與國學天空 傅佩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037 愛上逛市集: 京都限定 曲培棻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044 國學與人生 傅佩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051 大貓熊與瀕危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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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08068 創新者們: 掀起數位革命的天才、怪傑和駭客 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著; 齊若蘭, 陳以禮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075 有種生活風格,叫小鎮: 天空的院子: 翻轉地方的夢想、信念、價值何培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082 經典花漾布紋著色書 粉紅杜拉(Tula Pink)著; 龐元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105 重返佛國的故鄉: 尼泊爾震災慈濟救援紀實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編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112 7個習慣,決定未來: 柯維給年輕人的成長藍圖 西恩.柯維(Sean Covey)作; 汪芸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129 明天要遠足: 方素珍童詩精選集 方素珍作; 陳佩娟繪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8136 創意卡片 費歐娜.瓦特(Fiona Watt)著; 南.費格(Non Figg), 安東妮雅.米勒(Antonia Miller)繪; 錢基蓮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8143 就是愛畫畫 費歐娜.瓦特, 安娜.米爾本 蘿西.狄金絲著; 南.費格, 珍.麥考夫迪, 安東妮雅.米勒繪; 楊慧莉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8150 鋼鐵人馬斯克 艾胥黎.范思(Ashlee Vance)著; 陳麗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167 可以說晚安了嗎?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圖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181 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 全球金融大師馬丁.沃夫寫給下一次經濟危機的備忘錄馬丁.沃夫(Martin Wolf)著; 許瑞宋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204 作文攻頂: 創意、故事、邏輯與詩性的大貫通 張嘉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211 癌症探祕: 揭開最深沉的醫學謎團 約翰遜(George Johnson)著; 張瓊懿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228 理律．臺灣．50年 羅智強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235 來抱抱! 菲莉絲.葛薛特, 米姆.葛林作; 大衛.沃克插畫; 林芳萍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242 天空的情書: 抗戰飛行員紀錄片「冲天」電影紀事譚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259 黑暗中總有光: 黑幼龍人生自述 黑幼龍著; 吳錦勳採訪整理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266 貓咪木乃伊 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著;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繪; 錢基蓮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273 悄悄話派對 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著;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繪; 陳雅茜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280 超級好朋友 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著;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繪; 陳雅茜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297 我們班的心事 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著;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繪; 錢基蓮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303 不偷懶小學. 3, 不好找寶藏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310 第59街的畫家 特莉絲.馬蒂(Truus Matti)著; 林敏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327 訂做一人份的美好: 舒適、安心、愜意的獨立生活指南森真奈美等監修; 李靜宜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334 何不認真來悲傷 郭強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341 不瘋狂,成就不了夢想: 自己的事業自己創! 琳達.羅騰堡(Linda Rottenberg)著; 劉復苓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358 小黑羊去上學 賴曉珍文; 陳孟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365 凝視死亡: 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 葛文德(Atul Gawande)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372 零售4.0: 零售革命,邁入虛實整合的全通路時代 王曉鋒, 張永強, 吳笑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389 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 葛文德(Atul Gawande)著; 廖月娟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208396 楊大中回憶錄: 一個沒有生意經的醫師 楊大中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402 都會種樹圖鑑: 100個種樹懶人包 張蕙芬撰文; 潘智敏攝影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08419 都會種樹圖鑑: 100個種樹懶人包 張蕙芬撰文; 潘智敏攝影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08433 新肝情願. 2, 創造1400個重生奇蹟 陳肇隆, 楊慧鉑等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440 華麗時光: 彩繪魔幻動物 瑪蒂.諾貝爾(Marty Nob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464 小歐就是愛看書 克蕾兒.嘉提亞(Claire Gratias)作; 席薇.瑟普利(Sylvie Serprix)繪; 孫智綺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471 扭轉貧富不均 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著; 吳書榆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495 生命中的燦爛時光 珍妮佛.尼文(Jennifer Niven)著; 方淑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501 偏執的勇氣: 從web到app,瑪莉莎.梅爾的雅虎改革之路尼可拉斯.卡爾森(Nicholas Carlson)作; 謝儀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518 綿綿狗的一天: 今天是沙鈴表演會 樋勝朋巳文.圖; 陳珊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525 島嶼的另一種凝視 楊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532 破局而出: 黑幼龍的30個人生智慧 黑幼龍著; 李桂芬採訪整理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208549 叩叩叩 是誰在敲門? 蜜雪拉.摩根作者; 大衛.沃克插畫; 李紫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556 沒走完的總統路: 鐵悍柔情洪秀柱 楊艾俐, 王美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563 無印良品的設計 日經設計編; 陳令嫻, 李靜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570 衝動效應: 衝動型社會的誘人商機與潛藏危機 保羅.羅伯玆(Paul Roberts)著; 廖建容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587 簡單思考 森川亮著; 莊雅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594 搞定數位小孩: 教出滑世代的高EQ人際力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 艾琳.培利坎(Arlene Pellicane)著; 林淑鈴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600 星期天的足球賽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張毓如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617 第100棟大樓 王文華文; 黃祈嘉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624 吹口哨的孩子王 重松清文; 塚本靖圖; 賴庭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631 互聯網+: 企業該如何顛覆性創新 王吉斌, 彭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648 看漫畫學習品格力: 未來好公民探索日記 林玫伶作 精裝 1

9789863208655 湯姆斯河: 科學與救贖的追尋 費根(Dan Fagin)著; 陳榮彬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679 司徒達賢談個案教學: 聽說讀想的修鍊 司徒達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693 看漫畫,學論語 王文華文字; Sana漫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709 互聯網+: 中國經濟成長新引擎 馬化騰, 張曉峰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716 江山勿留後人愁 張作錦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723 成大事者不糾結 羅振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747 快樂,多10%就足夠: 一個明星主播如何解除壓力、停止自我批判,並保持正念的靜心之路丹.哈里斯(Dan Harris)著; 張怡沁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754 請求的力量 阿曼達.帕爾默(Amanda Palmer)著; 毛佩琦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761 教育應該不一樣 嚴長壽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778 吹風機溫灸術: 穴道熱熱吹,病痛快快好 川嶋朗編; 莊雅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785 Get Lucky!助你好運. II: 幸運透視眼 劉軒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815 有機會,拚就對了!: 成功的相反不是失敗,而是什麼都沒做賽斯.高汀(Seth Godin)著; 許妍飛, 謝儀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853 奧黛麗的青春狂喜劇 蘇菲.金索拉(Sophie Kinsella)著; 劉嘉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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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7780 哈佛教你做好自我管理: 從職涯規畫、家庭生活,到自我追尋,打造全方位的贏家人生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等作; 黃孝如等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047 失蹤者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7390 鐵道新旅: 山海線: 32+2站深度遊(典藏版) 古庭維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394 鐵道新旅. 4, 臺鐵支線(典藏版) 古庭維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554 鐵道新旅: 縱貫線南段(典藏版): 40站深度遊 古庭維等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7561 鐵道新旅: 縱貫線北段: 32站深度遊(典藏版) 古庭維等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7615 鐵道新旅: 宜蘭線(典藏版) 古庭維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868 諸眾: 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高俊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875 陀螺: 創作與讓生 高俊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875 陀螺: 創作與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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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7929 味自慢!日本47都道府縣美食地圖 永濱敬子作; 井上咲子漫畫;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620 京都原來如此: 千年古都的風俗、習慣、飲食文化解謎博學堅持俱樂部文; 蘇文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682 掌握6大基本款! 時尚編輯教妳打造原味法式穿搭艾蜜莉亞伯提尼, 安韓貝著; 林逸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09 冬山河的八十年代:一段人與土地的深刻對話 謝國鐘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2

送存冊數共計：111

<>全球繁體中文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步文化



9789869208116 20-40歲都實用!不退流行的Simple Basic東京穿搭術鈴木尚子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23 別傻了這才是京都：單車‧白味噌‧五山送火～49個不為人知的潛規則都會生活研究專案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30 印度廚房 梅鐸圖書著; 陳正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47 破解!清須會議的50個謎團: 改變日本戰國時期權力分配的重要關鍵小和田哲男監修;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54 新.臺灣的主張 李登輝著; 楊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54 新.臺灣的主張 李登輝著; 楊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61 不依賴農藥的花盆菜園：實踐共生農法，自己種菜吃得安全又安心竹內孝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78 席捲日本!玻璃罐排毒食譜 田内Shouko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85 在家就能向大師學手藝!看圖跟著作湯品與燉肉川上文代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192 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 陳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01 泰國廚房 梅鐸圖書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18 別傻了這才是東京: 大眾運輸工具內禁止通話.迷宮般的車站...47個不為人知的潛規則都會生活研究專案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25 創新的視界: 新藥發明家與創業人邱春億的挑戰人生邱春億口述; 沈台訓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49 日本的季節文化 神崎宣武著; 何佩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56 打造都會極簡風格居家裝潢 主婦之友社編集;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70 影像的追尋: 臺灣攝影家寫實風貌 張照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87 別傻了這才是大阪: 阪神虎.章魚燒.吉本新喜劇...50個不為人知的潛規則都會生活研究專案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94 四季創意義式前菜108 原田慎次, 堀江純一郎, 斎藤智史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29 食蟲植物新手指南: 地表上最有個性的植物栽培方法&繁殖技巧完全解析陳英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43 往昔,如果我記憶清晰 陳玉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31402 料理圖鑑: 1500招廚房新手求生術 越智登代子文; 平野惠理子圖; 楊曉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731440 飼育栽培圖鑑: 1000招新好主人養成術 有沢重雄文; 月本佳代美圖; 申文淑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731419 玩藝圖鑑: 170種手創玩具完全指南 木內勝文; 木內勝, 田中皓也圖; 吳逸林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731532 生活圖鑑: 1200個幸福居家妙點子 越智登代子文; 平野惠理子圖; 張傑雄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731624 冒險圖鑑: 999招野外探險求生術 里內藍文; 松岡達英圖; 張傑雄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731655 自然圖鑑: 600種動物植物觀察術 里內藍文; 張傑雄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9

僧伽林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331 水月抄 釋法藏作 增訂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3285 不學可惜的韓語單字書 王愛實企編 其他 1

9789869166607 一天5分鐘搞定日語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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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73307 仙雲之美 李仙美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14 浮生若戲 劉蔚霖畫集 劉蔚霖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21 創新與傳統 簡明朗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38 迷幻驚奇: 蘇慶峰畫集 蘇慶峰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45 初心不忘 黃秀專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52 若水藝事: 古耀華作品集 古耀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69 林宏信 水墨作品集 林宏信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76 花木有情: 許淑芬彩墨創作 許淑芬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83 辜琪鈞創作書畫集 辜琪鈞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390 陳培慧畫集 陳培慧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406 墨韻原緣: 黃中泰水墨人物畫集 黃中泰作 精裝 1

9789865673413 謝忠恆畫集 謝忠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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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1208 一線員工 成就一流企業: 日本新經營之神 星野佳路的飯店管理學中澤康彥著; 汪平, 尹智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言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網迅雲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830214 心之女王 維朗(Sambodh Vira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238 UV膠初體驗 渡邊美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252 白魔法讓你工作超順利 英格麗(Ingri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283 暢遊泰國 百程旅行網<>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290 暢遊港澳 陳美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91544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863191551 太陽之塔. 卷一, 必倒之塔 全民熙著;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605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11 1

9789863191612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12 1

9789863191629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13 1

9789863191773 戲夢人生 Ak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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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867132 親子DIY雜貨&玩具 光橋翠監修; 王曉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149 小男生的153種摺紙遊戲 新宮文明著; 王曉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156 骨盆矯正瘦身操 福辻銳記監修; 游韻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6867163 可愛的兔子飼育法 田向健一監修;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170 新手高明飼養法: 天竺鼠 鈴木莉萌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187 小女生的156種摺紙遊戲 新宮文明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24051 大英博物館 Luca Mozzati作; 應倩倩, 許琛, 曾美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4075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不可思議的世界之旅 賈尼.羅大里原著; 瓦萊麗亞.佩特羅尼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099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窮畫家的紅畫作 賈尼.羅大里原著; 瓦萊麗亞.佩特羅尼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105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擋不住的光 賈尼.羅大里原著; 維達利.康斯坦丁諾夫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129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失控的電車 賈尼.羅大里原著; 布蘭卡.戈麥斯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2

9789862924136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愛麗絲妳在哪？ 賈尼.羅大里原著; 埃琳娜.滕波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143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愛麗絲夢遊幻境 賈尼.羅大里原著; 安娜.蘿拉.坎多內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150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種花做桌子 賈尼.羅大里原著; 西爾維婭.伯安妮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167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1個變7個 賈尼.羅大里原著; 維多利亞.法卡伊尼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181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奶奶小時候 朴青浩原著; 朴孝進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11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小青蛙跳遠比賽 金東軒原著; 金東軒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28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北極熊送的魔法毛靴 池賢財原著; 池賢財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42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我們一起做吧! 翁恩晴原著; 翁恩晴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59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爺爺的搖椅 艾善鐘原著; 艾善鐘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66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魚的願望 李仁英文; 鄭知愛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27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月光劇場 Etienne Delessert原著; Etienne Delessert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34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看海的青蛙 Guy Billout原著; Guy Billout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41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我討厭看書2 Rita Marshall原著; Etienne Delessert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58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我討厭看書1 Rita Marshall原著; Etienne Delessert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65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跳舞吧,大熊! Jan Wakl原著; Monique Felix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89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青蛙大作戰 Piet Grobler原著; Piet Grobler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26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是誰受傷了 英格麗, 迪特爾.舒伯特文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33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襪子去哪了 Marijke ten Cate原著; Marijke ten Cate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40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爸爸陪陪我 Nancy Kaufmann原著; Jung H. Spetter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57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布魯斯的勇敢之旅 Mathilde Stein原著; Mies van Hout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閣林文創



9789862924464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抓到死神了 Piet Grobler原著; Piet Grobler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88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黃氣球 夏洛特‧迪瑪頓斯文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95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奇妙的一天 Iris van der Heide原著; Marijke ten Cate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518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大,大,大章魚 Elle van Lieshout, Erik van Os原著; Mies van Hout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525 驚奇趣味翻翻書: 形狀轉一轉 Felicity Brooks作; Melisande Luthrin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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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75814 東京巷弄咖啡館隱藏美食 川口葉子著 平裝 1

9789869205313 玻璃罐纖蔬鮮果排毒水 佐佐木瑠海作; 彭怡華翻譯 平裝 1

9789869205320 彩繪奇幻童話 金智珉著 平裝 1

9789869205344 「鑄鐵鍋」免揉歐式麵包 堀田誠作; 許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351 愛麗絲的奇幻夢境 廉檀若著 平裝 1

9789869205368 為女人量身設計的「氣、血、水」均衡對策 薬日本堂作; 侯辰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375 夢想旅行: 綺麗法國時光 金虎卿, 金贇河著 平裝 1

9789869205382 安心食材挑選便利帳 西東社編輯部作; 陳識中翻譯 平裝 1

9789869205399 夢想旅行: 浪漫義大利傳說 金虎卿, 金贇河著 平裝 1

9789869237604 夢想旅行: 奧祕希臘神話 金虎卿, 金贇河著 平裝 1

9789869237611 彩繪

♡

甜甜圈 Junko作; 左瑞瑤翻譯 平裝 1

9789869237628 「鑄鐵鍋」料理日日美味 井澤由美子作;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1228 大海的盡頭在哪裡? 安德烈.伍沙丘夫(Usatschow Andrej)作; 雅麗珊德拉(Junge Alexandra)圖; 賴雅靜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03 最特別的東西 尼古拉.摩(Nicola Moon)文; 艾力斯.艾利夫(Alex Ayliffe)圖; 李永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00 猜一猜 余治瑩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17 一起去兜風 余治瑩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睿其書房



9789865811624 彩色遊戲 余治瑩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31 黑白遊戲 余治瑩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914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七夕節 王早早文; 胡文如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921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中秋節 王早早文; 劉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938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重陽節 王早早文; 王鳳, 段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969 帶我去抓蟲! 秦好史郎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034 比一比,誰最大? 劉宗銘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072 我的一天 高梨章文; 林明子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089 手指★咻--! 木曾秀夫文.圖; 游蕾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096 走啊走 宮西達也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19 爸爸大集合 宮西達也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26 光影魔術系列: 冬天的祕密 凱倫.布朗文; 比.強森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33 光影魔術系列: 搭火車旅行的秘密 凱倫.布朗文; 比.強森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71 嗯嗯 宮西達也文.圖; 鄭明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232 大腳長啊長 深見春夫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263 水藍色的圍巾 楠茂宣文; 松成真理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31 聽說小豬變地瓜了! 宮西達也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79 七隻小青蛙和聖誕老公公 佐倉智子文; 塩田守男圖;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93 心願 馬修.柯爾諜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21081 Do you like fruit?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098 Good morning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104 Can you play the piano?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111 Love princess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128 My dream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135 Rainbow fairy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閣林國際圖書



9789862921142 What do you see, frog?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159 I want to have toys Eunjung kim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166 Let's play house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173 Playtime in English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921180 Happy snowman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197 Bath time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03 Let's play doctor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10 I want a straw Eun Jeong Kim-Zoller, Robert L. Zoller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27 Mom, I will be nice Eunjung kim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34 Guess who?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41 I can brush my teeth Eunjung kim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58 Pee pee poo poo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65 Amy, You need a haircut Eunjung kim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72 The polite fox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289 No more nose picking Eunjung kim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02 Me too!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26 I can do it Eun Jeong Kim-Zoller, Robert L. Zoller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33 Little Tarzan says,"hi,"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40 A monster under my bed Eunjung kim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57 The birthday gift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64 Busy germs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71 The rolling hedgehog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88 Sharing is fun Eun Jeong Kim-Zoller, Robert L. Zoller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395 It's yummy!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401 Broken moon and little fox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418 Squirrel's red apple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425 Kami and Rira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432 Little sheep isn't sleepy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449 Little pig's room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456 Little Santa Ilyoon Ryu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463 My little brother Butter English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487 天才藝術家: 維梅爾 Maurizia Tazartes作; 楊翕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500 天才藝術家: 哥雅 Paola Rapelli作; 蘇依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517 天才藝術家: 莫內 Simona Bartolena作; 黎茂全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524 天才藝術家: 波提且利 Federico Poletti作; 束光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531 天才藝術家: 喬托 Micaela Mander作; 陳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548 以星空作畫.用色彩寫詩: 「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大師」-米羅Domenec Ribot Martin作; 鄭雲英等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555 西遊記. 1, 美猴王出世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562 西遊記. 2, 大鬧天庭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579 西遊記. 3, 收服白龍馬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586 西遊記. 4, 踏平黑風山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09 西遊記. 6, 偷吃人蔘果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16 西遊記. 7, 三打白骨精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23 西遊記. 8, 智取寶葫蘆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30 西遊記. 9, 寶林寺遇冤魂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47 西遊記. 10, 降服紅孩兒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54 西遊記. 11, 車遲國鬥法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61 西遊記. 12, 攪翻通天河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78 西遊記. 13, 情緣女兒國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85 西遊記. 14, 真假美猴王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692 西遊記. 15, 三借芭蕉扇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708 西遊記. 16, 遇難小雷音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715 西遊記. 17, 大破盤絲洞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722 西遊記. 18, 苦戰獅駝嶺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739 西遊記. 19, 拳打九頭獅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746 西遊記. 20, 功德圓滿修成佛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777 天才藝術家: 提香 Stefano Zuffi作; 傅璐, 吳若楠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784 天才藝術家: 馬內 Simona Bartolena作; 王蘇娜, 孫迎輝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791 西遊記人物列傳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07 看西遊記學中國文學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14 從西遊記看奇幻經典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21 西遊記邏輯大推理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38 從西遊記看世界地球村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45 從西遊看藝術與文化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52 西遊記的領導與統御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69 西遊記的領導與統御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76 從西遊記看民間信仰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883 西遊記的科學創意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1920 世界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Luca Mozzati作; 應倩倩, 許琛, 曾美禎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163 賽爾號爆笑四格 江蘇美術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22170 賽爾號爆笑四格 江蘇美術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22187 賽爾號爆笑四格 江蘇美術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22194 賽爾號爆笑四格 江蘇美術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22200 驚奇趣味翻翻書: 數字猜一猜 Felicity Brooks作; Melisande Luthringer繪圖; 黃詠琁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2217 驚奇趣味翻翻書: 顏色找一找 Felicity Brooks作; Corinne Bittler繪圖; 黃詠琁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2255 糖果屋: 不怕困難保持希望, 擁有不放棄的意志力皮諾. 帕切文; 芭芭拉. 佩特利斯圖; 李靖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262 查爾斯. 達爾文的旅程: 面對求知的渴望, 造就獨立思考與主動學習皮諾.帕切文; 保羅.瑞圖; 李婧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279 馬可波羅遊記: 接納多元的文化刺激,塑造寬廣的國際觀皮諾. 帕切文; 阿萊格拉. 阿格利德圖; 李婧敬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286 地心歷險記: 在冒險中挖掘無限可能,啟發孩子的好奇心皮諾. 帕切文; 勞拉. 菲力普契圖; 李婧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293 環遊世界80天: 挑戰未知的世界,引導孩子探索的熱情皮諾.帕切文; 保羅.多明尼克圖; 李婧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309 三隻小豬: 學習勤奮的美德,加強危機意識與判斷力皮諾.帕切文; 伊拉莉亞.烏比娜提圖; 羅楚燕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316 木偶奇遇記: 挫折中激發勇氣,喚起責任感和行動力安瑟莫.羅維達文; 安東.喬納森.法拉利圖; 曾美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323 白雪公主: 學習正面人格,養成同理心和關懷力 皮諾.帕切文; 加拉.菲德勒圖; 江國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330 愛麗絲夢遊仙境: 體驗閱讀的樂趣,開啟文字創作的想像力皮諾.帕切文; 喬治.索馬卡爾圖; 應倩倩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378 小紅帽: 在危機中保護自己,培養機智與應變力 皮諾. 帕切文; 克萊爾.達托拉圖; 許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385 塞爾號爆笑精靈多格漫畫 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22392 塞爾號爆笑精靈多格漫畫 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22408 塞爾號爆笑精靈多格漫畫 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22415 塞爾號爆笑精靈多格漫畫 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22422 塞爾號大電影. 3, 戰神聯盟電影同名漫畫 上海淘米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22446 塞爾號大電影. 3, 戰神聯盟電影同名漫畫 上海淘米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22439 塞爾號大電影. 3, 戰神聯盟電影同名漫畫 上海淘米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22460 創意邏輯思考家: 友情大考驗 金柄圭原著; 許秀鎮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477 創意邏輯思考家: 我愛溫柔的團長 元裕順原著; 李在淵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484 創意邏輯思考家: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李圭喜原著; 李石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491 創意邏輯思考家:驕傲的胖胖豬 宋在贊原著; 李真和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07 創意邏輯思考家: 沒主見的團長 李知縣原著; 洪友里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14 創意邏輯思考家: 螃蟹行軍練習 孔智熙原著; 金順英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21 創意邏輯思考家:做事衝動的團長 金柄圭原著; Yun Some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38 創意邏輯思考家: 農夫的女婿 梁泰錫原著; 趙藝禎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45 創意邏輯思考家: 團長的職責 申貞敏原著; 李花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52 創意邏輯思考家: 傲慢與謙遜 李庚惠原著; 韓承希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69 創意邏輯思考家: 驢子的小把戲 李庚惠原著; 李義卓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76 創意邏輯思考家: 是誰在吹牛! 金南吉原著; 趙俊志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83 創意邏輯思考家: 貓身上的鈴鐺 白承子原著; 李惠永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590 創意邏輯思考家: 女孩的夢想 蘇重愛原著; 李恩先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606 創意邏輯思考家: 著急的媽媽們 斐翊天原著; 趙杏禧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613 創意邏輯思考家: 免費的旅舍 宋在贊原著; 金賢娜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620 創意邏輯思考家: 說謊森林的野餐 Ko Susanna原著; 孫貞炫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637 創意邏輯思考家:別再貪心了 李朋原著; 徐淑喜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644 創意邏輯思考家: 伊索劇團開演囉! 朴安羅原著; 趙恩熙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651 創意邏輯思考家: 老鷹懂報恩 咸英泳原著; 李弼源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668 創意邏輯思考家: 全都是我的 俞孝貞原著; 趙秀珍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712 腦力轉轉轉系列. 2, 邏輯益智 Brain school原著; 陳惠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729 創意邏輯思考家: 這不是我的斧頭 Ko Susanna原著; 鄭賢兒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2736 創意邏輯思考家: 利比的憤怒 金響二原著; 申熙鎮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743 創意邏輯思考家: 一起來晚餐 安善模原著; 金鐘浩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750 創意邏輯思考家: 黑羊過橋大戰 李在熙原著; 金仙淑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2767 創意邏輯思考家:小兵立大功 朴安羅原著; Shin Na Na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2774 創意邏輯思考家: 鐵匠家的懶散狗 禹賢玉原著; 吳正澤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781 創意邏輯思考家: 有備而來的螞蟻 金楠中原著; 崔良淑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798 創意邏輯思考家: 我要更多金蛋 尹美英原著; 黃貞媛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04 創意邏輯思考家: 團隊滾球大賽 貝民愛原著; 宋正花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11 創意邏輯思考家: 別當黑心商人 朴敏浩原著; 金美螺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28 創意邏輯思考家: 負責任的寶藏 金文起原著; 盧聖旭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35 創意邏輯思考家: 獅子的特效藥 金慧理原著; 申智修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42 創意邏輯思考家:大熊，快跑！快跑！ 安善模原著; 林正鎬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59 創意邏輯思考家: 波卡愛計較 斐翊天原著; 朴鐘彩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66 創意邏輯思考家: 想要更多糖果 申貞敏原著; 金妲姃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73 創意邏輯思考家: 身邊的真朋友 梁泰錫原著; 金炳灝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2880 創意邏輯思考家: 誰也不相信誰 李朋原著; 崔恩英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3023 我愛洗澡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030 哈啾!生病了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047 我會嗯便便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054 我會收玩具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061 我的生日禮物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078 我會穿衣服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085 我會打招呼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092 我會說再見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108 我會說謝謝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115 大家晚安!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122 黑太狼成長探索寶盒: 叫我第一名 Orianne Lallemand原著; Eleonore Thuillier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139 黑太狼成長探索寶盒: 認識妳真好 Orianne Lallemand原著; Eleonore Thuillier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146 黑太狼成長探索寶盒: 瘋狂交通工具 Orianne Lallemand原著; Eleonore Thuillier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153 黑太狼成長探索寶盒: 一起環遊世界 Orianne Lallemand原著; Eleonore Thuillier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160 黑太狼成長探索寶盒: 搖滾野狼向前衝 Orianne Lallemand原著; Eleonore Thuillier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177 黑太狼成長探索寶盒: 帶我去月球 Orianne Lallemand原著; Eleonore Thuillier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214 魔法夜光書: 太空漫步 Nicholas Harris, Claire Aston原著; 林妙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221 魔法夜光書: 海洋尋寶 Nicholas Harris, Claire Aston原著; 林妙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238 魔法夜光書: 動物爭霸戰 Christiano Bertolucci, Francesco Milo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283 驚奇趣味翻翻書: 超酷人體趣味知識Q&A Katie Daynes作; Marie-Eve Tremblay繪圖; 黃詠琁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290 驚奇趣味翻翻書: 人氣動物驚奇秘密Q&A 凱蒂戴恩斯(Katie Daynes)作; 瑪麗-伊芙.特倫布萊(Marie-Eve Tremblay)繪圖; 黃詠琁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06 驚奇趣味翻翻書: 不可思議地球常識Q&A 凱蒂戴恩斯(Katie Daynes)作; 瑪麗-伊芙.特倫布萊(Marie-Eve Tremblay)繪圖; 黃詠琁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37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不生氣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44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好高興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51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愛大自然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68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愛的親親和抱抱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75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會打電話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82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會排隊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99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很勇敢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405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們是好朋友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412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不挑食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436 快樂學習的小熊滿滿. II, 我不害怕 木木樹文化原著; 閣林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443 MY FRIST翻翻書: 對比躲貓貓 Caterpilllar books原著; Katie Saunders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450 MY FRIST翻翻書: 數字躲貓貓 Caterpilllar books原著; Katie Saunders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467 MY FRIST立體書: 繽紛的彩色世界 Chuck Murphy原著.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474 MY FRIST立體書: 123,驚奇大進擊 Chuck Murphy原著.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504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 毛毛兔好快樂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511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 毛毛兔學會愛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528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 毛毛兔不悲傷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535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 毛毛兔很善良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542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I, 毛毛兔不怕孤獨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559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I, 毛毛兔不會嫉妒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566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I, 毛毛兔不會害怕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573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I, 毛毛兔不想生氣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580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II, 毛毛兔喜歡自己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黃慧芳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597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II, 毛毛兔喜歡學校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黃慧芳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603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II, 毛毛兔喜歡玩遊戲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黃慧芳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610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 III, 毛毛兔喜歡晚安時間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黃慧芳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665 賽爾號精靈集合大圖鑑 江蘇美術出版社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23672 IQ大挑戰: 動物園捉迷藏 古伊多.萬德雷原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696 IQ大挑戰: 城市大冒險 古伊多.萬德雷原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702 IQ大挑戰: 百貨公司躲貓貓 古伊多.萬德雷原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863 驚奇立體酷百科: 不可思議的動物世界 Florence Guichard作; Benoit Charles繪圖; 連苔嵐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887 IQ大挑戰: 魔法師的冒險: 搶救童話王國 Silke Moritz作; Achim Ahlgrimm繪圖; 高玉菁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894 愛家的毛毛兔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陳立妍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3900 愛朋友的毛毛兔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陳立妍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3917 愛寵物的毛毛兔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陳立妍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3924 愛祖父母的毛毛兔 Trace Moroney原著.繪圖; 陳立妍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3948 驚奇立體酷百科: 驚天動地的自然力量 Florence Guichard作; Francoise Martin繪圖; 連苔嵐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955 驚奇立體酷百科: 兩棲爬蟲的奇異世界 Lydwine Morvan, Stephanie Morvan作; Francoise Martin繪圖; 江佳慧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962 IQ大挑戰: 遊樂園大搜尋 古伊多.萬德雷原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986 IQ大挑戰: 郵輪歷險記 古伊多.萬德雷原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993 <>雜誌: 環遊世界125年. 第一卷, 美洲、南極洲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 馬克.科林斯.詹金斯(Mark Collins Jenkins)文; 尚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006 <>雜誌: 環遊世界125年. 第二卷, 歐洲、非洲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 馬克.科林斯.詹金斯(Mark Collins Jenkins)文; 李冰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013 <>雜誌: 環遊世界125年. 第三卷, 亞洲、大洋洲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 馬克.科林斯.詹金斯(Mark Collins Jenkins)文; 尚晉, 王鑫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8306 遠東職校英文參考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78313 遠東新時事精選. 2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3

送存冊數共計：202

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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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08562 李鳳藻八十五書法回顧展專輯 李鳳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8555 李鳳藻八十五書法回顧展專輯 李鳳藻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3137 雙和扶輪社美展 江俊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168 凝彩遊硯: 周秀美 周秀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175 凝彩遊硯: 蕭賢敦 蕭賢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6914 被自己打敗的勇氣 双人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921 動機與需要 解清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938 人生這筆帳,你算對了嗎? 砍柴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945 工作影響一生的成就 奧里森.斯威特.馬登著; 陳蕊, 王金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952 人生如此而已 不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3071 鹽溪合水趣府城: 鹽水溪文化資產特展圖錄 范勝雄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483088 壬辰年臺郡媽祖行香百年活動手冊 范勝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83095 走讀先民跤跡: 西拉雅文化資產特展圖錄 曾國棟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2234 Super阿嬤常備菜虱目魚 李金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五柳枝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種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市文資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臺虹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1000 勇闖龍潭: 龍潭地名故事探索 丁女玲文; 陳雅慧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0504 府城藝文館特刊: 古早厝.厝厝情 黃毅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9911 臺南市向陽藝術學會: 豐收南瀛情暨會員聯展專輯. 2015劉素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8986 入菩薩行. 第六-八品 寂天菩薩造論; 賈曹杰尊者作釋; 達賴喇嘛尊者傳授; 滇津顙摩中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8608993 藏傳佛教珍寶釋 達賴喇嘛尊者傳授; 滇津顙摩中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77590 教育與醫學的對話: 光華女中與韓內科慶祝80週年紀念特刊張淑霞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瀛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華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歸仁國中家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向陽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龍潭社區發展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9324 暉.にち: Yinghai tide issue. n. 101 李品賢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4647 觀光日語 陳美玲作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6134654 荒木田麗女の物語作品における古典の受容と創造森安雅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211 徐薇教你背新多益單字 徐薇編著 其他 上冊 1

9789869066228 徐薇教你背新多益單字 徐薇編著 其他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556989 羅馬.翡冷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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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75343 過動兒父母完全指導手冊 Russell A. Barkley著; 何善欣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5602 我想念我自己 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著; 穆卓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5695 跟自己和好:為情緒解套，了解生存原來可以有很多種方式洪仲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5916 原來你非不快樂 林夕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6135 企鵝可以騎腳踏車嗎? 卡蜜拉.德.拉.碧朵耶(Camilla de la Bedoyere)著; 艾拉卡塞.畢斯考夫(Aleksei Bitskoff)繪圖; 吳琪仁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142 鯊魚可以上體育課嗎? 卡蜜拉.德.拉.碧朵耶(Camilla de la Bedoyere)著; 艾拉卡塞.畢斯考夫(Aleksei Bitskoff)繪圖; 吳琪仁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碩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精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豪風



9789573276159 暴龍可以吹笛子嗎? 露斯.賽門斯(Ruth Symons)著; 徐立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166 鯨魚可以游到月球嗎? 卡蜜拉.德.拉.碧朵耶(Camilla de la Bedoyere)著; 艾拉卡塞.畢斯考夫(Aleksei Bitskoff)繪圖; 吳琪仁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234 世界城市地圖 喬治亞.雪莉(Georgia Cherry)文; 馬丁.海克(Martin Hakke)圖; 吳琪仁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289 彼得.杜拉克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聖經: 從理想、願景、人才、行銷到績效管理的成功之道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余佩珊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76418 樂高交通工具大集合：神奇的飛機、火車、汽車、船隻和太空梭華倫.艾斯摩爾(Warren Elsmore)著; 陳希林, 施玫亞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470 3分鐘筋動力: 不花錢、不吃藥,立即擺脫各種惱人毛病顧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487 畫畫讓我心平靜:100幅幫助靜心與舒壓的著色畫蕾西.馬可洛(Lacy Mucklow)文; 安琪拉.波特(Angela Porter)圖;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17 穿過隧道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文.圖; 陳瑞妶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6524 關於運動,我想的其實是...... 方祖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31 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48 混血營英雄: 英雄之血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55 麥肯錫新人邏輯思考的5堂課 大嶋祥譽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79 環球傳騎: 單車壯遊夢,分時分段行 陳守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86 你今天末日了沒? 林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93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 大衛.藍普頓(David Lamton)著;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609 曇花王朝: 隋帝國的短暫與輝煌 張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616 雁城諜影 上官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623 小丑不流淚 姚尚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630 璀璨繁星曼陀羅 歐蕾莉.紅芙(Aurélie Ronfaut)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647 車輪下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林倩葦, 柯晏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654 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祕訣 史威加.貝爾格曼(Zvika Bergman)著; 范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678 找找看,麋鹿在哪裡? 克里娜.派泰爾,塔夏.波西(Tasha Percy)文; 吳琪仁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685 混血營英雄(全5冊)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蔡青恩,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3276715 最美的教育最簡單 尹建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722 解連環 姚白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739 找找看,恐龍在哪裡? 史黛拉.梅德門特(Stella Maidment)文; 喬愛爾.德瑞德米(Joelle Dreidemy)圖; 吳琪仁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746 女子的人間關係 水島廣子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753 神奇的創意動手畫：動物篇 傑卡.麥當勞(Jake McDonald)繪; 徐立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760 活!該如此: 莊永明七十自述 莊永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784 失控的瘦身計畫: 揮別飲食障礙,重新找回身體與食物的美好關係廖璽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791 少女系野菇圖鑑 玉木繪美圖.文;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276890 少女系野菇圖鑑 玉木繪美圖.文;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276807 好想出去玩 福田幸廣攝影; 結城悅子文;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814 做真正的我: 認識你潛在的天賦才能,擁有屬於你最自在的人生吳建國, 查大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821 亨利.盧梭的奇幻叢林 米榭兒.馬凱(Michelle Markel)文; 雅曼達.荷爾(Amanda Hall)圖;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845 加倍睛明瑜伽: 改善近視、老花、白內障、飛蚊症的眼睛伸展操山本正子著;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852 魔法森林 喬漢娜.貝斯福(Johanna Basford)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876 和風手作便當 吉井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883 失落的優雅 阮義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906 跟孩子一起玩數學 唐宗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913 恐龍時代通行證 日本小學館編撰; 藤子・F・不二雄漫畫;張東君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276920 穿越宇宙時光機 日本小學館編撰; 藤子.F.不二雄漫畫;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276937 賣橘子的字我解嘲：馮翊綱劇本‧極短篇 馮翊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951 為什麼一定要一樣?: 昆蟲老師吳沁婕與媽媽的非常真心話吳沁婕, 宋慧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968 看!德國人這樣訓練邏輯!: 鍛鍊IQ金頭腦的400道練習伊琳娜.波斯里(Irina Bosley)著; 趙崇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999 謝謝你知道我愛你: 在關係中,面對愛,接受愛,學習愛,放下愛洪仲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019 就是喜歡有活力的自己: 堀川波的元氣生活提案堀川波著; 陳采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026 心靈影像的力量：讓你不得不心想事成，而且不必和自己硬拼馬大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101 初心：找回工作熱情與動能 方翊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118 秘密花園: 明信片禮物書 喬漢娜.貝斯福(Johanna Basford)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125 99%的人不知道的世界秘密:別被〔他們〕騙了!內海聰著; 竹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132 波西傑克森: 托勒密王冠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荷米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149 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 從神經犯罪學探究惡行的生物根源,慎思以治療取代懲罰的未來防治計畫Adrian Raine著; 洪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156 每日「坐」伸展: 神清氣爽解疲勞,肩頸腰背疼痛消!長野茂, 萱沼文子著;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163 大明後宮有戰事 胡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187 秘密花園: 精選典藏版 喬漢娜.貝斯福(Johanna Basford)著; 吳琪仁譯 平裝 1

9789573277231 近代中國商人的經營與帳簿: 長崎華商經營史的研究許紫芬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3277248 祕密地圖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文; 唐唐圖; 劉嘉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255 玻璃城堡 珍奈特.沃爾斯(Jeannette Walls)著; 呂海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279 迷幻海洋 喬漢娜.貝斯福(Johanna Basford)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286 猶太人這樣想、這樣做: 200則讓全世界買單的成功術史威加.貝爾格曼(Zvika Bergman)著; 范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309 莊子寓言說解: 學會放下,活出自在與美好 王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323 禪繞畫之書 芮克.羅伯茲(Rick Roberts), 瑪莉亞.湯瑪斯(Maria Thomas)著; 蘿拉, 戴寧, 戴安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330 屁屁偵探: 噗噗!小局長的大危機?!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347 屁屁偵探: 噗噗!消失的便當之謎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354 因為有雨,所以彩虹: 原民漢子林慶台的生命故事林慶台口述; 曾子昂, 王心瑩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361 自閉/亞斯兒強化動機治療手冊:透過核心反應訓練，讓孩子在自然情境中開心學習Robert L. Koegel, Lynn Kern Koegel著; 洪偉智, 林怡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378 大明新聞. 日升之卷(西元一三五一年-一四四九年)黃榮郎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385 好孕順產的食養日常: 從孕前到產後,為媽媽和寶寶打好健康底子藥日本堂監修;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5600 臺南市盆栽展. 2012 陳威良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0103 臺灣荷蘭時期大員長官施政錄 張復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90636 臺南市藝術家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2015 [臺南市藝術家協會]全體理監事及顧問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南勢街西羅殿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4

送存冊數共計：75

南市盆栽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5402 臺灣首廟臺南南勢街西羅殿 謝奇峰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180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159197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237000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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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11964 古典鋼琴入門自學影音課程 吳宛靜, 酷派音樂編輯群作 第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611971 薩克斯風系統學習. 二 蔡文展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6611995 現代樂理超簡單學習法 蔡文展, 酷派音樂編輯群作 第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73209 藍調吉他訓練 沙爾.迪夫斯哥(Sal DiFusco)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611827 爵士鼓的系統學習 藤井俊充作 第三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4092 布彩顏料繽紛上手書 尹笑英著; 楊敏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7817 班級經營on line: 作孩子人生的導師 江衍宜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美嘉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漢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榜首英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80138 歷代寶案 黃智偉主編 精裝 全套 1

9789573080152 圖書館長訪談知識舵手思維: 數位時代的變與不變羅志承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206 臺南錫安教會設教50週年紀念特刊 黃仁村等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0018 臺灣花菓盆栽展. 2012 林信忠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742 貳壹微藝術 張嘉容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15116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 黃鈴池主編 平裝 1

9789865615123 「承先啟後.文創領航」教學卓越計畫主軸計畫A1. 104-105年度: 充實專業.邁向就業 活動成果發表研習手冊培訓成果專刊黃鈴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錫安長老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縣花菓盆栽藝術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60118 閩南布袋戲在東南亞與臺灣 伏木香織, 羅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3542 MC Online英語聽力 & 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1&2張加琳, Ian Crew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63559 MC Online英語聽力 & 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3&4張加琳, Ian Crew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63566 MC Online英語聽力 & 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5&6張加琳, Ian Crew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63573 MC Online英語聽力&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1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63580 MC Online英語聽力&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2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63597 MC Online英語聽力&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3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01106 MC Online英語聽力&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4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1113 MC Online英語聽力&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5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001120 MC Online英語聽力&口說英語數位教材. Level 6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001144 高中英語聽力模擬試題. 1 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1182 MC英語聽力模擬試題. Level 1 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001199 MC英語聽力模擬試題. Level 2 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119405 MC英語聽力模擬試題. Level 3 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119412 MC英語聽力模擬試題. Level 4 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119429 MC英語聽力模擬試題. Level 5 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119436 MC英語聽力模擬試題. Level 6 張加琳, Ian Crews編輯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5752 原來創世紀這麼重要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8885769 清晨嗎哪90天. 1: 詩篇卷一、加拉太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猶太書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特外語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406 第一道無水料理: 日本Vermicular琺瑯鑄鐵鍋 三浦TAMAMI文章; 岡村靖子攝影; 劉曉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1022 大臺南精神健康: 2013-2014成果報告與經驗分享暨2015未來展望 開啟友善、樂活、健康的人生歐陽文貞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66352 股市作線の奧秘: 股市藏寶圖尋寶秘笈 黃肇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5561 金曲龍虎榜. 7 平裝 1

9789868715578 金曲龍虎榜. 8 平裝 1

9789868715585 金曲龍虎榜. 9 平裝 1

9789868715592 金曲龍虎榜. 10 平裝 1

9789869072205 金曲龍虎榜. 11 平裝 1

9789869072229 金曲龍虎榜. 13 平裝 1

9789869072236 豪記龍虎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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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瑪倉噶舉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精神健康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聚財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4

綠恩科技



9789868947306 藥師琉璃光如來儀軌 藏傳佛教瑪倉噶舉 貢日噶瑪仁波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8046 美麗肌密DIY: 美容教父的嫩膚祕笈 臺灣雅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9868788053 漢堡套餐保養五訣: 獨家完美裸肌蛻變心法　 臺灣雅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9868788077 觀光工廠. 3, 思慕臺灣: 臺灣最深度的探索 謝惠雯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8788091 客製化美肌寶典: 獨家公開38種經典原液原末 臺灣雅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9869032209 品牌臺灣 群聚行銷 方淑宜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032216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丁曉雯作 平裝 1

9789869032223 購物中心21決勝關鍵 侯英堯, 吳建宏作 平裝 1

9789869032230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體系: 國際醫療關鍵報告 楊雅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247 慧見淳普: 與普洱四季共舞 佑銘有限公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2254 占數術: 預見生命藍圖 Peter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261 不拘一格 王牧音, 美麗沙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032278 飛躍40.夢想起飛: 上山下海歐都納 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285 為什麼女人總是少雙鞋 陳柏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53908 HIT富人投資要訣 簡倍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257 健康檢查自己來!張秀勤教你刮痧測健康: 簡單的刮痧手法,就能檢測身體概況張秀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264 知識漫畫三十六計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254288 知識漫畫三十六計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54271 知識漫畫三十六計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254301 知識漫畫孫子兵法 孫武原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254318 知識漫畫孫子兵法 孫武原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商資源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漢湘文化



9789862254325 熱情巴西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646 法國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653 神棋士: 棋盤上的生存遊戲 李世乭作; 黃璇譯 其他 全套 1

9789862254660 米小圈上學記: 我上一年級啦 北貓作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69994 完全解讀高中學測複習講義: 數學1-4冊 謝鈞編 平裝 1

9789864330003 完全解讀高中複習講義: 歷史1-4冊 翁敏軒編 平裝 1

9789864330010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公民 劉博誠編 平裝 1

9789864330027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地理 劉力, 葉文編 平裝 1

9789864330034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歷史 陳紅, 張玲編 平裝 1

9789864330041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國文(1-4冊) 周紹玉編 平裝 1

9789864330058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國文(5-6冊) 周紹玉編 平裝 1

9789864330065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 廖逸祥編 平裝 1

9789864330072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理化(3-4冊) 段清文, 李其編 平裝 1

9789864330089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理化(5-6冊) 段清文, 李其編 平裝 1

9789864330096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數學 林亮圻編 平裝 1

9789864330102 大聯盟國中複習講義. 生物 林杰, 洪耘編 平裝 1

9789864330119 大聯盟國中試題集. 數學 林亮圻編 平裝 1

9789864330126 3A試題篇: 歷史(康版). 5 莊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133 3A試題篇: 地理(康版). 5 邵秋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140 3A試題篇: 數學(康版). 5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157 3A試題篇: 自然(康版). 5 林瑞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164 3A試題篇: 自然(康版). 3 林瑞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171 3A試題篇: 歷史(康版). 1 妍如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188 3A試題篇: 歷史(康版). 3 言夏秦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195 3A試題篇: 地理(康版). 1 李宛芸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漢華文教



9789864330201 3A試題篇: 地理(康版). 3 邵秋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18 3A試題篇: 數學(翰版). 5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25 3A試題篇: 歷史(翰版). 1 妍如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32 3A試題篇: 歷史(翰版). 3 莊子, 蘇湖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49 3A試題篇: 歷史(翰版). 5 莊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56 3A試題篇: 地理(翰版). 1 李亞軒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63 3A試題篇: 地理(翰版). 3 邵秋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70 3A試題篇: 地理(翰版). 5 邵秋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87 3A試題篇: 數學(康版). 1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294 3A試題篇: 數學(康版). 3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00 3A試題篇: 數學(翰版). 1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17 3A試題篇: 數學(翰版). 3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395925 北緯一度新加坡 衣若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932 我存在,因為歌,因為愛 鄧禹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949 天清地寧 薛仁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956 胡蘭成.天地之始 薛仁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909484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日本 李大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538 中國人胡適之 田崇雪, 劉迺順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909545 中國人胡適之 田崇雪, 劉迺順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909552 中國人胡適之 田崇雪, 劉迺順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3909576 青春依舊升起: 林清介學生電影中的青少年世界趙麗娜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爾雅



9789573909590 仰望星月: 伊斯蘭文化精要 閃耀武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613 萍嬉遊憶: 陳文輝平溪遊藝畫集 陳文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675 呼嚕嚕,呼叫磯田謙雄: 臺中白冷圳的故事 謝文賢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4598 浩然坊文集 留問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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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661 Realism and portraiture: 馮承芝作品集 馮承芝作 平裝 1

9789866767678 GAGA&ARIA: 馮承芝肖像油畫作品集 馮承芝作 平裝 1

9789866767685 音樂圖象: 馮承芝肖像油畫作品集 馮承芝作 平裝 1

9789866767692 蒼穹: 馮承芝繪畫創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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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890 應急管理論壇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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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906 經濟、貿易與全球經營管理研討會. 2015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社會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漢雅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65209 桃城文藝. 第二期 胡惠達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4500 北湖記: 保正王生的故事 蔡育穗文; 蔡宜錂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4500 北湖記: 保正王生的故事 蔡育穗文; 蔡宜錂圖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34517 集郡軒史記: 宋江陣 蔡育穗文; 林蔚軒圖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34517 集郡軒史記: 宋江陣 蔡育穗文; 林蔚軒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5539 神學對苦難問題的處理 張雪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5577 璽印爾心 Sr. Frances Lea Laughlin, SMIC作; 聖功修女會亞洲會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584 救主將臨 斯德望.賓次(Stephen J. Binz)著; 陳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591 體驗聖言深入主懷. 丙年 房志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591 體驗聖言深入主懷. 丙年 房志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072 聖年與大赦的歷史簡介 賴効忠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5157 若望福音歌謠: 七言詩集 翁榮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9244 從我出發: 人間哲學淺談 張坤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9312 西班牙文向前行 蔡明珍, Cristian Waldemar Herrera Paredes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睿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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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市北湖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聞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2728 嘉義市書法學會作品集. 第十三屆 蔡淑霞專輯主編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10458 當代藝軌畫集: 嘉義市鐵道藝術發展協會. 2015年度謝其昌, 尹信方, 張秀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1501 攝影師之路: 世界級金獎攝影指導告訴你怎麼用光影和色彩說故事麥克.古瑞吉(Mike Goodridge), 提姆.葛爾森(Tim Grierson)著; 陳家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525 格林童話: 故事大師普曼獻給大人與孩子的53篇雋永童話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著; 柯惠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532 英式下午茶的慢時光: 維多利亞式的紅茶美學x沖泡美味紅茶的黃金法則楊玉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549 警察 尤.奈斯博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556 香港革新論: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為香港前途戰鬥到底方志恒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563 圖解戀愛心理學 澀谷昌三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563 圖解戀愛心理學 澀谷昌三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587 風之名外傳: 沉默的音樂 派崔克.羅斯弗斯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594 大亨小傳 史考特.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張思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71617 寶石森林: 大自然能量療癒著色書 潔西卡.帕默(Jessica Palmer)作; 科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624 迷走城市: 愉悅遊走全世界,英倫頂尖創意舒壓著色書麗茲瑪莉.科倫(Lizzi Mary Cullen)著; 郝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631 德米安: 徬徨少年時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丁君君, 謝瑩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648 幻獸國度: 一頭栽進奇想世界,究極幻想風格著色書克比.羅賽斯(Kerby Rosanes)著; 郝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655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作; 張思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71662 穆罕默德的花園 艾米.沃德曼(Amy Waldman)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686 浪漫國度: 鴨子喬瑟與小女孩艾蓮娜的冒險童話著色書Eriy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嘉市鐵道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嘉市書法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026 電氣工程實務 簡詔群, 簡子傑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6520 恢復神所要造的人 吳國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40917 超萌凸凸玩偶料理74道 東山明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948 是很酷,但又如何?: 看全球頂尖團隊如何把創新變商機馬克.潘恩(Mark Payne)著; 連緯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986 鳥蝶漫舞: 法式線條優雅著色書 Alice Chadwick作; 翊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011 Linux硬體架構與指令之解析 邱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34 玻璃罐常備菜72道: 輕食新運動!是沙拉,是主食,是甜點,也是便當Hiroko Rin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65 言葉之庭 新海誠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89 沖繩.南島日和散策! 照玩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196 你的孤獨,雖敗猶榮 劉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02 命中注定遇見你 克莉絲汀.哈梅爾(Kristin Harmel)著; 殷麗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19 經典三明治100 Nana Hoshiya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26 果汁淨化力: 好萊塢隨行食尚到斷食淨化實踐,來自超級食物的蔬果食譜72道全周漓著; 世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33 鑄鐵鍋の幸福滋味 藤井惠, 堤人美, 相場正一郎監修;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57 從著色體驗法式優雅. III, 探尋日本 Zoe De Las Cases著; 賈翊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64 日常設計. II: 設計的模樣: 解析設計師的本質與修煉金宣我著;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71 跟著小氣少年自由行大阪.神戶.奈良 小氣少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288 統計學,最強的商業武器. 實踐篇 西內啟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誠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16

福祿旺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蒙愛的教會



9789865617295 喂喂,東京你好嗎 Weiweibo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01 可愛塗鴉夢奇地: 北歐童話風格小圖變身設計紋樣,還有療癒輕手作!朴英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18 禁忌世代: 邂逅 安娜.陶德(Anna Todd)著;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32 從著色體驗法式優雅. IV, 城市行旅 Rosie Goodwin, AliceChadwick著; 賈翊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49 松浦彌太郎の即答力 松浦彌太郎著; 許明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56 時間的童話 宋智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63 不要輕蔑免疫力 矢崎雄一郎作; 許明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87 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林昭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17 京都慢遊案內所 Masrs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24 家。手感。小麥香：《巧思廚藝》曾美子老師的家製烘焙曾美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48 日常設計. III: 設計的演繹: 培養設計力的50種遊戲金宣我, 那健著;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55 不僅成交，還要絕對賺錢! 香川晉平著;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2403 侯兩傳水墨畫集. 四 侯兩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3300 郭伯亮書法集 郭伯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9359 聖法訣云: 玄佛劍聖宗壽元佛無量真訣: 聖宗聖法劍門鞏志昇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2

9789868529366 聖法訣云: 玄佛劍聖宗壽元佛無量真訣: 聖宗聖法劍門鞏志昇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管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福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鳴翠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594 Re 顏瑞儀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662 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國際設計跨系所工作營. 2015實踐大學設計學院編 平裝 1

9789866096686 實踐設計學報Praxes. 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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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96716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X公益平臺: 暑期高中生設計體驗營成果專刊. 2015陳文祺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22517 IOT物聯網應用開發實作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2555 Good Jam 法式手作果醬食譜與應用 林怡辰著 平裝 1

9789863122579 積木閱讀法:奇蹟3步驟翻轉英文閱讀力 謝樹明作 平裝 1

9789863122654 運動健身知識家 日本橫濱市運動醫學中心編; 林大凱, 蘇暐婷合譯 平裝 1

9789863122661 正確學會Dreamweaver CC的16堂課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2678 味覺甦醒: 鹽檸檬.鹽柚子新調味料食譜77道 高橋雅子作; 牛瑞雰譯 平裝 1

9789863122739 Lightroom 6/CC聖經: 有10,000張相片就非看不可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2746 Fedora Linux系統管理與架站實務 施威銘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3122760 最愛鑄鐵鍋！：LODGE 鑄鐵鍋美味食譜 水口菜穗子作; 蔡依倫譯 平裝 1

9789863122777 Pancakes甜蜜食譜：鬆餅＆蛋糕65道．甜點醬汁35種石澤清美作; 蘇暐婷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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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冊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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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22784 正確學會Photoshop CC 的16堂課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2791 Arduino互動設計教本之無痛起步: 使用iTank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2807 資訊管理概論: 第三平臺的創新思維 劉文良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22814 接案我最行!jQuery商業範例必殺技 北川貴清等作; 林子政譯 其他 1

9789863122821 完全詳解！免費雲端工具活用事典 Lay著 平裝 1

9789863122838 Access 2013資料庫系統理論與實務 陳會安作 平裝 1

9789863122845 網路規劃與管理實務: 協助考取CCNA證照 蕭志明作 其他 1

9789863122852 設計職人必修: PHOTOSHOP精緻筆刷範例集 Rutles 編輯部編 平裝 1

9789863122876 舒壓小旅行著色畫: 阿拉伯風情 Collectif作; 林舒瑩譯 平裝 1

9789863122883 舒壓小旅行著色畫: 日本小散步 Collectif作; 林舒瑩譯 平裝 1

9789863122890 舒壓小旅行著色畫: 叢林大冒險 Collectif作; 林舒瑩譯 平裝 1

9789863122906 舒壓小旅行著色畫: 曼陀羅世界 Collectif作; 林舒瑩譯 平裝 1

9789863122913 Windows 10非常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2920 陪孩子學程式：Scratch 遊戲設計好好玩 たにぐち まこと作; 林子政譯 其他 1

9789863122937 幸運黃金鞋墊:線條美女心機瘦．告別下半身浮腫小野里勉著; 牛瑞雰譯 平裝 1

9789863122944 運動營養補充品大事典 桑原弘樹作;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2951 簡易手作古董雜貨‧居家小物 留美幸作 其他 1

9789863122968 不是你太笨，是爛UI的錯！：非設計師也該學的介面設計常識中村聡史著; 吳嘉芳譯 平裝 1

9789863122975 躲貓貓- 貓咪的一天著色畫 孔惠珍作 平裝 1

9789863122999 詳盡解說!App Inventor 2中文版Android App範例教本蔡宜坦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23019 我的旅行繪本: 世界遺產&知名景點著色畫 御徒町嵐山等作;Little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49333 世界の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I 蕭淑美總編輯; 瞿中蓮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340 公園街的小黑蟻 珍妮德.哈夫曼(Janet Halfmann)文; 凱薩琳.利茲(Kathleen Rietz)圖; 柯乃瑜譯精裝 1

9789865649357 甜漿果小徑的小黑熊 蘿拉.蓋茲.葛爾文(Laura Gates Galvin)文; 威爾.尼爾森(Will Nelson)圖; 柯乃瑜譯精裝 1

9789865649364 鋸齒草路的短吻鱷 珍妮德.哈夫曼(Janet Halfmann)文; 羅莉.安薩隆尼(Lori Anzalone)圖; 吳梅瑛譯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暢談國際文化



9789865649371 山胡桃小徑的紅狐 凱斯琳.M.霍倫貝克(Kathleen M. Hollenbeck)文; 溫蒂.史密斯(Wendy Smith)圖; 劉育汝譯精裝 1

9789865649388 木蘭圓環的牛蛙 黛博拉.鄧納德(Deborah Dennard)文; 克莉絲汀.凱思特(Kristin Kest)圖; 蕭寶森譯精裝 1

9789865649395 河岸路的犰狳 蘿拉.蓋茲.葛爾文(Laura Gates Galvin)文; 凱蒂.布蘭(Katy Bratun)圖; 蕭寶森譯精裝 1

9789865649401 空心樹巷的花栗鼠 維多莉亞.雪洛(Victoria Sherrow)文; 亞倫.戴維斯(Allen Davis)圖; 許可欣譯精裝 1

9789865649418 北森湖的潛鳥 伊莉莎白.凌(Elizabeth Ring)文; 泰勒.奧頓(Taylor Oughton)圖; 劉育汝譯精裝 1

9789865649425 銀塘巷的箱龜 蘇珊.寇曼(Susan Korman)文; 史帝芬.馬切西(Stephen Marchesi)圖; 許可欣譯精裝 1

9789865649432 果園路的瓢蟲 凱思琳.懷德.佐菲爾德(Kathleen Weidner Zoehfeld)文; 湯瑪斯.布赫斯(Thomas Buchs)圖; 劉育汝譯精裝 1

9789865649449 石溪農場的螢火蟲 溫蒂.菲佛(Wendy Pfeffer)文; 賴利.米克格(Larry Mikec)圖; 吳梅瑛譯精裝 1

9789865649456 午夜谷的鳴角鶚 C.朱魯.藍姆(C. Drew Lamm)文; 喬爾.史耐德(Joel Snyder)圖; 劉育汝譯精裝 1

9789865649463 蘋果樹巷的熊蜂 蘿拉.蓋茲.葛爾文(Laura Gates Galvin)文; 克莉絲汀.凱思特(Kristin Kest)圖; 蕭寶森譯精裝 1

9789865649470 香蒲小路的加拿大雁 珍妮德.哈夫曼(Janet Hslfmann)文; 丹尼爾.J.史德戈斯(Daniel J. Stegos)圖; 廖雅君譯精裝 1

9789865649487 太平洋大道的灰松鼠 潔瑞.哈瑞頓(Geri Harrington)文; 米契兒.蕭邦.羅斯福(Michele Chopin Roosevelt)圖; 許可欣譯精裝 1

9789865649494 林徑的小鹿 凱思琳.懷德.佐菲爾德(Kathleen Weidner Zoehfeld)文; 喬爾.史耐德(Joel Snyder)圖; 劉育汝譯精裝 1

9789865649500 紫菀路的帝王蝶 伊莉莎白.凌(Elizabeth Ring)文; 凱蒂.李(Katie Lee)圖; 廖雅君譯 精裝 1

9789865649517 清溪路的浣熊 卡洛林.B.歐圖(Carolyn B. Otto)文; 凱西.特拉丘克(Cathy Trachok)圖; 許可欣譯精裝 1

9789865649524 眠谷巷的紅蝠 珍妮德.哈夫曼(Janet Hslfmann)文; 湯瑪斯.布赫斯(Thomas Buchs)圖; 許可欣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531 柳溪巷的襪帶蛇 珍妮德.哈夫曼(Janet Hslfmann)文; 安.韋爾泰(Anne Wertheim)圖; 蕭寶森譯精裝 1

9789865649548 劍旗魚洄游 蘇珊.寇曼(Susan Korman)文; 丹尼爾.J.史德戈斯(Daniel J. Stegos)圖; 許可欣譯精裝 1

9789865649555 海馬礁岩 莎莉.M.沃克(Sally M. Walker)文; 史蒂芬.詹姆士.沛魯奇歐(Steven James Petruccio)圖; 許可欣譯精裝 1

9789865649562 虎鯨之歌 麥可.C.阿莫(Michael C. Armour)文; 凱蒂.李(Katie Lee)圖; 廖雅君譯精裝 1

9789865649579 海中王者大白鯊 凱思琳.懷德.佐菲爾德(Kathleen Weidner Zoehfeld)作; 史蒂芬.詹姆士.沛魯奇歐(Steven James Petruccio)繪; 蕭寶森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586 海中巨無霸抹香鯨 科特妮.格蘭南特.拉夫(Courtney Granet Raff)作; 尚恩.古爾德(Shawn Gould)繪; 吳梅瑛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593 紅鮭魚返鄉 芭芭拉.坎斯.溫克曼(Barbara Gaines Winkelman)文; 瓊妮.波波(Joanie Popeo)圖; 劉育汝譯精裝 1

9789865649609 小海象的示警 卡洛.楊(Carol Young)文; 華特.史都華(Walter Stuart)圖; 廖雅君譯精裝 1

9789865649616 小海豚的第一天 凱思琳.懷德.佐菲爾德(Kathleen Weidner Zoehfeld)作; 史蒂芬.詹姆士.沛魯奇歐(Steven James Petruccio)繪; 許可欣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623 寄居蟹的安樂窩 珍妮德.哈夫曼(Janet Halfmann)作; 鮑伯.戴西(Bob Dacey), 黛勃拉.班德林(Debra Bandelin)繪; 劉育汝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630 企鵝家族 凱斯琳.M.霍倫貝克(Kathleen M. Hollenbeck)作; 丹尼爾.J.史德戈斯(Daniel J. Stegos)繪; 許可欣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647 加拉巴哥海狗的熱帶家園 維多莉亞.雪洛(Victoria Sherrow)作; 安.韋爾泰(Anne Wertheim)繪; 許可欣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654 大西洋藍蟹的沙地漫舞 凱斯琳.M.霍倫貝克(Kathleen M. Hollenbeck)作; 瓊妮.波波(Joanie Popeo)繪; 劉育汝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661 河魨的大驚奇 芭芭拉.坎斯.溫克曼(Barbaara Gaines Winklman)作; 史蒂芬.詹姆士.沛魯奇歐(Steven James Petruccio)繪; 劉育汝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678 水中之翼蝠魟 荷珀.厄文.馬斯頓(Hope Irvin Marston)作; 史蒂芬.詹姆士.沛魯奇歐(Steven James Petruccio)繪; 劉育汝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685 白鯨泳道 琳達.林格曼(Linda Lingemann)作; 喬恩.威曼(Jon Weiman)繪; 許可欣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692 小海豹的成長 凱思琳.懷德.佐菲爾德(Kathleen Weidner Zoehfeld)作; 莉莎.彭佛特(Lisa Bonforte)繪; 柯乃瑜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708 章魚的窩 狄爾乍.朗厄蘭(Deirdre Langeland)作; 史蒂芬.詹姆士.沛魯奇歐(Steven James Petruccio)繪; 吳梅瑛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715 海中傳奇獨角鯨 珍妮德.哈夫曼(Janet Halfmann)作; 史蒂芬.詹姆士.沛魯奇歐(Steven James Petruccio)繪; 劉育汝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722 海鷗的岸邊生活 凡妮莎.基安卡米利.柏曲(Vanessa Giancamilli Birch)作; 阿爾頓.藍佛(Alton Langford)繪; 蕭寶森翻譯精裝 1

9789865649739 小海獺自力更生 杜.鮑伊爾(Doe Boyle)作; 羅伯特.羅森(Robert Lawson)繪; 蕭寶森翻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2206 Barolo Library餐桌上的義大利酒王: 我的100瓶巴洛羅紅酒評審指南黃筱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18198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8204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8211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8228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8259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8266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8723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9034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9270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8853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9485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9652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聚樂錄義大利美食



978986351919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9201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9218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922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9348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9355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9362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9379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0242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0457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9560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9959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0372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0624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0730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9063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9874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0266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0587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0198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0594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078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0792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0808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0464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0686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1164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0914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122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151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0938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1263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1256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1119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1232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1539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1782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1799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1805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1812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91829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1584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1591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1607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1614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161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1720 神紀元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1843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2000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2017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2482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185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9218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266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291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1867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2499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2871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2796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2802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2819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2970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2987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2994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346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3137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3496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3854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323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3243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371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9408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357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3588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359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3762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3830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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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8202 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 張憲文等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198219 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 張憲文等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198226 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 張憲文等合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198288 宋美齡文集 張憲文, 武菁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198233 宋美齡文集 張憲文, 武菁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198240 宋美齡文集 張憲文, 武菁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89

蒼璧



9789869198257 宋美齡文集 張憲文, 武菁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9198264 宋美齡文集 張憲文, 武菁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9198271 宋美齡文集 張憲文, 武菁主編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9202619 鑲鑽騎士鐵十字勳章: 二戰德軍27位最高勳章受勳者傳奇決定版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02633 危機與轉機: 中共抗戰中實力之擴張 喬金鷗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916 齊簡: 穿越後花園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916 齊簡: 穿越後花園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225628 戀戀秋水: 秋水40週年詩選 涂靜怡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25642 思影 楊慧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56121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5520 GOD: 神啟末路 御我原作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6459 上仙外傳: 那些人的那些事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6985 臺灣勇者協會TGG 玥主朽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7043 身為女裝少年的我貞操快要不保 上絕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658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9665 風水鬼師 冷殘河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9672 風水鬼師 冷殘河作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銘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3

齊簡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漢藝色研



9789863558989 神武大帝 如狼似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8996 神武大帝 如狼似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061 無限潛力 聖骨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9412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9429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9436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9184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9108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115 我們住在一起 紅九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59139 我們住在一起 紅九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59122 我們住在一起 紅九作 平裝 中冊 1

9789863559146 相公是把劍 一枚銅錢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59153 相公是把劍 一枚銅錢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5920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59214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5922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59245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59269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59283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930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355931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3559337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9351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59368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9375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0151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9450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0144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9474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0168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9467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9481 無限潛力 聖骨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9498 無限潛力 聖骨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9504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59511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00304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00311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59535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 三月九日君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9542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0328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0335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9559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9566 官將: 賞善罰惡 宴平樂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342 官將: 賞善罰惡 宴平樂作 平裝 第5集 1

9789863559573 DarkGuide偽神的惡魔法典 醉蝠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9580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9597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0366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9627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3559634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4600182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4600199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3559702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0373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9719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726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733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0205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212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9740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757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764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9771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788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795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801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818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825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832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9849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9856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9863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9870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988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59894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59900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5991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59924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59931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59948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9955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9962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9979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9986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9993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000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01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002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60003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460004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4600052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0069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0076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00083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00090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00106 神武大帝 如狼似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0113 神武大帝 如狼似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120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0137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502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0519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0229 勇者靠邊站 艾艾羅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526 勇者靠邊站 艾艾羅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0243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0236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0250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274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0533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0540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0267 蒼穹霸主 李布衣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0281 血!!魔導 暮辰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0380 禁斷凶獸少女的不當召喚法❤ 二迴林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0397 神.話. 1, 百妖沸騰的末世 八爪魚作 平裝 1

9789864600403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0410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854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0861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0427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0878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0885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0892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0434 制約天使 DARK櫻薰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0441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0458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0465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0472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0557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1721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0564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0571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1769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0588 神.話. 2, 無間煉獄的旅者 八爪魚作 平裝 1

9789864600595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1745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0601 來自異世界的清水島 楊寒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0618 風水鬼師 冷殘河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0625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1738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0632 身為女裝少年的我貞操快要不保。 上絕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1714 身為女裝少年的我貞操快要不保。 上絕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0649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 三月九日君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0656 蜂舞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0663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0670 蟑螂娘 るい.たまち作; 陳韋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0687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0694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1516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1523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0717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1431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0700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0724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0731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1578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1585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1592 神之左手 蒼狼望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0748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0755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0762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1264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1271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1288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0779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0786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1097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1103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1400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1417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1424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0793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0809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1493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1509 冒牌至尊 左手無敵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0816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00823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00830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0084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01325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01332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01349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01356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600908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0915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1080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1530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1547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092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460093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460094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460136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460137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86460138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4600953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0960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0977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0984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1455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01462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01479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01486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00991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100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160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1615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1011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4601028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864601691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4601707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4601035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1042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1554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1561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1059 禁斷凶獸少女的不當召喚法❤ 二迴林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1752 禁斷凶獸少女的不當召喚法❤ 二迴林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1066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01073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01677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01684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01110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1127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1295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1301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1318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1134 龍象天魔 程劍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1141 撿來一隻阿飄 一朵豌豆黃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01158 撿來一隻阿飄 一朵豌豆黃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01165 不正常の戀愛關係 逢時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1172 絕命拍檔 鬱兔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1189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1196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1202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1219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1226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1233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124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125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181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1394 制約天使 DARK櫻薰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1622 神.話. 3, 暴風與龍同聲謳歌 八爪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01639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1646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1653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1660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1776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1783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1790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1806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2407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2414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2421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1820 皇上與我共戰袍 茴笙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01837 皇上與我共戰袍 茴笙作 平裝 中冊 1

9789864601851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01868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01875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01905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1882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1899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1912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601929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601936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601943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60195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196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197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1981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1998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2001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2018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2025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2

9789864602032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2049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2056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2063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02070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02087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02094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2

9789864602100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2117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2124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213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460214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460215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4602186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2193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2209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2216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2254 神.話. 4, 冰霜與火燄的王座 八爪魚作 平裝 1

9789864602278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2261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2285 絕命拍檔 鬱兔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2292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2315 身為女裝少年的我貞操快要不保。 上絕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2322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2339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2346 制約天使 DARK櫻薰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2353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2360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2377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2391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2438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2445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2452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2469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2476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320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56183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6961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2513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2544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602582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2643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2674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0271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864602742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2773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2810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2919 不正常の戀愛關係 逢時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2940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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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7407 八方迴響: 臺灣八方畫家協會二十週年. 2015第十四次聯展傅彥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849 女性凝視: 女性藝術家影像創作工作坊影像創作發表會展覽手冊吳妍儀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2006 工程契約與法律 臺灣工程法學會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3225 藝象萬千天工百藝. 2015: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會員圖錄張正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61935 尋夢人生 李發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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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量光院臺灣別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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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工程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47

送存冊數共計：329

臺灣八方畫家協會



9789868806917 民國初年自日本回傳真言宗: 阿闍梨復興唐密的歷史定位融永, 阿闍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3819 牙周醫學辭彙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883 至偉聖枝: 阿博都-巴哈的生平故事 希特周.加斯特著; 史文韜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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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3395 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王治心編 臺七版 平裝 1

9789574323401 因明入正理論悟他門淺釋 陳大齊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3418 幻廬佛學著述三種 周曉安著述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4446 中國近代史料拾遺 桂崇基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4324453 中國邊疆民族史 劉義棠著 三版三刷 精裝 全套 1

9789574324460 廿四史傳目引得 梁啟雄著 臺五版三刷 精裝 1

9789574324477 唐代政教史 劉伯驥著 修訂一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4324484 中日關係史 李則芬著 臺二版三刷 精裝 1

9789574324491 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 周憲文編 再版三刷 精裝 1

9789574324644 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孫克寬著 再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4324651 道家與神仙 周紹賢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325191 哲學概論 趙雅博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4325207 中國古代哲學史 陳元德著 臺五版 平裝 1

9789574325214 中國哲學史綱要 蔣維喬編著 臺七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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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中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



9789574325221 中國哲學史 謝无量編著 臺五版 平裝 1

9789574325238 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 蔣維喬編著 臺四版 平裝 1

9789574325245 嚴復思想述評 周振甫編 臺三版 平裝 1

9789574325252 莊子篇目考 張成秋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269 魏晉思想論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著 臺九版 平裝 1

9789574325276 莊子淺說 陳啟天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25283 大眾理則學 陳大齊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25429 人理學 陳立夫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4325436 漢代哲學 周紹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443 易學應用之研究. 第二輯 陳立夫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450 莊學研究 陳品卿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467 哲學易通: 中西哲學綜論 張益弘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474 社會心理學 李長貴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25481 教育心理學　 H. L. Hollingworth著;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譯 臺七版 平裝 1

9789574325498 孔孟與諸子 張柳雲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504 列子要義 周紹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511 莊子要義 周紹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528 老子要義 周紹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535 荀子要義 周紹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25542 先秦道家思想研究 張成秋撰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25559 蘇軾思想探討 凌琴如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25733 平凡的道德觀 陳大齊著 五版三刷 平裝 1

9789574300327 易學應用之研究. 第三輯 陳立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0785 現代倫理學 龔寶善著 十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01355 易學應用之研究. 第一輯 陳立夫主編 五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01409 老子易知解 鄭曼髯著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01720 老莊哲學 胡哲敷著 臺六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02437 中國通史 金兆豐著 臺10版三刷 精裝 1

9789574302444 清朝全史 稻葉君山作;但燾譯 壹五版 精裝 1



9789574302529 宋代政教史 劉伯驥著 初版二刷 精裝 上冊 1

9789574302536 宋代政教史 劉伯驥著 初版二刷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7206 走入大山謂有福: 臺灣仁醫騎士會義診全紀錄 黃碧松, 賴維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8914 母乳哺育: 理論與實務 楊靖瑩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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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79846 臺灣仙履蘭專輯 黃清源總編輯 精裝 第5冊 1

9789572979853 臺灣仙履蘭專輯. VI 沈義隆總編輯 精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9722 耆賢點滴 世曦映象 許菁珊執行主編 平裝 1

9789868619739 看見臺灣世曦 張念中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414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 2013年 鄒國益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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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仙履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5

臺灣仁醫騎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978986882844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ICPMMT. 2015Gow-Yi Tzou[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07128 世界橋樑 安吉亞.沙西.派律諾(Angia Sassi Perino), 吉歐吉歐.法拉吉安(Giorgio Faraggiana)作; 范立云, 傅一行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135 世界摩天大樓 安東尼諾.泰拉諾瓦(Antonino Terranova)作; 黃中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142 世界大教堂 哥拉吉艾拉.勒拉.西亞葛(Graziella Leyla Ciaga)作; 焦曉菊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159 世界燈塔 安納馬立亞.李拉.馬立歐提(Annamaria Lilla Mariotti)作; 焦曉菊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166 世界新都會巨人 安東尼諾.泰拉諾瓦(Antonino Terranova), 姜保拉.史皮里托(Gianpaola Spirito)作; 黃中憲, 焦曉菊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173 世界城市廣場 瑪麗亞.泰利莎.佛拉波莉(Maria Teresa Feraboli)作; 李明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197 世界博物館建築大賞 朱利亞.卡明(Giulia Camin)作; 焦曉菊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63362 Brothers conflict 叶瀨め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379 Brothers conflict 叶瀨め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744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666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1, 高坂穗乃果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673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2, 園田海未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789 東京新旅行. 2015年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65038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3, 南琴梨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045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4, 西木野真姬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052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5, 小泉花陽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5328 闇之國的小紅帽 Killer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5441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5878 曼谷新旅行 勞倫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035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11, 擊出!比星光更快!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艾瑪文化



978986366604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059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6066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5, 古都內亂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66073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080 艦隊Collection: 鶴翼之絆 內田弘樹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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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3666103 艦隊Collection陽炎,起錨! 築地俊彥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5908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6240 美眉憋不住 走馬燈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271 SpeXial Life泰青春寫真遊記 SpeXial文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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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6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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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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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666523 七彩香氛: 聆聽香味訴說的祕密 淺葉なつ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530 妖怪拉糖舖奇譚 紅玉いづき作; 李逸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547 不哭不哭,痛痛飛走吧 三秋縋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561 山海相喰異話 小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578 最時尚的愛情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936 最時尚的愛情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6585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6592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2, 阿克迪歐斯的聖女 虎走かける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6608 雪翼的芙莉吉亞 松山剛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615 女騎士小姐,我們去血拼吧! 伊藤ヒロ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622 隱匿的存在 KEMU VOXX原案; 岩關昂道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639 告白預演系列. 2, 嫉妒的答覆 HoneyWorks原案; 藤谷燈子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646 Overlord. 6, 王國好漢 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66653 我家有個地下城 天羽伊吹清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677 冰境的艾瑪莉莉絲 松山剛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684 關於日本漫畫家到臺灣這件事 椎名晴美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691 狐仙的戀愛入門 よしだもろへ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6707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一葵さやか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714 惡魔高校DxD 石踏一榮原作; みしまひろじ漫畫; Kosara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6721 新機動戰記鋼彈W Endless Waltz敗者們的榮耀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小笠原智史漫畫; 林莉雅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6738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6745 最近,妹妹的樣子有點怪? 松沢まり作; 任天狗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6752 狼與辛香料 支倉凍砂原作; 小梅けいと漫畫;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6769 Not lives 烏丸渡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776 鋼彈創鬥者A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今ノ夜きよし漫畫; umon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783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6790 TYPE-MOON學園: 迷你同樂會! TYPE-MOON原作; 華々つぼみ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806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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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666820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原作; 大庭下門漫畫;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6837 青春偏差值 高城リョウ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844 境界線上的地平線 川上稔原作; 武中英雄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6851 只想把你占為己有 千鳥ペこ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868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6875 散步臺南.漫時光私旅行 Taipei Walker編輯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899 唐草圖書館來客簿. 2, 冥官小野篁與暖春的「無道」們仲町六繪作; 蔡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905 女學生偵探與古怪作家 てにをは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912 月影骨董鑑定帖 谷崎泉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6929 忘卻的愛麗絲 筆尖的軌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943 承載思念的蒲公英 瀰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950 王者英雄戰記. 下, 命定的「王」與回歸之門 稻葉義明作; 珂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967 皇帝聖印戰記. 3, 白堊的公子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974 噬血狂襲. 12, 咎神騎士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6981 蟲之歌. 15, 歌頌夢想的蟲群 岩井恭平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66998 春日坂高中漫畫研究社. 第2期, 夏日苦短,少女綻放吧!あずまの章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001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6, 星空凜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018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7, 矢澤日香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025 絕對的孤獨者. 2, 發火者The Igniter 川原礫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032 槍械魔法異戰. 2, 黑鎧與魔科學使徒 長田信織作; K.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049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7056 幼女戰記. 2, Plus Ultra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063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7070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5, 爆裂紅魔Let's & Go!曉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087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7094 魔法工學師 秋ぎつね作; 余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100 腦漿炸裂Girl. 3, 大致上都很魯莽衝撞 れるりり原案; 吉田惠里香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117 這樣算是殭屍嗎?. 17, 是的,我不會死 木村心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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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7131 異變之月. 1, 珠寶盒上的明月 渡瀬草一郎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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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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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7162 給你的臨別之吻 ミズノ內木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179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2, 末路人十香 橘公司原作; 犬威赤彥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186 在下坂本,有何貴幹? 佐野菜見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193 心靈偵探八雲 神永学原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7209 湯尼嶽崎的鋼彈漫畫沙克沙克大作戰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湯尼嶽崎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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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3667223 新世紀福音戰士: 碇真嗣育成計畫 Khara原作; 高橋脩漫畫; 陳宏生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67230 姊嫁物語 森薰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7247 歡樂☆公寓 桂明日香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254 百無禁忌!女高中生私房話 鈴木健也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261 櫻x櫻 森繁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7278 機動戰士鋼彈 逆襲的夏亞: 貝托蒂嘉的子嗣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さびしうろあきx柳瀨敬之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285 我的主人就愛調戲我 みなみ遥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292 GUNNERS槍械異戰 天王寺キツネ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308 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合鴨ひろゆき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7315 ISUCA依絲卡 高橋脩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7322 記錄的地平線外傳Honey Moon Logs 橙乃ままれ原作; 松乇トャ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7339 實現之星 高橋彌七郎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7346 自由之丘六分儀咖啡館. 2, 回憶中的香料滋味 中村一作;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353 月影骨董鑑定帖 谷崎泉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7377 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 歐莎.葉克斯托姆(Asa Ekstrom)作;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391 他看她的第2眼原創小說 杜欣怡, 王玉琪劇本; 李婉榕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407 山海相喰異話 小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7414 守師 DARK櫻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7421 勇者的師傅大人 三丘洋作; 張信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438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外傳!? 成田良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445 軍武宅轉生魔法世界,靠現代武器開軍隊後宮!? 明鏡シスイ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452 我與她的遊戲戰爭 師走トオル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469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7476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 十本スイ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7483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12, 提前?退休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490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1, 特攻強襲時雨沢惠一作; 川原礫監修;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513 惡魔高校DxD. 19, 總選舉的杜蘭朵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605 艾蕾卡7 AO Bones原作; 加藤雄一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7612 荷包蛋的蛋黃何時戳破最美味 おおひなたごう漫畫; 方郁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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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3667650 妾願為君亡 くずしろ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7667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67674 槍械少女!! 天王寺キツネ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7698 笨蛋,測驗,召喚獸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井上堅二原作;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7704 記錄的地平線: 西風旅團 橙乃ままれ原作; こゆき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7711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2, 末代忍者少女降臨(壹)Bradley Bond+Philip.N.Morezez原作; 余湖裕輝漫畫; 林哲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759 小長門有希的消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黃任遠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7766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67773 花之都古! TYPE-MOON原作; 桐嶋たける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780 至高指令 えすのサカエ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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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667803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一方通行 鎌池和馬原作; 山路新漫畫;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834 小小魔法使響 麻枝准原作; 依澄れい漫畫;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7858 RDG瀕危物種少女 荻原規子原作; 琴音らんまる漫畫; 洪于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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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6334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十輯 林伯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06334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十輯 林伯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80801 我有好人公司要開張 周姚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917 狐狸站長 間瀨直方作.繪; 周慧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924 樹葉車票 間瀨直方作.繪; 周慧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955 8.1.3之謎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1020 青春方程式: 27位名家給青少年的私房話 王小棣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037 楊家將 齊仲瀾改寫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1044 青果子 林芳萍文; 趙國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051 小王子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原著; 杜子西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1068 書 大衛.邁爾斯(David Miles)作; 納塔莉.胡波斯(Natalie Hoopes)繪;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075 彩虹花 林芳萍文; 貝果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082 好多好多好多隻小羊 野花遙作.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35

送存冊數共計：137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9789863381105 22個孤兒 堤吉比.費爾德肯卜作; 菲利浦.赫普曼繪; 方素珍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6705 島嶼奏鳴曲 齊柏林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4832 Canon攝影馬拉松紀念冊. 2014 臺灣佳能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17890 浪漫假期就從接吻開始: 豪華郵輪之戀EX 水上ルイ作; niw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033 秘密警察. FILE:2, Confidential 石沢克宜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040 櫻之雨: 我們在這裡重逢 雨宮ひとみ作; 貓ノ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16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8071 日本助孕聖手親授改善不孕體質,打造好孕氣 山田光敏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170 玉米蛇超圖鑑: 簡單了解玉米蛇的飼養要訣 Go!! Suzuki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200 契合度最棒的戀人 麻生海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217 笨拙的我還是最喜歡你 山田パピコ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224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8231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18255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8262 我們的最大公約數 嘉島ちあき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279 愛與虛偽的KISS 深井結己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286 Cold light 木原音瀬原作; 麻生ミツ晃作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佳能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阿布電影



9789863318293 迷你之愛 野垣スズメ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09 動漫專門店. 2, 跟楚楚可憐的兒時玩伴一起開房間,有什麼問題嗎?尼野ゆたか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23 一個缽盆就能完成美味小點心!塔派、馬芬、餅乾輕鬆做西山朗子作;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30 愛因斯坦玩邏輯. 12 愛因斯坦研究會編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47 盲目的愛戀與友情 辻村深月著; 王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54 從擺盤到上菜,125道獨創開胃菜 柳館功著; 李巧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61 寫給創作者的奇幻傳說事典 山北篤著;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78 用量杯和量匙就可以輕鬆做的美味麵包38款 ムラヨシマサユキ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85 50歲必學的生活整理術 坂岡洋子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392 動動你的腦: 腦權威教你遠離失智的全方位腦力進化術林成之著; 王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408 日本人氣咖啡廳の私藏甜點: 35道招牌食譜大公開世界文化社編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415 東京今昔物語: 探訪江戶時代的名勝、遺跡、生活岡本哲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422 復刻歲月痕跡!巧手打造人文復古宅 なつめ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439 態度: 業務員的基礎,比業績更重要的事 川田修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446 圖解經典名椅 西川榮明著; 王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453 我的內褲被盯上了 深山おから原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8460 甜美的咬痕 金子アコ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477 頂尖殺手246 高橋慶太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8484 你的吻有謊言的味道 サガミワ力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8491 三秒後吻上你 桑原祐子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507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18514 棺偵探D&W 光永康則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8521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8538 這份愛值多少錢? 鷹丘志成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545 憂鬱的心情 ココロ直作; 陳柏翰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8552 安格斯: 星座魔法曆. 2016 安格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552 安格斯: 星座魔法曆. 2016 安格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569 仙杜瑞拉 高円玲音作; 都筑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576 青鬼. 復讐篇 黑田研二作; 林柏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583 澪之料理帖. 陸, 北斗之星 髙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590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8606 0的迎擊 安生正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13 彩繪世界絕景!用繽紛畫筆環遊世界: 非洲、美洲高琇映著; 李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20 日日元氣飯糰: 帶便當、去野餐都大滿足的美味飯糰73款あ~るママ作; 劉詠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37 彩繪世界絕景!用繽紛畫筆環遊世界: 歐洲、亞洲、埃及高琇映著; 李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44 四季和風料理: 京都料亭傳承15代的智慧與美味高橋英一, 高橋義弘作;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51 療癒泡湯魂!達人嚴選日本名湯宿60選 郡司勇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68 經典紐約風甜點: 派、塔、蛋糕 平野顯子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75 MONS☆PANIC: 妖怪大亂鬥 NEOTYPE著; 李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82 燒肉美味手帖 藤枝祐太監修; 黃于滋, 李建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699 行動吧!邁向好運人生 植西聰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705 無添加&最省時: 白神小玉天然酵母麵包 大塚せつ子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712 打造理想廚房: 設計&用材&動線,完美規劃 X-Knowledge Mook My Home+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729 新.料理仙姬 菊地正太著;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18736 蜜糖城堡: 佐藤和佐東 早餐之卷! 日の出ハイム作; 流川昂譯 平裝 1

9789863318743 很耀眼不是嗎? 島あさひ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750 自家戀愛中毒 モンデソアキコ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767 主從是同級生 南月ゆう作; Sherry Hs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741 即使如此也無所謂 まさお三月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895 強勢作家與敗犬的初戀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901 會長陛下的甜蜜之吻 香坂あきほ作; 小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229 戰國BASARA 伊藤龍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3786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8859 1分鐘改變人生的幸褔處方箋 DaiGo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866 酵母一點點: 少許酵母x無奶油x快速出爐的小麵包&貝果幸榮著; 小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873 琺瑯鑄鐵鍋、陶鍋、平底鍋都OK-42道美味燉煮料理星谷菜々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880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8897 美味無負擔!東京手作養生甜點66款 深澤曉子著; 劉詠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03 星間商事株式會社社史編纂室 三浦紫苑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10 呆萌無敵!柴犬MARU. 第2彈!! 小野慎二郎著; 小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27 滿滿幸福的味道!75道超下飯日式家常菜 冨田唯介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34 名廚獨傳!法式家常料理45道 Macaron由香著;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41 差異創造學: 揭露職場精英的成功祕密 松本利明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58 改善視力+集中力UP!給兒童的每日護眼操 山口康三監修;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65 經典刀具事典: 突擊刀、軍用刀、瑞士刀......50把名刀全收錄!金子英次監修;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72 曼谷地鐵遊. 2016年 media porta編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89 江戶紋樣歲時手帖: 52款傳統圖樣帶你領略江戶人文風華之美熊谷博人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38301 高等會計學(IFRS版) 鄧淑珠著 4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8356 Subjectivity in danger: Jean Rhy's wide sargasso sea,hanif kureishi's the buddha of suburbia,and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Hsiau-hung Ya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8363 Cortex-M3 在RTOS之應用與實作: 使用RTK系統平臺張慶龍著 1版 其他 1

9789574838370 中英互譯實作與解析 黃永裕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387 東華經典句型與翻譯練習 曾貴祺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394 中級會計學 張仲岳等著 2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8400 測量學: 21世紀觀點 葉怡成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574838417 微積分 陳焜燦, 陳緯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574838424 職場英語趴趴GO! 謝竺樺, 吳佳蓓, 許正作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431 高等會計學 鄧淑珠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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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3747 社會企業經營 胡哲生, 李禮孟, 黃浩然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0

送存冊數共計：80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028 重新認識中國 甯應斌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321 心海暢歌: 黃圻文抽象繪畫創作集 黃圻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352 靈性飛翔: 為甚麼我要畫抽象畫? 黃圻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1822 音樂策略應用於班級經營 王盈家等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9323 非油不可.好油難尋(家庭廚房版) 高志明作 平裝 1

9789869189330 非油不可.好油難尋(校園科普版) 高志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6894 多媒體與創新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臺灣首府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首府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柯大宜音樂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英文新聞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音.悅工場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9853 客語文學小說選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9789868779860 當代客家文學. 2015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42316 臺灣軌道建設與發展 王炤烈等編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5869 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規則 陳彥宏編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8495883 國際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規則 陳彥宏編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8495890 船舶必備證書與文件概說 陳彥宏編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0135 設計X臺北 國際海報邀請展 林俊良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9518 介入性疼痛處置技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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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疼痛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海安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海報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軌道工程學會



9789869211901 好魚慢食: 吃對海鮮愛海洋繪本 林愛龍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824 環境保護與紡織產業 姚興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02922 生物學 Jane B. Reece等原著; 王姿文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946 工程經濟學 William G. Sullivan, Elin M. Wicks, C. Patrick Koelling原著; 李克聰編譯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802953 微積分 Goldstein. Asmar等原著; 郎正廉, 施俊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977 朗文12週搞定新多益單字 齊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2984 社會統計學 Jack Levin, James Alan Fox, David R. Forde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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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03004 計算機概論 J. Glenn Brookshear, Dennis Brylow原著; 林信男翻譯12版 平裝 1

9789862803004 計算機概論 J. Glenn Brookshear, Dennis Brylow原著; 林信男翻譯12版 平裝 1

9789862803028 應用力學: 靜力學 R. C. Hibbeler原著; 江新祿, 洪瑞斌, 張志毅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03035 Write to Know: The Art of Effective Sentence Writing吳文舜, Jeffery Luther著 平裝 1

9789862803042 工程力學: 靜力學 R. C. Hibbeler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3066 電路學 James W. Nilsson, Susan A. Riedel原著; 朱堃誠, 李大輝, 王信雄譯十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03080 電路學(精華版) James W. Nilsson, Susan A. Riedel原著; 朱堃誠, 李大輝, 王信雄譯十版 平裝 1

9789862803110 工程電磁學 David K. C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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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71825 十年詩萃: <>選集 蔡秀菊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現代詩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34699 誰的箱子? 瀨名惠子文.圖; 黃克文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4705 誰喜歡吃紅蘿蔔? 瀨名惠子文.圖; 黃克文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4910 可愛的小鳥 喬.菈居(Jo Lodg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927 小恐龍來了 喬.菈居(Jo Lodg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934 想嗯嗯的小牛 喬.菈居(Jo Lodg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941 學飛的貓頭鷹 喬.菈居(Jo Lodg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972 重返春秋戰國 周婧景文; 胡舒勇, 陸嘉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351 笑傲秦漢 牟琳琳作; 趙洋, 趙俊程, 高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399 小鴨的彩虹 法蘭西絲.貝瑞(Frances Barry)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429 飽覽五代十國 周婧景文; 唐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6044 我的第一本鋼琴書 山姆.塔普林文; 瑞秋.斯塔布斯圖 精裝 1

9789862036075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寓言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082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寓言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036099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民間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105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民間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036112 忙碌的機場 羅伯.洛伊德.瓊斯文; 史戴弗諾.陶格奈提圖; 謝維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129 我們的世界 艾蜜莉.伯納文; 瑪莉安娜.奧格勒亞克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136 偷偷看一下農場 安納.米爾布倫文; 歐嘉.德米多娃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136 偷偷看一下農場 安納.米爾布倫文; 歐嘉.德米多娃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167 偷偷看一下: 花園 安娜.米爾布倫(Anna Milburen)文; 席夢娜.迪米特利(Simona Dimitri)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174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羅爾文; 格拉姆.貝克史密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334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神話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334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神話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334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神話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341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神話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麥克



9789862036341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神話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036341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神話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036365 酷炫的車子 羅伯.洛伊德.瓊斯文; 史戴弗諾.陶格奈提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372 這樣不公平!: 品格體驗.生活發現 黃相奎文; 金榮修圖; 曹玉絢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6402 咦?神奇特透視書! 蘇菲.多瓦文.圖;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402 咦?神奇特透視書! 蘇菲.多瓦文.圖;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419 樂智遊戲書: 小女孩夢幻狂想曲 露西.鮑曼, 詹姆士.馬克蘭文; 艾瑞卡.哈利森等圖; 麥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426 樂智遊戲書: 小男孩瘋狂大冒險 詹姆士.馬克蘭, 露西.鮑曼文; 艾瑞卡.哈利森等圖; 麥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440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文; 徐龍男圖; 蘇世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036464 新谷弘實: 年輕20歲，從食開始 新谷弘實文; 唐一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6471 史上最強迷宮書: 挑戰邏輯專注力和眼力. 1 路得.羅素, 娜耶拉.埃弗羅, 康迪絲.華特摩爾圖; 克莉絲汀.羅伯森文; 麥維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6488 史上最強迷宮書: 挑戰邏輯專注力和眼力. 2 馬帝亞.賽拉圖等圖; 菲爾.克拉克文; 麥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6532 0-6歲親子悅讀地圖 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7188 靜止在旅途中 呂艷芳, 王彥鎧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0342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廖遠光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6501 太平洋產寶石珊瑚國際研討會結案報告. 2014 鄭明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530254 選舉,不是你想的那樣!: 人渣文本的48堂公民實戰課周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9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



9789570530278 血親 安.范恩(Anne Fine)著;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285 文字析義注 魯實先作; 王永誠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0530292 寫出高分作文: 歷屆大學考試作文範本與解析 林金郎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0903 聖經芝麻開門 柳摩西著; 臺灣推喇奴書房翻譯團隊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88792 天上的父 蔡茂堂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5707 施恩座前 蔡茂堂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5475 In This Way, We Are Witnessing!用按呢,阮在見證鄭兒玉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59288 突破傳統框架的神學: 女性主義觀點的神學要義伊麗莎白.強森(Elizabeth A. Johnson)等作; 林秀娟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4602 黏土藝術工藝手作之美: 臺灣國際心手藝推廣協會會刊. 2015年臺灣國際心手藝推廣協會師資群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心手藝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和平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推喇奴書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1221 臺灣國際水彩畫邀請展. 2011 黃進龍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231238 傳統與變革. 2012: 臺灣-澳洲水彩畫交流展 黃進龍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231252 泰風光: 臺灣國際水彩畫邀請展. 2014 黃進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9162 恩典指南: 通往在基督裡自由的鑰匙 梁山姆著; 吳欣怡, 林政嘉, 謝佩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651 臺海藝蹤. 2015 馮儀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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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1505 勞動法裁判選輯. 七 焦興鎧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0466 勞動科學之建立: IEIR勞動市場模型 彭百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勞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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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畫院(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勞動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國際基督教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6804 健康評估與鑑別診斷 Joyce E. Dains, Linda Ciofu Baumann, Pamela Scheibel原著; 高上淨翻譯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666811 護理實證實務手冊 Jean V Craig, Rosalind L Smyth原著 ; 王紀勳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828 核子醫學與PET/CT: 技術學與技術 Paul E. Christian, Kristen M. Waterstram-Rich作; 丁慧枝編譯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666897 小動物急診手冊 Signe J Plunkett作; 陳珊蒂等翻譯 第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66903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作; 高上淨, 楊建昌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6927 Mosby's呼吸照護速覽手冊 Helen Schaar Corning原著; 彭逸豪翻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666934 肌力測試: 徒手檢查與表現測試之技巧 Helen J. Hislop, Dale Avers, Marybeth Brown原著; 郭怡良, 李映琪, 黃曉琳翻譯第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8274 薩祖鐵鏆斛食濟練科儀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編輯委員會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68281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概史: 北極真武玄天上帝聖紀羅文桂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68298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廟誌: 道教學術. 2015 玄義宮廟誌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267601 黃籙經典科儀範本 玄義宮廟誌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267618 太上靈寶朝天謝罪大懺 玄義宮廟誌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6859 導熱基板量測準則 臺灣電路板協會規範研究委員會編審 再版 平裝 1

9789868876880 HDI製程智慧自動化建置之策略研究 臺灣電路板協會市場資訊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8876897 PCBSHOP採購指南. 2014 [臺灣電路板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0601 電路板最終金屬化表面處理 趙延德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0656 臺灣電路板產業白皮書. 2014年版 臺灣電路板協會產業策略研究小組 平裝 1

9789869030663 PCBshop採購指南. 2015 [臺灣電路板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0670 全球PCB智慧自動化發展趨勢 臺灣電路板協會市場資訊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電路板協會

臺灣愛思唯爾



9789869030687 中國大陸智慧終端客戶趨勢研究 臺灣電路板協會市場資訊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030694 軟性電路板技術介紹 林定皓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72806 PCB製程與問題改善 林定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172813 電路板技術實務問答 林定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72820 臺灣電路板產業市場調查報告. 2014(2015版) 臺灣電路板協會市場資訊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172837 高密度印刷電路板技術 林定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172844 生產管理經驗實錄 徐永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2851 電路板製前設計 王怡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1436 TCGA電腦對局研討會論文集. 2015 許舜欽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51436 TCGA電腦對局研討會論文集. 2015 許舜欽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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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3056 臺灣膠彩畫展. 第三十三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02805 人體排寒手冊: <>的養生大法 王長松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1302829 看穿你的已讀不回：從職場到情場，讓你無往不利看清真心的「識破心理學」漫畫圖解聖經Yuuki Yuu監修; Sugiyama emiko繪 平裝 1

9789861302836 學巴菲特只買龍頭股存好股勝定存，讓錢自己流進來林立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898 有錢人做對50件事,33歲成為億萬富翁: 投資自己,報酬率翻十倍,終生受用無窮午堂登紀雄著; 李青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904 史上最療癒!樂活陽台蔬菜盆栽: 第一次做都市農夫就上手!82種安心蔬菜輕鬆種隨手摘金田初代著; 蔡沐晨譯 平裝 1

9789861302911 不懂也能裝懂!: 不怕被拆穿の頂尖說話術 Laurence Whitted-Fry著; 鄭佳珍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電腦對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膠彩畫協會



9789861302928 內容的力量:不販賣商品!用「內容行銷」讓客人自己找上門!宗像淳著 平裝 1

9789861302935 寶貝你在我肚子裡幹嘛？：1天1分鐘，在家就能做！紙上超音波幫你解讀媽媽＆寶寶最親密的互動與成長AERA with Ba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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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1701 經濟動物常見疾病. 豬隻篇 張聰洲, 謝文逸, 程克儉編 平裝 1

9789869231701 經濟動物常見疾病. 豬隻篇 張聰洲, 謝文逸, 程克儉編 平裝 1

9789869231718 經濟動物常見疾病. 陸禽篇 張聰洲, 謝文逸, 程克儉編著 平裝 1

9789869231718 經濟動物常見疾病. 陸禽篇 張聰洲, 謝文逸, 程克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5351 行政訴訟權保障之現代意義. 二, 日本與臺灣行政法之比較研究闕銘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89565 童書久久 臺灣閱讀協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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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3706 戰略學 劉湘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3706 戰略學 劉湘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戰略模擬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聲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論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閱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養豬獸醫師專科醫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430 臺灣聲學學會104年會員大會暨第二十八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6645 願望大頭貼 區心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415 我的秘密 鄭元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015 臺灣藝術研究院. 2015: 臺灣國展油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臺灣藝術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4022 臺灣意象: 漆藝彩繪創作 李宏泰, 謝宜潔文字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8768 梁藍波.聚合大系 梁藍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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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8777 管理護理師考試題庫 莊子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8784 轉型的力量: 再造與重生逆轉勝 李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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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繪本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術



9789869221108 全球公民 全球護理: ICN韓國首爾國家代表會議暨國際護理研討會會議專刊. 2015秘書處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9170 悲智雙運觀自在 釋妙蓮(Miao Lien Shi)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187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life Miao Lien Shi作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6407 阿亞的初登板 魏柏任繪; 樂菓子文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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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9681 日文擬聲態詞原來這麼容易: 看鈴木一家怎麼說柘植美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3956 N3即時檢測!1300單語帳 德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0911 N4即時檢測!1300單語帳 德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0928 N5即時檢測!1300單語帳 德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4910 超級嬰幼兒副食聖經 露絲.亞龍(Ruth Yaron)著; 郭惠心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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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文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菓子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靈巖山寺



9789868166417 越做越愛：男女必修性愛學分 艾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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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65746 中醫保健. 参 鄭阿乾著 叁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481 會說話的食譜書: 養生粥膳 陳志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021 跟著維尼媽的斷乳食譜這樣吃: 不生病、不挑食、不過敏的158道營養食譜維尼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8090 貝貝的彩虹傘 陳磊文; 積木童畫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254 法國女人維持身材的秘密健康美味的百變優格冰JOSEPHINE PIOT編著; 江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261 寶寶尋寶: 動物世界 樂幼編輯部文; 苗文靖工作室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278 寶寶尋寶: 繽紛樂園 樂幼編輯部文; 苗文靖工作室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860 自我探索之旅: 禪意花園 Eric Marson著; Clara Catalan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877 冥想花園: 重拾彩繪著色畫的樂趣 Eric Marson著; Clara Catalan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404 小蘇打環保居家清潔:居家清潔術230項 ブテイシク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473 陽臺種菜種花香草 楊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04 一人食,一杯搞定: 杯料理烹飪幸福料理 樂媽咪名廚團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11 食尚罐沙拉,享受層疊美味 樂媽咪名廚團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28 讓你年輕十歲的果蔬酵素 樂媽咪名廚團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35 「型男奶爸-臣銘」の聰明育兒術!: 只要用對方法,你是型男也是奶爸!臣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42 116款愛心烘焙點心 楊曉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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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賣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幼文化



9789868795044 詩人之外: 歪仔歪詩刊. 第十三期. 2015 詹明杰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9501 小巫婆的四物湯: 播音員亞青ㄟ酸甘甜 黃亞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518 生存任務: 鯊魚的突襲 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著; 潘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440 我在歐洲打工旅行,你呢? 瓷小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457 我的女兒就這樣在德國長大 楊荔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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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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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2

97898692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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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2

978986925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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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8692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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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4406 劉再興陶器館館藏品. 一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5173 好味豆腐: 38道低卡甜點開心吃: 豆腐、豆渣、豆乳、油揚豆皮創意點心鈴木理惠子著; 陳曉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180 完全腸道淨化手冊: 健康整腸,排出體內廢棄毒素!劉麗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197 每天7秒健康操: 36招強化肌耐力,有效改善肩頸.腰部.膝蓋痠痛問題!湯浅景元作;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劉再興陶器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稻田



9789865665203 平心靜氣的日常練習：再忙也要學會撫慰自己的情緒張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210 好吃&好作.零負擔の豆腐甜點:低糖低脂低卡的爽口點心鈴木理惠子著 ;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227 好好睡,睡得好!: 快速入眠.輕鬆圖解 三橋美穗監修 ;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234 喝水,是一門學問 許福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234 喝水,是一門學問 許福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258 日本超人氣新修版芳療植物圖鑑聖經: 113種彩繪芳療植物介紹&48款生活香氛配方佐々木薫監修; 鄭純綾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65265 香氣記憶: 透過氣味分子喚醒內在感知能力 陳美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8611 緬甸仰光華僑中正中學高中第九屆重建班重建續緣紀念特刊黃通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3787 公務人員隨身手冊. 2015 侯瑞宏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33794 臺灣自由行隨身手冊. 2016(簡體字版) 邱重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3161 工廠女孩 張彤禾(Leslie T Cha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635 彷彿從未心碎 邰敏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642 我是大貓熊 譚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666 以病為師 吳沛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673 一看就會的說話之道 唐牧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680 實畫實說 康耀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727 卡子 遠藤譽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仰光華僑中正中學高中第九屆重建班



9789865983734 水晶頭顱的預言 卡玲.塔歌作; 鄭慧貞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741 叩問無常 陳炳宏, 阿媞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758 12色彩性格幸福占心 康耀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772 唯美風景攝影: 從發現美景、拍攝美景到成為美景陳志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789 被劫持的私生活 肉唐僧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802 一個人住的幸福 高小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819 猜孩子心思,不如懂孩子心理 李曉晴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857 西藏脈動瑜珈 Vydi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895 音樂大夫的樂理 杭士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3918 科學都是玩出來的 陸含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925 作夢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史上最精準的解夢心理學靳汝陽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932 人生最好的加持與開示: 佛陀講給眾生聽的100個故事李得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949 一個人,兩座城: 趁單身好好愛 高小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956 老師不會教的職場哲學 楊家誠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963 那些單身必須知道的事 邰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970 情人的情人 邰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987 愛過你,彷彿從未心碎 邰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994 叩問男女 陳炳宏, 阿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09 嘴巴就是競爭力 李志堅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16 眼裡的風景,書中的風情: 奈良,一生不可錯過的文化之旅陳銘磻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23 角落裡的風景 張又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30 再忙、健康不可忙: 寫給大忙人看的116+1個養生妙招林文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47 多彩世界: 色鉛筆創意、手繪全解析 佳影動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54 心理魔法壺 嚴文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61 慢走,細看: 在未知的風景裏找到未知的自己 舟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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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送存冊數共計：32

黎明文化



9789571608570 囚困少年-NO.6103 賴文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587 戀眷的幸福 李秋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594 相信愛 劉安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617 中緬印戰區盟軍將帥圖誌 晏歡, 胡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631 人性百善 吳東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648 追逐,幻舞極光 貝琪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655 覺醒,在愛裡 鄭暐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662 等待下一個奇蹟: 愛麗莎旅俄小簡 佘雪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679 兩擔白米闖江湖 萬德群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91971 澳洲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053 大東京自遊人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107 幹嘛不旅行: 馬汀夫妻無宅一身輕,自由玩世界 琳恩.馬汀(Lynne Martin)作; 周樹芬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152 現在我是東京人: 東京生活練習曲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169 宜蘭日日有意思: 念念不忘旅行中的美好 蔡蜜綺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176 出發!西班牙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蒙金蘭,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183 我要的首爾,安妞!小心機大撇步,從機場、交通、行程,到吃喝玩樂All in Map引導式推薦,第一本量身訂作旅遊圖解書!汪雨菁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190 九洲Day by Day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206 法國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 許芳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213 季節禮物: 插畫家的臺灣旅行記事 葉懿瑩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2892220 沖繩自遊人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237 享散步，臺灣小巷生活休日提案 墨刻編輯部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244 土耳其. 2015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林志恆, 墨刻攝影組攝影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251 鐵道最喜歡,日本美好旅路: 北陸新幹線.日本東西大縱走.地方私鐵訪小鎮Milly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268 上海地鐵地圖快易通 汪豔,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275 臺南日日有意思：尋找府城難忘的好味道 陳婷芳文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墨刻



9789862892299 東歐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黃文玲,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05 丁噹我愛上的.臺北生活 丁噹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29 旅行的魔法: 走進繁花盛開的森林 Momo圖.文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36 臺北日日有意思:發現巷弄裡的浪漫時光 蔡蜜綺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43 單車.部落.縱貫線: 不是最近,卻是最美的距離: 21條路線穿越臺灣南北原鄉,深遊190個部落祕境Eddie Chen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50 北海道Day by Day行程規劃書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67 我要開動了: 野島剛不藏私的日本美味 野島剛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74 新加坡 黃浩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81 臺東日日有意思 :開始在太平洋畔慢旅行 林佩瑩, 林佩君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98 新北好本事生活微旅行 不一樣的新北行旅不停歇的新意文創墨刻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398 新北好本事生活微旅行 不一樣的新北行旅不停歇的新意文創墨刻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404 京阪神地鐵地圖快易通Subway+Railway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428 臺中日日有意思：享受悠閒小日子新行旅 紀廷儒, 李晏甄文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0114 淡水微型水族箱 黃之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0121 角蛙完全飼養手冊 劉于綾, 王忠敬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0138 展示級鬥魚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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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6234 體驗行銷合輯 蔡翠旭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9146241 管理教學個案集 許建隆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57

德河海洋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德明財經科大圖書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4505 芳香療法實證學: 基礎理論-精油素描-臨床應用 Monika Werner, Ruth von Braunschweig作; 李文媛, 蔡慈皙, 葛偉芬翻譯增訂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8112 意象琉璃: 郭大維創作藝術展創作報告 郭大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2808 陳澄波限量藝術微噴 何懷安, 周志賢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2419 小巧杯子甜點: 59種冰涼沁心的甜點! 西山朗子[作] 平裝 1

9789866252433 創意玻璃罐沙拉: 輕鬆完成!滿滿蔬菜與色彩的饗宴!結城壽美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249 綠色穀倉的乾燥花草時光手作集 Krist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56 花&雜貨的時尚搭配技巧: 不凋花.人造花&雜貨的美麗變身桑島佳英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63 最愛的花草日常: 有花有草就幸福的365日 增田由希子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70 設計一場以花點綴的花婚禮.美麗の新娘捧花設計書: 從初階到進階.一次學會捧花&手腕花&頭花&花裝飾製作技法Florist編輯部著;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87 花時間: 邂逅花&古道具.春心滿溢的花店小散步Enterbrain著; 劉好殊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294 紐約森呼吸.愛上綠意圍繞の創意空間 川本諭作;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213 FanFan的每日好感花生活: 愛上自然x優雅的乾燥花&不凋花FanFan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澄波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林藝術工程設計



9789869187251 自然風庭園設計BOOK: 設計人必讀!花木x雜貨演繹空間氛圍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268 我的第一本洋蘭栽植書Q＆A 江尻宗一著; 蔡善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87275 德式花藝名家親傳.花束製作的基礎&應用 橋口学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282 懶人植物新寵.空氣鳳梨栽培圖鑑 藤川史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299 迷你水草造景x生態瓶の入門實例書: 簡單打造在玻璃瓶罐中自然悠游の水中花園田畑哲生著;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101 幸福花物語.247款人氣新娘捧花圖鑑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著; 陳妍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118 Sylvia's Preserved Flower Design.花草慢時光.Sylvia法式不凋花手作札記Sylvia Le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390 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 劉若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307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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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6321 思考致富: 窮人與富人之間的69堂財富課 富蘭克林.霍布斯(Franklin Hobbs)原著; 唐雅雲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45 生活小確幸: 重拾在塵世裡的真珠 林萬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52 汲取名人智慧: 閱讀人生,改變生命的大好機會 陳文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69 家庭中醫療法: 最適合百姓日常養生的妙招驗方趙國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76 文學鉅子舞臺: 徜徉在29位大師優美的精神靈魂中羅明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83 做個樂活老人: 銀髮族的幸福生活智慧 丘榮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90 西洋文學殿堂: 人類精神文化成果最燦爛的果實吳明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06 人體三大自癒療法: 輕鬆讀懂刮痧、拔罐、艾灸崔曉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13 世界藝術家舞臺: 瞬間捕捉才華洋溢的靈魂之美萬建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20 養好五臟不生病: 經絡穴位拍拍打打,氣血循環健康養生魯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37 逆商AQ: 突破逆境的力量,命運將從此改變 譚春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44 包容: 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在懲罰自己 李峰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衛城



9789865756451 良好的健康飲食可以預防與治療癌症 于爾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68 有趣的生存法則: 20部超完美的黃金定律 杜澤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75 寬容: 一隻腳踩扁了紫蘿蘭,它卻將香味留在腳跟上程知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019 神奇的數學遊戲與6大主題. 樂樂篇(進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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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0947 遊牧民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作; 黃美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90954 慈禧太后 徐徹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3369 吉祥怖畏大威德金剛生圓次第導引.霹靂雷鳴 色彌奧珠達瑪巴札, 第五世鈴仁波切造論; 丹增卓津譯 平裝 1

9789869013376 深密空行心要前行導引次第.解脫正道明炬 敦珠法王離畏智金剛作; 丹增卓津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21253 毅篤愐善 鳳邑普化社毅善堂著 精裝 1

9789866621338 毅衎醍善 鳳邑普化社毅善堂著 精裝 1

9789866621383 觀世音菩薩傳 曼陀羅室主人編著 平裝 1

9789866621420 地藏菩薩本願經(全卷)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21437 三清道祖寶誥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惠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蔣博士磨課師翻轉數學教室



9789866621444 龍隆宮歷年文史記錄 屏南天府龍隆宮聖賢社鴻善堂編著 精裝 1

9789866621529 太上黃庭經註解; 黃帝陰符經註; 純陽真人.金玉經合刊嵩隱子, 石和陽註解 精裝 1

9789866621604 陳老師二千萬國語人如何學臺語押韻辭典 陳老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集 2

9789866621611 新編修心造命錄 范壺原編; 吳福村新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8108 驚恐日本: 父母子的日本全火車旅行 吳祥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444 咖啡。因 林英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451 那一所名為旅行的大學: 跟著Rick轉彎看見人生新風景吳孟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468 總算有好運: 胡老師★八字聖諭牌★算好運教學胡家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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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29283 福田繁雄設計才遊記 福田繁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磐築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憶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蝴蝶蘭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23925 飲料與調酒 吳美燕, 簡嘉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723932 專題製作: 觀光餐旅群 卓文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23949 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演練 曾俊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404 金剛歌DOHA: 堪布竹清措仁波切全球弘法三十年精選詩歌訣寶藏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Khenpo Tsultrim Gyamtso Rinpoche)作; 馬爾巴佛學會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5016 觀光時代: 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 富田昭次著; 廖怡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023 他翻譯了整個中國: 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太太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范瑋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5709 江柏樂居家格局開運寶典 江柏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6650 野思 王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674 義大利聲樂曲集. 5 孫清吉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閱讀地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德謙讓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92855 肉體聖堂: 我的spa世界之旅 Alexia Brue著; 李芸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92893 上海流行24小時 上海.九野文化企劃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994207 學飛 大衛.布蘭特妮(David Blatner)著; 黃嘉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994290 水 Marq de Villiers著; 楊麗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04099 全世界都擋不住李昆霖: 一個遛鳥博士的環球之旅李昆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1727 忘記告訴你的那些事 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文; 呂奕欣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1796 咚咚戰鼓闖戰國 王文華文; L&W studio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6103 達達馬蹄到漢朝 王文華文; L&W studio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6110 妖怪小學. 1, 誰來報到? 林世仁文; 林芷蔚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6127 孩子們，玩創作！：孩子是天生的藝術家，隨時隨地啟動創造力洪淑青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6134 小荳荳和小荳荳們 黑柳徹子著;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6141 搖搖紙扇訪宋朝 王文華文; L&W studio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6158 悠悠蒼鷹探元朝 王文華文; L&W studio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6165 我做得到!: 為婦女爭取選舉權的以斯帖.墨里斯 琳達.艾姆斯.懷特作; 南西.卡本特繪; 劉清彥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226172 少年林肯: 對樹說話的男孩 伊莉莎白.凡.史汀威克(Elizabeth Van Steenwyk)作, 比爾.法恩渥斯(Bill Farnsworth)繪; 劉清彥譯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4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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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40660 甜點女王的百變咕咕霍夫: 用點心模做出鬆軟綿密蛋糕與慕斯賴曉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40738 惠子老師の日式家庭料理 大原惠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745 美饌!臺灣好食優質餐廳100選 中衛發展中心, 臺灣美食推動服務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752 晚餐與便當一次搞定: 1次煮2餐的日式常備菜 古靄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親子天下



9789863640769 法國甜點聖經平裝本. 1: 巴黎金牌主廚的麵糰、麵包與奶油課Christophe Felder著; 郭曉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776 法國甜點聖經平裝本. 2: 巴黎金牌主廚的蛋糕、點心與裝飾課Christophe Felder著; 郭曉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790 鑄鐵鍋の新手聖經 陳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806 研究美食的人都該了解的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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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9929 無盡藏: 周宸作品集 周宸[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5917 改變歷史的50種食物 比爾.普萊斯(Bill Price)著; 王建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32 低筋麵粉萬用料理: 稀麵糊、稠麵糊、Q麵團,徹底利用3種麵體變出每天都想吃的60道料理!舘野鏡子著; 琴兒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8801 警政新鮮人的第一本書 黃漢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7407 隨方留圓. II, 陳氏古玉珍藏: 玉璜. 玉管. 珮飾玉器陳清佐賞析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隨方留圓人文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穎川畫廊



9789864520060 讀後感,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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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9196 信件裡的秘密: 民國文人私函真跡解密 龔明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530 醫林漫畫. II 王國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07 青天白日旗下: 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 1912-1945 金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882 雲南文革筆記 周孜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05 傅鐘55響: 傅斯年先生遺珍 劉廣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02 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 三, 天災人離的悲愴自由兄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19 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 四, 青春驚恐的逃亡自由兄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26 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 五, 青春延續的苦難自由兄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40 毛澤東在井崗山 盧強, 史補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57 1949,國共最後一戰 劉錦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64 撩看民國名士: 名絮集錦 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71 外交生涯四十年: 外交幹將劉瑛回憶錄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88 毛澤東特務的叛逃: 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 陳寒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6495 轉眼一甲子: 由大陸知青到臺灣教授 王力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00 日本侵華間諜史 鍾鶴鳴編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17 我當著毛澤東特務的日子 陳寒波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31 鄱陽湖: 從人文深處走來 明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48 眷眷明朝: 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吳政緯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9212748 眷眷明朝: 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吳政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55 落番與軍眷: 陸軍副司令黃奕炳的金門故事 黃奕炳, 王素真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62 黃旭初回憶錄: 從辛亥到抗戰 黃旭初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79 臧卓回憶錄: 蔣介石、張學良與北洋軍閥 臧卓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86 與虎頭蜂共舞: 安奎的虎頭蜂研究手札 安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93 中國變革六十年: 關爾回憶錄 關爾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立作家



9789869225717 中山先生與檳榔嶼 蘇慶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24 先生之風: 郭廷以、王德昭、王叔岷、劉殿爵、淩叔華等名家群像王爾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24 先生之風: 郭廷以、王德昭、王叔岷、劉殿爵、淩叔華等名家群像王爾敏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2219 Super skills book. 4 Chris Waite等[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9172226 SPEC. 4, Workbook Otto Condliffe, Steve Lambert, Tom Bowen[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9172233 SPEC. 4, Student's book Otto Condliffe, Steve Lambert, Tom Bowen[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9172240 SPEC. 2, Workbook Mark Chapman[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9172257 Super skills book. 2 Jim Harvey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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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1260 Alice ESL phonics. P5, where's my granny? Stacy Kuo[作] 其他 2

9789869071277 Alice ESL Phonics. P6, Do You Have a Pet? Stacy Kuo[作] 其他 1

9789869071284 Alice ESL Phonics. P7, In the Classroom Stacy Kuo[作] 其他 2

9789869071291 Alice ESL Phonics. P8, Animals in the zoo Stacy Kuo[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0866 亞當理論 Welles Wilder著; 俞濟群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6320873 你也可以成為股市天才 Joel Greenblatt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880 趨向指標操作要訣: 主控戰略筆記. 二 黃韋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897 超越大盤的獲利公式: 葛林布萊特的神奇法則 Joel Greenblatt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903 期貨交易策略 Stanley Kroll著; 羅耀宗,俞濟群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龍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8

學生閣



9789866320910 順勢操作: 多元化管理的期貨交易策略 Andreas F. Clenow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927 甘氏理論: 型態-價格-時間 James A. Hyerczyk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6837 素描趣味 孫少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1374 相思成災 宮部美幸著; 林熊美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1381 相思成災 宮部美幸著; 林熊美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1404 飼養溫柔死神的方法 知念實希人著; 賴惠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411 末日愚者 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428 剩下的人生都是休假 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435 巴黎警察1768 真梨幸子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325 卓越50再肇典範: 醒吾科技大學50年校慶特刊 胡毓賢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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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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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醒吾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盧安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223 走跳小村莊 林千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230 致台中，我的慢城時光 李佳倫, 李瑋霖, 石雅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230 致台中，我的慢城時光 李佳倫, 李瑋霖, 石雅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261 虎尾壹玖玖參 王楚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391 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彭瑞金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308 林煌迪作品集. 2015: 物件考掘 林煌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360 寂光森林: 彭郡茹石雕作品輯. 2005-2015 彭郡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30356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歷史 張文昌等編撰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30479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九冊, 五年級上學期吳志豪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486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論語.孟子學庸選讀宋裕, 黃亦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493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 第九冊, 五年級上學期 翁秉仁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516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方淑鳳等編撰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330523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九冊, 五年級上學期王琇姿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530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第九冊, 五年級上學期 李春霞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林

靜宜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7017 佛說高王觀世音經 再版 平裝 1

9789868627024 地藏菩薩本願經(簡體漢拼版)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7031 地藏菩薩本願經(繁體/漢拼版)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627 飛翔的背後: 七五回憶 王喜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99705 家庭教育一本通 張靖爾, 李金寰, 許嘉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99712 美容乙級技術士檢定: 學術科超完美解析 施雨辰, 李蘭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99729 髮型梳理 吳燕綢, 朱紋利, 陳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99736 水產概要 歐慶賢等共同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999743 水產概要 歐慶賢等共同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999750 微處理機設計原理與應用 陳俊勝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4999767 SAS 1-2-3 彭昭英, 唐麗英編著 八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6225 繡線: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其他 1

978986916624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抄經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24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抄經本)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儒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7

融門至廣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興和美企業



9789869166263 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大悲咒抄經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270 明董其昌寫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抄經本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5516 清晨.奧爾維耶托: 耿晧剛 耿晧剛[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61778 The path to truth: for the modern-day bodhisattva practitionerShih Cheng Yen作 其他 1

9789866661853 無量義經經藏演繹集選曲譜室內樂譜 釋德慇製作 平裝 1

9789866661877 Infinite TEACHINGS, Infinite MEANINGS Shih Cheng Yen[作] 平裝 1

9789866661884 杏樹的貴人(中英對照) 釋證嚴講述; 林倩如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1891 Three ways to the pure land: The three essential principles for cultivating pure causesShih Cheng Yen[作]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6661907 有禮達理: 人文素質的涵養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1914 最好的傳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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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61471 禮儀之美: 清純氣質的教養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1938 與地球共生息: 一00個疼惜地球的思考和行動 釋證嚴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61945 美的循環: 談生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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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76364 畫道: 畫品十種. 2, 荷夢香 姜一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647 書道: 十種. 六, 現代書法 姜一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678 書道: 十種. 七, 對聯 姜一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76692 書道: 十種. 八, 嵌名聯 姜一涵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樸尚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9789866176739 書心五十年論集 李郁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753 北魏鄭羲下碑 鄭聰明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76760 北魏高貞碑 鄭聰明修復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76777 書道: 十種. 九, 左手書 姜一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784 變形記: 蔡孟宸印刻展 蔡孟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7408 紅酒能, 普洱茶為什麼不能 許怡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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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64661 黃銘哲: 存在的追尋與實踐 黃銘哲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64678 島嶼製造.溢遊地景: 臻品25週年建築&藝術家策劃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5294 陝西完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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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142444 三臺詩傳 李漁叔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451 丁茶山論語古今注原義總括考徵 金彥鍾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468 清史大綱 金兆豐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默省齋文創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1502 數位八字: 盤古之心 廖平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1502 數位八字: 盤古之心 廖平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8342 食尚馬卡龍 鄭清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359 歐風頂級手作甜點 潘楚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366 帶著走的簡餐－飯糰‧壽司 簡瑩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380 歐式麵包的頂級手作全書 游東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397 麵包點心的5種基本麵團 陳明裡,陳國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89278 一樣的婚姻多樣的家庭 葉肅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112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zech: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407 Glossika 大量句子: 德語. 流利3 康邁克, 陳珮瑜,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414 Glossika 大量句子: 西班牙語(西班牙). 流利 1 康邁克, 陳珮瑜, Nuria Porr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476 Glossika 大量句子: 邵語入門. 1 康邁克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483 Glossika 大量句子: 邵語入門. 2 康邁克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49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ungar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András Matuz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諾森貝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學富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5

龍泰生命科技



978986562150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ungar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András Matuz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51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ungar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András Matuz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544 Glossika 大量句子: 葡萄牙語(巴西腔). 流利 2 康邁克, 陳珮瑜, Isabel Carneiro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551 Glossika 大量句子: 葡萄牙語(巴西腔). 流利 3 康邁克, 陳珮瑜, Isabel Carneiro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65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akka (Sixian/Hailu).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Qi Shǎu Can, Ciin Min Z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66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akka (Sixian/Hailu).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Qi Shǎu Can, Ciin Min Z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67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akka (Sixian/Hailu).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Qi Shǎu Can, Ciin Min Z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681 Glossika大量句子: 客家語 (四縣/海陸). 流利1 康邁克等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698 Glossika 大量句子: 客家語 (四縣/海陸). 流利2 康邁克等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704 Glossika 大量句子: 客家語 (四縣/海陸). 流利3 康邁克等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77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78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179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0190 Glossika大量句子: 北越南語. 流利1 康邁克, 阮越魁,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206 Glossika大量句子: 北越南語. 流利2 康邁克, 阮越魁,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213 Glossika大量句子: 北越南語. 流利3 康邁克, 阮越魁,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22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Vietnamese (North).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Viet Khoi Nguyen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23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Vietnamese (North).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Viet Khoi Nguyen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24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Vietnamese (North).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Viet Khoi Nguyen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46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Dutch.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Jan Baars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49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Dutch.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Jan Baars[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50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Dutch.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Jan Baars[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565 Glossika大量句子: 日語(青少年). 流利2 康邁克, 渡邊尚輝,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572 Glossika大量句子: 日語(青少年). 流利3 康邁克, 渡邊尚輝,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701 Glossika大量句子: 瑞典語. 流利1 康邁克, Markus Bruus, 陳珮瑜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732 Glossika大量句子: 波蘭語. 流利1 康邁克, Urszula Gwaj, 陳珮瑜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749 Glossika大量句子: 波蘭語. 流利2 康邁克, Urszula Gwaj, 陳珮瑜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79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org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Sofia Murvanidze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80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org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Sofia Murvanidze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81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org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Sofia Murvanidze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978986564872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Henning Vogler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78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79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rench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8182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urkish.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Davut Deger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84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Eliza Ludow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87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ahili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Kairukabi Super Vedasto[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88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ahili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Kairukabi Super Vedasto[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89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abic(Standard)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Zainab Dahou[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90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Arabic(Standard)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Zainab Dahou[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91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ahili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Kairukabi Super Vedasto[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92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abic(Standard)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Zainab Dahou[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491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印地語, 流利 1 陳珮瑜, Saumya Noah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82507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印地語, 流利 2 陳珮瑜, Saumya Noah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82514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印地語 ,流利 3 陳珮瑜, Saumya Noah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82521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希臘語, 流利 3 陳珮瑜,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538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希臘語, 流利 1 陳珮瑜,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545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希臘語, 流利 2 陳珮瑜,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552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蒙古語, 流利 1 陳珮瑜, Gungaadash Oyunsuren[作]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569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蒙古語, 流利 2 陳珮瑜, Gungaadash Oyunsuren[作]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57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ethod: mandarin chinese(Beijing)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Yuan Yan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58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ethod: mandarin chinese(Beijing)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Yuan Yan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59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ethod: mandarin chinese(Beijing)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Yuan Yan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66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Hindi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Saumya Noah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67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Greek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68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Greek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61

龍華科大藝文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0605 「詠痕」: 周明韻個人創作畫展 周明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6854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2015 徐邦達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6854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2015 徐邦達等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4604 新芳春茶行 李俊明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3606 一個老兵的故事: 小說原無青史筆.閒談聊慰白頭人張華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9731 巧聯妙對打油詩 連揚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46393 FUN玩影音剪輯Unity 資訊教育工作室, 劉念洵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園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豫象新器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澳登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興富發建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13743 迷霧森林: 羊毛染色及Nuno Felt的研究與服裝設計創作王鎮秋作 平裝 1

9789867013521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畢業展演專輯. 第十三屆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第十三界全體畢業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4931 我的感覺: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948 各行各業: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955 動物防身術: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962 花花世界: 教師指引手冊 謝華容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979 吃飯吃麵: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09783 法國清新舒壓著色畫50: 繽紛花園 伊莎貝爾．熱志－梅納(Isabelle Jeuge-Maynart), 紀絲蘭.史朵哈(GhislaineStora), 克萊兒.摩荷爾-法帝歐(Claire Morel Fatio)著; 武忠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813 法國清新舒壓著色畫50: 療癒曼陀羅 伊莎貝爾.熱志-梅納(Isabelle Jeuge-Maynart), 紀絲蘭.史朵哈(Ghislaine Stora), 克萊兒.摩荷爾-法帝歐(Claire Morel Fatio)編; 武忠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820 法國清新舒壓著色畫50: 幸福懷舊 伊莎貝爾.熱志-梅納(Isabelle Jeuge-Maynart), 紀絲蘭.史朵哈(Ghislaine Stora), 克萊兒.摩荷爾-法帝歐(Claire Morel Fatio)編; 武忠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43 法國清新舒壓著色畫50: 璀璨伊斯蘭 伊莎貝爾.熱志-梅納(lsabelle Jeuge-Maynart), 紀絲蘭.史朵哈(Ghislaine Stora)著;武忠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037 在悲傷中還有光：失去珍愛的人事物，找回重新連結的希望尾角光美著; 李道道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22476 數位麥克魯漢 保羅.李文森(Paul Levinson)著; 宋偉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490 為什麼腸胃不會把它自己消化掉?: 揭開人體生理的奧祕潘震澤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橡樹林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流設系



9789862622506 哎唷!牙齒「踩」到嘴唇?: 揭開兒童語言學習之謎今井Mutsumi著;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544 臉紅心跳的好色醫學. 2: 潮吹、春藥、前列腺與按摩棒,專業醫師的性愛解析劉育志, 白映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568 探索時間之謎: 從天文曆法、牛頓力學到愛因斯坦相對論佛克(Dan Falk)著; 嚴麗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575 布拉格漫步 蔻絲特(Christine Coste)作; 索黑勒(Guillaume Sorel)繪; 粘耿嘉, 許雅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582 原子中的幽靈: 探索奇異的量子世界 保羅.戴維斯(Paul C. W. Davies), 朱利安.布朗(Julian R. Brown)著; 史領空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77983 稱霸高中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王郁茜,阮列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010 統測必考經濟學複習講義 劉明月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178102 繪畫基礎 莫嘉賓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78119 SUPER高中應用生物課堂講義(全) 何建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126 機械材料. II 林英明, 林昆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133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 英文VI 林玉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78140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 英文(B版) 邵敏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178164 SUPER高中選修生物課堂講義 何建樂, 李訓帆, 張智豪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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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0257 小喬恩牙齒痛 Ruangsakdi Pinprateep作; Na-ru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264 小肯尼眼睛痛 Ruangsakdi Pinprateep作; Na-ru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271 小波莉耳朵痛 Ruangsakdi Pinprateep作; Na-ru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288 小菲比頭頭痛 Ruangsakdi Pinprateep作; Na-ru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295 小丹尼腳腳痛 Ruangsakdi Pinprateep作; Na-ru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349 我會讀ㄅㄆㄇ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學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龍騰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0721 Decomposition網頁設計案典 劉鎮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738 現代中國思潮與人物掠影 周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707 雪凝軒辭賦散文評集 董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769 看不見的世界: 人口販運 林盈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776 法律概念與體系結構: 法學方法論文集 劉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783 法律推論與解釋: 法學方法論文集 劉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790 房地合一課稅精義 林松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806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新訓教材 蔡國委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813 石化設備適用性與殘餘強度評估 王振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820 江山.民國.新故鄉 張琬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568122 歌詠人生: 聲樂院士陳芳齡的生命故事(簡體字版)陳芳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177 決策思維 王嘉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221 天儒同異考: 清初儒家基督徒張星曜文集 張星曜著; 肖清和, 王善卿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238 天儒同異考: 清初儒家基督徒張星曜文集 張星曜著; 肖清和, 王善卿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245 宣教心視野. 第三冊, 文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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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568252 花園開在口袋裡: 從世界名著思想人生 黃友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269 朋友,你真要走這條路嗎? 金南俊著; JOYAN翻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283 宣教心視野. 第四冊, 策略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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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66323 靜觀齋律詩集 釋惟誠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靜觀精舍

翰蘆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37361 我的同事都是鬼: 除靈要用美男計 嘉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66 妖怪美男聯盟: 我是妖狐,不是寵物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433 駭命骨肉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440 惡靈宅配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457 皇上請自重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464 養夫之道 畫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9471 養夫之道 畫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9488 王子殿下住我家 梨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3902 資料採礦運用: 以SAS Enterprise Miner為工具 李淑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732 酒色財氣金瓶梅 陳葆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1749 笑看人間: 中國式幽默 林淑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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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0913 自命不凡 寫作好手: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作品集. 第八屆第八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優勝同學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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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百科電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報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賽仕電腦軟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20461 雷人漫畫 敖幼祥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6656 現代人的藥師經: 一本當下療癒身心安頓的大智慧佛典.1王薀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6670 現代人的藥師經: 一本當下療癒身心安頓的大智慧佛典. 2王薀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001 現代人的藥師經: 一本當下療癒身心安頓的大智慧佛典. 3王薀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025 現代人的藥師經: 一本當下療癒身心安頓的大智慧佛典. 4王薀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056 現代人的藥師經: 一本當下療癒身心安頓的大智慧佛典. 5王薀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6228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考全攻略 郭鐘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235 飛鴻印雪 鄭淑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4514 韓香君畫展專集. 2015 韓香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36502 多元文化匯流與創意設計: 臺灣青年學者的數位人文新嘗試邱凡芸等作; 孫劍秋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麋研筆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韓香君畫室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線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薄伽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0001 鄭善禧書畫選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0018 鴻庭藝術空間. 2015: 常設展 陳金菊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0040 丙級圖典美容技能實作 簡美綢, 王季香, 楊宗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2506 彌勒皇道行. 二十六部曲, 聖能大道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513 彌勒皇道行. 二十七部曲, 神魔行道者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520 彌勒皇道行. 二十八部曲, 大一統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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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2005 環球華郵研究. 第一期 黃元明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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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36680 我不只是我: 邁向內在的朝聖之旅 許添盛口述; 張雅真文字整理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環球華郵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優格爾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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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庭國際



9789866436697 山茶花戒指: 在心靈成長中,我認識愛 曾昭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703 小故事大啟示: 許醫師在治療室中常說的50個故事許添盛口述; 謝欣頤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703 小故事大啟示: 許醫師在治療室中常說的50個故事許添盛口述; 謝欣頤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710 如實面對 張鴻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710 如實面對 張鴻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845839 重探抗戰史: 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郭岱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891 巷弄創業家 李仁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907 梯田 Bernadette L.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945 沒關係 蔡秀敏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976 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 葉元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990 憂鬱的熱帶 克勞德.李維史陀著; 王志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6003 我死了,然後呢? Patrick Ness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010 開始享受啤酒的第一本書 財團法人日本啤酒文化研究會, 日本啤酒雜誌協會著; 張秀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034 作家的國文課: 比課本多懂一點的文學講堂 方秋停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041 春之庭院 柴崎友香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058 我們人民: 憲法根基 Bruce Ackerman著; 楊智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065 歡迎來到女醫師的人生諮詢室: 轉業、離婚、再婚、不孕治療、高齡生產......波瀾起伏的人生路船曳美也子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072 孤獨的反義詞 Marina Keegan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089 1949禮讚 楊儒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096 愛上英國鄉村 Susan Branch著; 謝雅文, 廖亭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102 舊書浪漫: 讀閱趣與淘書樂 李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119 舊書浪漫: 讀閱趣與淘書樂 李志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126 用簡單的方法 做複雜的事: 文學與管理的對話 陳超明, 謝劍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133 書寫與影像: 法國思想,在地實踐 楊凱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140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Timothy Brook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聯經



9789570846157 書寫青春. 12, 第十二屆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聯經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171 活著回來的男人: 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小熊英二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188 中小學生必讀中國歷史轉捩點 曹若梅著; 一手刀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195 中小學生必讀西洋歷史轉捩點 曹若梅著; 吳宏聰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201 一本就通: 中國建築 丁援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218 看圖學中文文法 張黛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225 日本文學史 小西甚一著; 鄭清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270 奇幻森林的娘娘腔事件 吳在媖著; 黃照敏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263 小雞大冒險 Anna Walker著.繪;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287 動物與社會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287 動物與社會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294 朱雀 葛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300 北鳶 葛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331 馬祖手繪行旅 張瓊文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348 毛毛123: 開開 陳盈帆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355 毛毛123: 來來 陳盈帆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362 毛毛123: 抱抱 陳盈帆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386 討厭四季的諾先生 Margaret Mahy著; Nick Price繪; 李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1442 一本就通: 中國美術 楊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644 刺青: 谷崎潤一郎短篇小說精選集 谷崎潤一郎著; 林水福, 徐雪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54 銀幕上的新臺灣: 新世紀臺灣電影裡的臺灣新形象野島剛著; 張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0028 OSCE實務: 建立高品質臨床技術測驗的指引 蔡淳娟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新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1

聯新亞洲醫學教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2405 中國大陸醫療服務業前景預測. 2013-2015 財團法人聯新文教基金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20283 悅心語: 南懷瑾先生著述佳句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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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2336 新聞創業相對論 陳順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920 商業概論考前100天滿分Easy Go 江權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0271 新臺灣啟示錄 姚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0288 口語對照日語文語文法 謝秀忱, 陳靖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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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5402 路&建築線 陳毅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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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縱橫測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薇閣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3077 樂活小旅行 環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5763084 週休假期123日全攻略 環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5763091 臺灣汽車旅館年鑑. 2015-2016 環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3107 悠閒時光小旅行 環輿資料庫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53370 繁花將盡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尤傳莉譯 增修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4674 泡沫宇宙: 霧與雪之歌 克蘿蒂亞.格雷(Claudia Gray)著; 林欣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681 喜劇站前虐殺 駕籠真太郎著;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698 丹麥人為什麼這麼有創造力?: 全球最幸福國家,如何善用「邊界創意」,打造樂高、NOMA等世界成功典範克里斯蒂安.史戴德(Christian Stadeil), 琳.譚葛爾(Lene Tanggaard)著; 劉惠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711 對人類的未來下注: 經濟學家與生態學者的警世賭局: 我們將會邁向繁榮,還是毀滅?保羅.沙賓(Paul Sabin)著; 池思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735 開運大預言&玉猴騰祥開運農民曆. 2016年 雨揚居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742 帶來末日的女孩 M.R.凱瑞(M. R. Carey)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759 雨: 文明、藝術、科學，人與自然交織的億萬年紀事辛西亞.巴內特(Cynthia Barnett)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13202 藍灯號誌 吳柔臻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9443 馬太福音研讀. 二, 五至七章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藍灯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歸主

送存冊數共計：1

環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臉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6917 臺灣俗語 連照雄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60578 量理寶藏論之注釋 薩迦班智達.慶喜幢造論; 堪布學珠仁波切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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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0200 橫筆獨詩天下 陳進勇著 平裝 1

9789869220217 如果不想腦殘: 王林微博錄 王林著 平裝 1

9789869220224 顧曉軍小說 顧曉軍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20231 忽然十年就過去 何佳青著 平裝 1

9789869220248 國家發展與政策效能: 林嘉誠政治經濟評論集 林嘉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18377 世家小兒媳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971 福星醫婢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988 回到唐朝當夫妻 莫遲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995 回到唐朝當夫妻 莫遲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002 回到唐朝當夫妻 莫遲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019 回到唐朝當夫妻 莫遲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薰風文藝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薩迦貢噶佛學會



9789864650026 回到唐朝當夫妻 莫遲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0187 福妻貴夫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194 福妻貴夫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200 福妻貴夫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217 福妻貴夫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224 藥香嫡妻 蓁蓁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231 藥香嫡妻 蓁蓁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248 藥香嫡妻 蓁蓁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255 宅鬥這件小事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262 禾包滿滿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279 禾包滿滿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286 禾包滿滿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293 禾包滿滿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309 禾包滿滿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0316 禾包滿滿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0323 甜園遍地是家財 董襄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330 甜園遍地是家財 董襄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347 甜園遍地是家財 董襄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354 甜園遍地是家財 董襄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361 穿越一枝花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378 生財小娘子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385 閨秀愛財有道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392 嬌寵相國女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408 嫡女天香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415 嫡女天香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422 嫡女天香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439 嫡女天香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446 嫡女天香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0453 嫡女天香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0460 嫡女天香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4650477 巧妻鎮宅 荔枝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484 巧妻鎮宅 荔枝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491 巧妻鎮宅 荔枝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507 巧妻鎮宅 荔枝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514 在家從妻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521 宅心仁后 莎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0538 宅心仁后 莎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0545 翩翩良妻 向晚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552 翩翩良妻 向晚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569 翩翩良妻 向晚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576 乞兒醫娘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583 乞兒醫娘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590 乞兒醫娘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606 乞兒醫娘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613 乞兒醫娘 陌上寒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0620 貴女不吃虧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0637 貴女不吃虧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0644 農華富貴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651 農華富貴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668 農華富貴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675 農華富貴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682 御賜良媳 檀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0699 御賜良媳 檀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0705 必娶十兩妻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712 柴米夫妻恩愛多 玉珊瑚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729 柴米夫妻恩愛多 玉珊瑚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750 農家錦繡妻 水月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767 農家錦繡妻 水月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2409 植物染の輕旅行: 天然染色作品專輯 洪靜文等執行編輯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02467 名牌學. V1 石靈慧作 平裝 1

9789868202474 名牌學. V1 石靈慧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8167 媒介影響與民意再現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邱淑華編 1版 平裝 1

9789865668334 政治學 Andrew Heywood著; 盛盈仙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341 研究方法: 入門與實務 Ranjit Kumar著; 黃國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358 社會工作概論 吳書昀等合著; 黃源協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365 多變量分析: 專題及論文常用的統計方法 李德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372 人群服務組織管理 Peter M. Kettner著; 孫健忠, 賴兩陽, 陳俊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402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 新手督導訓練 蘇盈儀, 姜兆眉, 陳金燕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00707 谷文達 谷文達作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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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薩摩亞商一諾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64

簡單自染手作工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萊姆藝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648 冒險少年浩平: 海戰!. 百慕達之謎篇 莊正旺總編輯 平裝 第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03751 日本語美言辭令大全: 潤滑人際的絕妙好話 出口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553 用日語接待旅遊臺灣 出口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782 圖解生活實用英語: 舉目所及的人事物 檸檬樹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928 圖解生活實用日語: 舉目所及的人事物 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935 圖解生活實用英語: 腦中延伸的人事物 檸檬樹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942 (圖解)生活實用日語: 腦中延伸的人事物 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959 (圖解)生活實用日語: 人事物的種類構造 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966 圖解生活實用英語: 人事物的種類構造 檸檬樹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973 從日本中小學課本學日文 高島匡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703980 從日本中小學課本學會話 高島匡弘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50108 你就是一切的答案: 菩薩送給人間的生命之書 陳郁文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50503 美人天下 魅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0510 美人天下 魅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0527 美人天下 魅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藍鯨出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藍襪子

雙影創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檸檬樹



9789862850534 美人天下 魅冬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0596 有花不見葉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923 狼親狽友之危情四伏 恩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098 惹上暴躁男 左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234 北街的情趣用品店 冷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425 撿個男傭來暖床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449 只許妳寵我 唐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500 不合格情人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517 國王與王后 齊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524 有錢能使鬼推磨. 續 何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548 老婆壞壞最可愛 林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555 怕了寂寞才愛你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630 三兩女捕快 藍色獅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654 三兩女捕快 藍色獅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647 三兩女捕快 藍色獅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1661 釣個猛男一起睡 巫七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678 囚禁嬌憨的她 伊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685 處女花魁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692 總裁上床吧 布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708 搶婚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715 小妻有點嗆 唐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722 謀取皇叔 簫一然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739 謀取皇叔 簫一然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746 奪愛痞子男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753 乞夫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760 一夜獻身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777 總裁請不要 梁海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2323 媚公卿 林家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2330 媚公卿 林家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2347 媚公卿 林家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2415 就愛騎竹馬 錦竹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2422 就愛騎竹馬 錦竹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3351 玩玩慓悍老公 唐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3948 天下第一寵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4013 小妻很可口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4570 除了我,妳敢嫁誰 六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195 來不及做前妻 季雨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225 逃婚欠一夜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263 夜寵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300 寵妻有道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317 家政婦請進門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508 夜債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021 養老婆的代價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953 為冷男獻上無名指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752 找個老婆來自虐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209 同床異夢沒關係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698 嬌妻要放風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803 何患無妻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810 復復得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834 半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971 馴夫在床 唐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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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50424 薄情先生追上床 眉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486 青梅很撓心 安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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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50660 鄰家住著狼 顏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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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50714 金主,娶我可好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721 王妃,本王來侍寢 祈容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745 王妃,本王來侍寢 祈容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738 王妃,本王來侍寢 祈容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783 我是惡棍我怕誰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790 戀戀不捨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806 天下第一寵. 續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752 聞香識美人 風荷游月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776 聞香識美人 風荷游月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769 聞香識美人 風荷游月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844 夫富何求 蘇盎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851 夫富何求 蘇盎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868 最好不相遇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905 初心不改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929 嫁個強勢老公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936 重生我是你正妻 云一一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0950 重生我是你正妻 云一一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0943 重生我是你正妻 云一一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0967 昏婚之夜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974 初夜的祕密 伊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981 前世是誰埋了妳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998 皇上請翻牌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1001 皇上請翻牌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1018 皇上請翻牌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1025 皇上請翻牌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1032 女漢子的婚事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049 騙了初夜 眉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056 隱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063 冷戰好幾夜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070 忠犬不好欺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087 相公是獵戶 蕭魚禾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100 相公是獵戶 蕭魚禾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094 相公是獵戶 蕭魚禾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1117 炮灰姑娘要逆襲 十三酥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124 炮灰姑娘要逆襲 十三酥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148 婚前交易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155 娘子威武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162 娘子威武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179 朕的醬油妻 蘇雪若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186 朕的醬油妻 蘇雪若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193 復婚前同居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209 婚後不愛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230 小娘子的錦繡良緣 魚蒙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254 小娘子的錦繡良緣 魚蒙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247 小娘子的錦繡良緣 魚蒙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1261 寵妃要當家 抹茶曲奇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278 寵妃要當家 抹茶曲奇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285 葉生不見花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292 侯爺夫人要休夫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1308 侯爺夫人要休夫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1315 侯爺夫人要休夫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1322 侯爺夫人要休夫 九月輕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1360 守夫待嫁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384 檀香美人謀 似是故人來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407 檀香美人謀 似是故人來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391 檀香美人謀 似是故人來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1414 嫡女素華 春溫一笑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438 嫡女素華 春溫一笑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421 嫡女素華 春溫一笑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1445 嬌養富家女 梁海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452 漫漫婚途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469 金主逼我嫁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476 掃晴娘 張碧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483 掃晴娘 張碧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490 莽夫家的美嬌娘 欲話生平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513 莽夫家的美嬌娘 欲話生平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506 莽夫家的美嬌娘 欲話生平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1520 妖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1537 妖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1544 妖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1551 妖后養成史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1667 婚前換夫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742 復婚萬萬歲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7

送存冊數共計：145

藝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201708 中國文字. 新四十一期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6964 阿奇的音樂夢 糖朝栗子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7100 攝癮人: 江村雄 江忠融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25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篆體墨跡金剛經 釋常琛作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4944 簡單戳、立即用超萌系!可愛的羊毛氈小物: 95款可擦、可洗的舒壓小幫手森岡圭介著; 呂宛霖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975 媽媽的味道!幸福百變麵點 孫春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4982 超健康對症健走法 湯淺景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999 格林血色童話. 2: 幸福結局後的禁忌真實 由良彌生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308 獻給將陷入戀愛的你 いとう由貴著; 蔡君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315 Roro的手織娃娃 崔慧利編; 黃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322 名偵探柯南最終研究. 2, 全面逼近終極之謎,錯綜複雜的伏筆徹底揭密!名偵探柯南最終研究製作研究會編著; 林宜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339 疲勞、頭痛、眼睛老化靠腦內視力就會好 松本康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繪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明營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瀚宇彩晶



9789869199346 一起吃飯吧 任芸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353 城市狩獵 閻志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360 詭案組 求無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199384 超有型!城市悠遊行動後背包 凱咪, 胖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391 鬼灯的冷徹最終研究: 徹底探究包羅萬象的「原梗」,一窺殘酷地獄的新面貌!素敵な地獄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004 和風甘味!笠原家の日式懷舊甜點 笠原將弘作; 黃玉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028 我愛嵐: 日本偶像天團全方位解析 MAK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035 目睹殯儀館之詭異事件 李非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13042 果物入菜!萬用柑橘料理帖 本多京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059 別讓誤診害了你 佟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066 航海王最終研究X: 3億冊的男人所描繪的「ONE PIECE(一個大祕寶)」ONE P海賊研究會編著; 方郁仁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073 繽紛可愛！愛上鉤針花樣編織 遠藤ひろみ作;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204 幸福甜點食光 任芸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211 13億人都在用の本草綱目療方 石晶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228 1天10分鐘！立即增高！掌握成長黄金期孩子高人一等的關鍵祕笈黃子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4769 就是愛天然純淨手工皂 甯嘉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790 就是要做托特包 黃思靜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790 就是要做托特包 黃思靜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806 甜心娃娃的拼布手作 江晏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813 時尚手作飾品 施于婕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820 幸福的手作布偶 陳春金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837 簡單迷人的手縫皮革小物 林冠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844 不織布手作小舖 陳春金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851 我的可愛小布娃 蔡林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868 鋁線雜貨生活手作 柚子編著 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藝風堂



9789866524875 愛不釋手的毛線娃娃 米達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882 金屬線的手作新飾界 何怡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899 就是愛天然手作保養品 甯嘉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325 A key to Grammar. 1 曾麗風編 三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143332 A key to Grammar. 2 曾麗風編 三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932 打開世界之窗 林豐隆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956 曉明園藝社刊 林玉珠編輯指導 平裝 第1期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40098 分子生物學: 輕輕鬆鬆學分生 David P. Clark, Lonnie D. Russell原著; 朱雲瑋等編譯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940104 臨床血液學與血庫學 李慶孝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40111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楊美桂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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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44503 GALLERY GUIDE臺灣畫廊指南. 2015 盧婷婷, 楊文渝, 許祖寧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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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地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霧峰向日葵家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20933 陳澄波全集. 第二卷, 炭筆素描、水彩、膠彩、水墨、書法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497 原色大稻埕: 謝里法說自己 謝里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527 梅墨生 錢陳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534 美的情愫: 藝術家與我 何政廣自述; 陳長華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541 夏威夷藝文風采360° 劉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589 東洋表現主義の巨匠: パン.ジュン展 龎均[作] 精裝 1

9789862821602 無限上鋼: 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 2014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633 梵華樓藏寶.供器 故宮博物院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640 梵華樓藏寶.唐卡 故宮博物院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664 向大師致敬: 臺灣前輩雕塑11家大展作品導覽集藝術家出版社編輯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671 崔旴嵐 王庭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6608 我羨慕妳 簡錫淵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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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8531 夢的種子 蔚然成林: 懷德居十年記 王學寧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2634 魚范兒 莊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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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德居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譔堂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繪夢森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3610 地球企業家之道: 地球企業家的核心、願景與實踐洪啟嵩作 ; 龔思維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3627 地球企業家之道: 地球企業家的核心、願景與實踐洪啟嵩作 ; 龔思維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23634 大悲心茶 雲禪茶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3841 跟著日本養膚教主這樣做: 搶救爛皮膚! 牛田專一郎作; 王淳蕙, 王曉維翻譯 平裝 1

9789869173858 少餵點飼料!我是毛小孩，愛吃鮮料理! 曾子謙著 平裝 1

9789869173865 現在開始，別再做錯！自然醫學博士教你真健康常識川嶋朗著 平裝 1

9789869173872 時尚斷捨離: 雜誌沒有寫,專家不肯說!真正懂時尚的人都奉行的「買一件，丟一件」聖經！地曳iku子作; 王曉維譯 平裝 1

9789869173889 嚴選良醫!這輩子絕不再找錯醫生的45個方法 岡本裕作; 王曉維譯 平裝 1

9789869173896 一生就等這一本!令人怦然心動の3日奇蹟整理術!石阪京子作; 王曉維翻譯 平裝 1

9789869224215 女中醫の不敗壯陽料理:男人這樣吃，女人都說讚！鄒瑋倫作 平裝 1

9789866444777 啤酒肚5日終結術: 學好呼吸就會瘦! 澤田美砂子作; 何冠樺譯 平裝 1

9789869224239 五代中醫食療自癒養生帖 張維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66825 看那第三眼: 明佳師父的流轉人生 明佳師父作 平裝 1

9789572866832 看那第三眼: 明佳師父的流轉人生. 貳 明佳師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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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懺悔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寶瓶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覺性地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蘋果屋



9789864060160 媽媽,為什麼你那裡有頭髮?: 101個解答孩子性與愛的問題指南凱特琳娜.馮.德蓋特(Katharina von der Gathen)著; 林吉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45 微意思 李進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52 一個好女人 英格麗特.諾爾(Ingrid Noll)作; 沈錫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69 我說不,沒有對不起誰: 用「拒絕」,強勢取得人生主導權曼紐爾.J.史密斯(Manuel J. Smith)作; 歐陽瑾, 陳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76 輪到寂寞出牌 薛好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83 因為愛,讓他好好走: 一位重症醫學主任醫師的善終叮嚀黃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290 走動的樹: 黃遠雄詩選. 1967-2013 黃遠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06 最終點 唐.德里羅(Don DeLillo)作;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13 說好一起老 瞿欣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20 人渣文本的36個幸福突圍指南 周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37 從此,我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雪莉.傑克森(Shirley Jackson)作; 余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44 為什麼孩子要說謊?: 心理師親授的210個誠實力指南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51 不吃藥,激活身體的自癒力: 法國良醫給世人的健康祕方費德里克.薩德曼(Frederic Saldmann)作; 黃琪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4703 限.景: 施富錡 施富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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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9605 為12年國教紮根: 表演藝術教學於生活課程 李其昌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38908 人生遊記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238915 微言大義集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寶萊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賞印刷設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307515 巾傳 林素梅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267251 明解日本口語語法. 助詞篇 謝逸朗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267312 明解日本口語語法. 用言篇(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篇)謝逸朗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267329 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イ形容詞.ナ形容詞の習得 に関する考察蘇雅玲著 平裝 1

9789578267336 中日語彙対照研究: 身体語彙「顏」「腕」を中心に蘇鈺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7433 夜光: 耶穌家譜女性的冒險旅程 程亦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27440 程老師手工皂講義. III-V, 手工皂百問 程亦妮, 穆俊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427457 程老師手工皂講義. III-V, 手工皂百問 程亦妮, 穆俊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427464 程老師手工皂講義. III-V, 手工皂百問 程亦妮, 穆俊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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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2101 豪.壯之情: 阿信.沙華克畫集 阿信.沙華克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蘭桂坊國際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櫻桃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花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儷活綠色生活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躍昇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197 關於愛情: 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0197 關於愛情: 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800 關於愛情: 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85676 㚕磐陶道: 翫古映新 吳珊珊設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0107 全球商店計畫之2.5D檳榔攤 鈴木貴彥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4971 蘭院文學獎作品集. 3rd 吳國亮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3073 閩海烽煙: 明代福建海防之探索 何孟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066 慶元序跋 陳慶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3103 日本必敗論 朱雲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鶴緣書法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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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3

鶴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雅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105 蘭亭筆法寫古詩 胡宗興[作]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992758 霹靂武器事典. 7, 霹靂兵燹之問鼎天下: 霹靂俠影之轟動武林黃強華原作; 憶辰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92796 霹靂爆笑江湖 黃強華原作; 朝舞等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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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8344 瘂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陳敬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3178 足堪回味皆平常: 客家飲食文學與文化研究論文集陳東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3760 這是一本行政學解題書 許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777 好真!模擬考. 2015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784 期貨商業務員必背重點速成 余適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807 前進港大: Tiffany的日誌 蔡宜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814 這是一本智慧財產權解題書 韋憲,林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821 憲法必背釋字精研 植憲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93838 羅文國考公民 羅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845 這是一本刑法選擇題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852 好齊*好多!總複習. 2015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869 這是一本保險法解題書 珍秋, 筱正, 高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3876 這是一本身分法解題書 輕愉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讀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霹靂新潮社



9789865793890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蔡志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913 這是一本民法、民訴綜合解題書 戈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937 張宇明股神戰錄 張宇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8969 不熟是要聊什麼?: 7個不讓人抓狂的溝通術 崔英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983 你憑什麼拿那麼高的薪水? 陳湘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07 絕禁嚙殺 夏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0575 技術論壇. 2016 張晃崚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47504 聽見幸福 吳靜美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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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0107 身份: 吉狄馬加詩集 吉狄馬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190 當時明月在 張堂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336 土豆也叫馬鈴薯 曹明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350 奈費勒雕像 韓商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435 捏出創意力: 15個Q萌童話黏土親子手作 黃靖惠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纖維所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麟瑞科技



9789864450459 帶你走遊德國: 人文驚豔之旅 麥勝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466 讀木識草: 追尋家鄉的味道 阿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473 火燄二部曲: 一九八0年代的中國青年趕潮小說 李三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480 億萬副作用Pure generation Neo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497 松窗絮語: 藍晶詩集 藍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03 晚安臺北: 木焱詩集 木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41 居酒屋之戀 幕後黑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58 傲慢與偏見 奧斯登原著; 慈恩譯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65 美好時光 陳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72 幕落 賴維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96 愛你的97天 谷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33 大愛情家 戚建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57 臺灣阿嬷萬里單飛美國行 王素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229203 兩岸關係問與答 紀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203 兩岸關係問與答 紀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0369 奧林匹克運動會與我國近代體育發展之探析 張瑞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1565 新的事將要成就 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觀察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觀錦達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021 揚儒扢雅 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321 接地工程講義 顏世雄著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858

送存冊數共計：840099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驫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97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